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新世界时报2017年3月24日

NEW WORLD TIMES

金通移民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专长：移民法相关的所有问题
我们的信念：为您提供最全面的服务

*政治庇护绿卡
*监狱保释；停止遣返/递解
*家暴绿卡；贩卖人口及刑事犯罪
受害者绿卡

*亲属移民；同性恋亲属移民
*各类职业移民；投资移民
*跨国经理L-1签证，移民
*各类工作签证及其他非移民签证
*公民入籍

多年移民申请诉讼经验，成功案例包
括EB-1A杰出人才绿卡快速审理一
天 批 准 ，P 签 证 2 天 批 准 ，在
Baltimore和Arlington移民法庭辩
护各类刑事递解及政治庇护案件。

www.goldwaylaw.com

301-778-5528
703-584-5082
info@goldwaylaw.com

办公室：Rockville MD; Fairfax VA; Washington DC. 免费咨询

（中文）

2-050

华府律师

2-032

Evelyn O.A. Darden, Esquire
全美著名获奖辩护律师，
30年个人受伤害经验

主办 崔莉莉 LiLi Cui Cooper
廿年主办各类个人受伤案件

Law Offices of Irene H. ChenLaw Offices of Irene H. Chen
陈慧敏律师事务所陈慧敏律师事务所

我们为您我们为您
－－ 与保险公司交涉与保险公司交涉，，以免保险公司利用您对程序的不熟悉来降低赔偿以免保险公司利用您对程序的不熟悉来降低赔偿
－－ 与造成伤害的一方交涉与造成伤害的一方交涉，，为你获得更多的赔偿为你获得更多的赔偿
－－ 分析整理事故证据分析整理事故证据，，出庭申诉出庭申诉

地址地址：：200200-A Monroe Street, Suite-A Monroe Street, Suite 100100,Rockville, MD,Rockville, MD 2085020850 电话电话：：301301--760760--73937393
Email: Info@chenlawgroup.comEmail: Info@chenlawgroup.com http://www.chenlawgroup.comhttp://www.chenlawgroup.com

人身伤害律师人身伤害律师

2-051

业务范围业务范围
－－ Auto AccidentAuto Accident 交通事故伤害交通事故伤害（（包括汽车包括汽车，，卡车卡车，，摩托车摩托车，，自行车和行人事故自行车和行人事故））
－－ Slip & Fall / Premises LiabilitySlip & Fall / Premises Liability（（跌倒受伤跌倒受伤））
－－ Medical MalpracticeMedical Malpractice（（医疗事故医疗事故））
－－ Wrongful Death (Wrongful Death (过失致死过失致死))

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士
马州、维州、DC执照

本报特约记者传明编辑报道：本报曾经
数次报道过的蒙冤华裔女科学家陈霞芬案，
日前已经获得最新进展，据百人会前任主席
胡善庆先生转发来的消息，3月14日、15日，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联邦法院，备受瞩目
的蒙冤华裔女科学家陈霞芬案听证会，经过
长达15小时的质证进入尾声。

2017年3月15日下午4点半，华裔女科
学家陈霞芬在她丈夫和律师陪伴下走出法
庭。她的双眼布满血丝，但她依然流露出朴
实而自信的笑容。因为，这是她经过两年时
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抗争，终于在全美华
人委员会等美国众多华人社团的帮助与支
持下，第一次走上法庭，去为平等、尊严和公
正抗争；而在她周围，聚集了从美国多个州
及本州赶来的近百名华裔、日裔、非裔等朋
友，他们冒着严寒前来参加她的听证会和庭
外的集会助威。

“讨回公平正义，我们和陈霞芬在一
起！”亲历现场，这是法庭内外听到最多最响
亮的声音。众多团结友爱的华人和社区以及
美国律师，和陈霞芬一起，在共同见证历史，
也在创造历史——为华人维权。

一、法庭内——听证聚焦雇员诚实
度还原华裔女科学家的清白

身穿黑色法袍的女法官施罗德（Judge
Schroeder）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独立的准司法
机构——考绩制度保护委员MSPB，听取双
方证词并做裁决。

法官对面的右侧，是听证会的呈请人
（Petitioner）：陈霞芬和她的律师斯蒂夫·西
蒙（Steve Simon）；左侧是听证会的答辩人
（Respondent）：一位印度裔年轻女律师，作为
美国商业部（DOC）的代表进行问询、质证。

在法官席的右侧，就是证人席。两天听
证，共有 6名证人出席：举报陈霞芬的黛博
拉·李（Deborah Lee）和陈霞芬之前的直接上
司川特·谢德（Trent Schade）作为重要证人先
后出庭，此外，还有商业部的一名调查员，最
终签署解雇陈霞芬的一名高层负责人和陈
霞芬曾询问网站密码的一名同事出庭，最后
由陈霞芬自己作为证人接受询问、质证。

15小时的听证中，“邮件”“密码”“数据
库”“公开信息”是最多的关键词，尽管案件
包含两年多错综复杂的细节，但质证的主题
也很清楚——聚焦雇员诚实度。

陈霞芬和她的律师做了大量认真严密
的准备。西蒙律师面前放着三四叠厚厚的卷
宗，在商业部律师做问询的时候，他一面仔
细聆听一面迅速查阅资料做下记号。轮到他
交叉质证的时候，他站在一个放文案的架子
前，根据记录本上的问题逐个提问，证人每
作答一个，他就在问题后画个勾。他还用心
准备了一个架子挂上大白纸，当场记录要点,

把论点和论据清晰地展示给法官和公众。
比如，在问询第一个证人黛博拉·李的时

候，他在白纸顶头清楚地写下“陈霞芬不是间
谍”的论点，接下来一面向黛博拉·李发问，一
面记录下也许是她不得不给出的肯定回答：

“第一，（陈霞芬）是报告了为中国（的同
学）查找信息；

第二，是给上司发了邮件问询；
第三，询问的是公共信息；
第四，发邮件只是询问公共信息；
第五，是忠诚雇员。”
不过，在回答第五问“陈霞芬是否是忠

诚雇员”的问题时，黛博拉·李说“不知道”。
此时，西蒙律师不慌不忙拿出一个精致的奖
证，这是陈霞芬在2011年曾经获得的美国国
家气象局嘉奖优秀雇员的“Larry R. Johnson
特别荣誉奖”。

西蒙律师让黛博拉·李阅读镌刻在奖证
上的颁奖词。她无可奈何地当场阅读了一遍
颁奖词。这是美国政府对陈霞芬杰出贡献的
高度赞扬：陈霞芬倾力创建预测俄亥俄河流
域的洪水模型，挽救了众多美国民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这一证据，从一个重要角度佐证
了陈霞芬是美国政府的忠诚雇员。

西蒙律师用他的白纸黑字记录下一系
列铁证，环环相扣，有理有据地呈现在法官
和公众面前，有力地对所谓“间谍嫌疑”的论
断做出反证批驳。

黛博拉·李经过西蒙律师半小时连珠炮
搬的问题质证，脸色苍白，她努力保持镇静，
面颊紧绷、咬紧牙关：“不知道”“想不起来”，
她干脆这样回答律师询问。

接着，在对陈霞芬之前的直接上司川
特·谢德质证时，西蒙律师也同样用了“白纸
黑字”的方式呈堂供证。他用“谢德的时间
表”为题，揭示了从 2012年 4月开始至 2014
年10月陈霞芬被捕的2年半时间，谢德所扮
演的角色，列举出他调查中出现态度前后不
一、出尔反尔的多个证据。

这次听证，西蒙律师带来了三箱子文件
材料，从质证提问质量、现场应变、体态语言
来看，他都有出色表现，不仅有沉稳专注的
理性，而且也饱含感情、富有感染力。

由于法官在3月15日晚要赶回芝加哥，
听证会推后到本周五通过视频交叉质证，之
后还要留给法官全面考量的时间，有望一个
月后就能得到裁决。不过，相信这两天的听
证会，孰是孰非，法官已有基本判断。

二、法庭外——秉持公道正义人士
助阵集会传递严寒中的温暖

在听证会现场，两天中有50多人次的华
人朋友出席旁听，注视这场没有硝烟的“较
量”，为陈霞芬助阵；而听证会场外的街区人
头攒动——在俄亥俄州华人协会OCAA组

织下，来自全美多个州的华人朋友和当地的
华人社区联合一起，有近百人次参加了为陈
霞芬案听证会的集会助威。

寒风凛冽中，有不少辛辛那提当地的华
人，利用中午午休时间赶到集会现场，他们
高高举起声援陈霞芬、要求公平正义的标语
牌，表达华人社区的声音；他们向过路行人
散发陈霞芬案的传单，唤起社会对陈霞芬案
的关注；他们从不同地方因同一个目标凝聚
在一起，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来自加州 Palo Alto的印尼华侨邢永瑞
先生，他就是在陈霞芬声援微信群里那个仗
义直言、很有号召力的“邢老大”。

他说，陈霞芬被FBI盯上的经历他就曾
遭遇过。1980年，他曾代表俄亥俄州标准石
油公司到中国出差，回到美国后就被FBI约
去“聊天”，他立刻跟公司做了汇报；之后又
再次出现到中国出差、回国后约请“聊天”的
情形。这次，邢先生就直接跟FBI探员说，有
问题请找公司律师。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遇
到这样的“聊天”了。

“有句话说：loose lips，sink ships，也就
是：祸从口出、言多必失。”邢先生说，“我们
华人要学会聪明地自我保护，越来越多人从
这个案件受到震动，Sherry把华人们唤醒了，
我们开始知道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就从这里
做起——支持 Sherry就是支持我们自己、支
持我们的下一代！”

在集会中，一些日裔、非裔的朋友也前
来助阵。日裔公民联盟两名白发苍苍的老人
来到这里，一位已有 80多岁高龄，另一位佐
藤先生也有75岁了。他认真地对记者说：“这
个案件让我想起美国在二战时期对日裔的
大规模囚禁，时隔六十多年还有这样的排外
和种族歧视，这样的事情不能再让它发生！”

俄亥俄州华人协会主席王文奎先生是
集会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联合了十多个社团
发起了这次助阵集会，还在华人协会网站推
出专题网站，号召在社交传媒发布信息，组
织义工们赶制几十个标牌送达现场。

一位非裔朋友罗斯先生（Xezaka Rouse）
也在队伍中高举支持陈霞芬的标语牌。他告
诉记者，前两天他用 Google 搜索“Racial
Profiling”（种族偏见），偶然发现陈霞芬案和
这次集会，就赶到这里，“这是绝对错误的行
为！我要来这里大声说——No！”

“这不仅仅是在支持Sherry，更是在支持
美国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位当地女律师米
歇尔·洋（Michelle Young）激动地说。

听证会和场外集会引起众多媒体的热
烈关注，世界日报、俄亥俄州及辛辛那提本
地几家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报道，中国中
央电视台、中国日报等相继刊发新闻。还有
专程赶来拍摄纪录片的几位制作人，他们用
镜头记录下了这段非凡的历史。

三、里程碑——华人抱团推动美国
华人维权和美国社会进步

不论是场内不见硝烟的听证较量，还是
场外寒风中的集会助威，处处都能看到华人
们热情参与的身影，如同寒冬中的暖流温暖
人心。

这一场景，让陈霞芬和他的律师西蒙先
生深受感动。陈霞芬激动说：“这是我平生第
一次走进法庭去争取平等公正，是越来越多
支持我的朋友们给了我信念的力量！”在听
证会上，陈霞芬镇定沉着，用自信有力的回
答还原事实真相。

而让西蒙律师没想到的是，亲眼看到了
这么多华人乃至不同族裔的人们如此关注
这个案件，不惜冒着严寒、远道而来前来助
阵，一路陪伴和支持陈霞芬。

3月15日下午，当他在听证会上询问陈
霞芬在美读书、就业，成为一名优秀的水文
科学家，却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历程，他情不
自禁地哽咽，眼里闪着泪光。

来自犹太裔家庭的西蒙先生也有感同
身受的经历。他的家人早年从欧洲移民到美
国，经历了多年艰苦的打拼，一步步实现了
美国梦，培养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律师。
如今，成为陈霞芬案的代理律师，让他更加
坚定作为律师追求公平正义的信念。

全 美 华 人 委 员 会（United Chinese
Americans-UCA）名誉主席薛海培先生全程
参加了两天的活动，他感慨地说：“这次听证
会之所以受到了华人社区的强烈关注，俄亥
俄州华人协会及辛辛那提当地华人社团做
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有无数义工的辛勤奉
献、积极参与，不仅彰显出华人大家庭、我们
这个Community的团结力量和维权意识的觉
醒，还对于整个美国华人未来的生存发展具
有长远的、历史性的意义。”

早在2015年9月15日下午，美国华人全
国委员会就在华盛顿 DC 1717 Street NW
Arent FOX 律师事务所 3楼会议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为华人教授郗小星与华人科学家陈
霞芬撑腰维权，本报记者就参加了现场采访
与报道。

2016年底，由薛海培先生发起“为陈霞
芬送去圣诞礼物”的华人大联动，引发热烈
响应，两个多月内募集到陈霞芬法律援助捐
款超过10万美元。

如今，他更加坚信华人社区团结发展的
力量，他激动地告诉记者：“如果陈霞芬案得
到胜诉，我们将邀请她到华盛顿DC举办盛
大的庆祝会！因为这是继‘李文和案’之后美
国华人历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我们华人一
定要团结一起，通过法律的程序伸张正义、
争取权益，这个过程很艰辛，但很值得，它将
不断推动美国华人和美国社会的进步！”

见证美国华人维权历史新的里程碑

华裔科学家陈霞芬蒙冤案听证会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