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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经营了一家小型的家庭企业，有一次与一

位客户发生了纠纷。客户对我们的服务有些不满
意，拒绝付账就想直接离开。我想拦住他，双方
发生了一些肢体的接触。对方个子比我大，太太
怕我吃亏，就打911电话报了警。在等待警察来
临的期间，客户还是想径行离开。我情急之下，
把店门给锁上，大家都关在店里等待警察。

警察终于来了，问明了事件经过，判定属于
民事债务问题，不属于警察管辖的刑事范围，建
议我们去民事法庭申诉，并告诉我们不可以不让
客户离开。之后客户与警察都回去了。由于牵涉
的金额不大，我们也没有继续追究，以为事件就
到此为止。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几个警察上门，
不由分说就把我逮捕。我在监狱待了一天，才知
道当时发生纠纷的客户举报了我，检察官以非法
拘禁的六级重罪罪名将我起诉了。这完全是晴天
霹雳，我从来没有违反过任何法律，请问我该怎
么办？

 
黄亦川律师回答：
做律师这么多年，注意到一个现象：同胞

对911电话的功能不太了解。911电话是用在发生
紧急事件时联系警察的工具，让他们及时派员处
理，或是阻止犯罪行为，或是救人性命等。不少
同胞觉得911电话无所不包，任何纠纷，无论大
小，刑事或民事，第一时间就拿起电话打911。
与此类似的民事债务纠纷，同胞也很喜欢把门
一锁，双方关在屋内，然后打911要求警察来解
决。

这种处理方式有两个问题：第一，警察来
后，如果判定为民事纠纷，是不会受理的，这样
做不但于事无补，还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另外一
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动辄将国内处理纠纷时把
大家关在房间解决的做法拿到美国，会有很大的
后遗症。对方可以举报你非法拘禁。印第安纳州
的非法拘禁罪属于六级重罪，最高监禁刑期两年
六个月，最高罚款一万元。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往往为了一点金钱上的纠纷，不但替自己带来牢
狱之灾，还一辈子背负着前犯罪人的阴影。

读者遇到这种业务上的小纠纷，最忌讳自
己动手处理，限制人身自由在美国是大事，不要
自作聪明。比较适当的处理方式是，将事件纠纷
的前因后果记录下来，搜集各种证据，向民事法
庭提出诉讼。印第安纳州有专门为处理这些小纠
纷而设置的小型法庭，诉讼费低廉，手续简便。
许多人不聘请律师也可以自行解决。该事件当
事人现在为了这点小事，非法拘禁客户，惹祸上
身，请尽快咨询自己的律师，寻求一个解决的方
案。

注:  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亦川律师，没有黄
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意，不得以各种形式转载或翻
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
不同于律师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
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法律案件需要处理，请务必咨
询本人居住地的专业律师。本专栏作者黄亦川律师为
印第安那州执照律师，与读者之间没有任何律师与客
户的代理关系。This column is provided for infor-
mative purposes only and is not intended as legal 
advice you should act on without consulting in-
dependent legal counsel.  All material posted on 
this column does not establish an attorney-client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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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临别三叹
奥巴马总统卸任前，打破历任美国总统

的惯例，不在白宫，而是回到他的老家芝加
哥发表离职演说，一个小时的演讲颇引起国
际的关注和解读。

他给美国人留下了许多临别秋波的赠
言。我在视频上看他这场演讲，许多时候感
觉是在听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人物的竞选
演说。美国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竟然跟发展
中国家大体一样，只是规模和层次上的不同

这里暂且压下，先说另一个同时在美国
引起媒体议论热潮的梅丽史翠普在金球奖颁
奖礼上的演讲。

梅女士是美国好莱坞当今最具实力的演
技派大明星，从年轻演到老，一向予人正派
的形象。她在这一次约10分钟演讲中，虽然
声音沙哑（大概是因病而失声），说到重点
处，却很富震撼力。她首先提到好莱坞的多
元性，不少著名演员都是来自外国，移民成
就了好莱坞（她说到这里，开始让人听到她
的弦外之音）。

接着她的语气一转，提到有坐上美国
最高权位的人利用自己的权势，欺压弱者，
模仿一位《纽约时报》的残疾记者说话的样
子，这激发了她的义愤。她整个演讲中没有
一次提到川普的名字，但她温柔的语音却像
一把利剑，被刺痛的川普随即在“推特”中
反击，骂她“浪得虚名”（over-rated）。成

为“总统大人”的他，粗鄙的态度仍像是在
竞选时的模样。

言归正传，奥巴马在最后一次的演讲
中，难免述说了八年任内所取得的功绩：
扭转衰退中的美国经济、为汽车工业加油、
制造了美国历来最多的工作机会、为古巴关
系翻新页、不费一颗子弹便中断伊朗核武器
计划、除掉九一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把另外
2000万美国人纳入医药保险计划中（“奥巴
马医保”）。

他把执政成就归功于不怕改变的美国
人，他鼓励美国人要继续发挥潜力，民主制
度必须继续有效，美国政治必须反映美国人
的善良一面。但这只有在美国人不分党派和
个别利益时才能做得到，而这些正是美国现
在所迫切需要的。奥巴马借机阐扬美国的民
主精神：不怕争吵，但最基本的团结意识则
是不可或缺的。

很显然的，奥巴马是针对分裂的美国社
会喊话，去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对美国所造成
的伤害，让他临别时还放心不下，而要用美
国的民主大义来教育其国人同胞。

对美国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而言，
人民最基本的温饱还是最大的挑战。缺此，
美国民主无法有效运作。过去十年，美国
人工资、收入都有所增长，有钱人更公平
地缴税、失业率创新低、更多人受到医保

的覆盖、医药费的上涨是过去50年来最
慢……奥巴马自述的功绩，不正是许多
发展中国家所追求的？美国的民主都需
要建立在人民温饱的基础上，更何况其
他未能照顾好国计民生的大多数国家？

奥巴马毕竟是个明白人，他对美国
现状感到担忧，坦诚地指出美国民主仍
面对三项威胁：

其一，强烈的不平等，对民主理想
起着腐蚀作用，人口中的１％占据了超
大财富，内地城市和乡村人口被远远抛
在后头，人们如果因此而认为，政府只
是在为有权势的人服务，将会引来更多
的愤世嫉俗和政治分化。

因此，他说，美国需要重新缔造新
的社会契约，以确保所有孩子都有受教
育的机会（从现场的全场热烈掌声中，
我不禁怀疑，难道全民教育在美国还没
有做到吗？）、所有的工人都能参与工
会、改善社会安全网、加强税务改革，
使赚大钱的机构和个人都负起更大的责
任等等，我们似乎都耳熟能详。

其二，种族问题一直是美国社会一
个分化的因素，尽管这个问题过去30年
大有改善，但新的因素不断涌现，如不
愿意为新移民的子女的教育投入资金。
奥巴马说，这方面要有所改进，就必须
捍卫反种族歧视的法律，保障少数种族
受雇和住屋的权利，以及维护司法的公
正。

                       <下接第6版 → >
（本文作者：严孟达 文章摘自联合

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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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决定恐致中美关系僵化

孔子曰：三思而后行。
但我们的新任总统——唐纳德·川普

先生似乎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智慧，不过也
有可能是他根本不在乎。看看他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的闪速回应就知道了。

我们应该都还记得，1979年中美建交
是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支持“一个
中国”政策为前提的。

为了保护与前盟友台湾的利益关系，
美国国会随后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依
据此法，美国与台湾保持非正式关系（即
解除先前对台湾的承认）。因此，美台高
层不能有官方接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
40年。

尽管这种安排非常复杂，而且高度敏

感，但它确实行之有效，而且稳定发展。
不过这一状态被川普先生的一条推特给打
破了——他接听了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的
电话。他如此草率的行为，极有可能改变
我们的未来。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事态的严重，
我们来重新回顾一下这个越洋电话的详
情。

2016年12月2日，川普与蔡英文通过电
话对话。两天后，他辩称，我们卖了数十
亿美元的军火给台湾，我当选新总统了，
台湾总统打个电话给我表示祝贺，这有什
么大不了的？随后，他又相继对中国发表
了一系列的谴责：操纵货币、不公平贸易
以及南海军事化。

12月11日，他发推文称，“我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必须要接受‘一个中国政策’
的束缚，除非我们可以跟中国进行除了贸
易以外的其他交易 。”川普这里说的“其
他交易”，意指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以及其
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态度太过克制。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以
来，美国一直严格执行的不与台湾及台湾
领导人进行官方对话的惯例被打破。川普
的草率发言，引发华盛顿、北京和台湾三
方政治震荡。

更糟糕的是，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
上，震撼了美中外交关系的基础——“一
个中国”的政策。川普12月11日的发言清
楚地表明，他想要用“一个中国”的政策
从中国那里换来更多的筹码，南海问题、
朝鲜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当选总
统，他就发表了如此多的挑衅性言论，一
旦上任，情况会如何？

美国在官方上承认，中国和台湾的统
一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因此，和平谈
判只牵涉中台双方，美国并不会干涉他们
的事务。然而实际上，在中国和台湾的外
交博弈中，美国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虽然许多人认为在中台之间，美国只
是一枚微不足道的棋子；但我却认为美国
的存在，对两者起着积极的制衡作用。

如前文所述，根据《台湾关系法》，
美台之间只能保持非正式关系。然而，为
了保障台湾地区的安全，美国会继续对台
进行军售。更重要的是，该立法规定，若
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将“严重关切”，
并有可能进行干预。

那么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中国
使用武力，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不
过，但愿这一幕永远都不会发生。

简单来说，美国要求台湾不要急着闹
独立，同时也提醒中国要友好，不要诉诸
武力。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讲，美国都
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所以
美国的态度直接影响中台之间的关系 。

但从现在看来，有一点似乎很清楚，
中国并不愿接受美国在其中的制衡。中国
的立场很鲜明：华盛顿必须继续承认“一
个中国”的政策，这是其与中国建立任何
建设性关系的先决条件。

川普先生的一个电话，立即点燃这个
敏感话题。根据川普的意思，中国只有满
足了美国的偏好，才能从美国那里得到奖
励——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如果中
国觉得美国转变了立场，开始越来越多地
阻碍中国统一，那么中国将会很快失去其
他与美国合作的更重要的机会，在所有其
他区域战略问题上，中国也将会面临更糟
糕的局面。

众所周知，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要么选择进行改变，要么选择保持现状。
改变有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好，也有可能
会让其变得更糟；维持现状虽然不可能让
事情变得更好，但至少不会让其恶化。当
今，我们需要中国解决许多世界正面临的
问题，所以，显然选择后者似乎更安全。

凌渝郎教授撰写，本报翻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