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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法：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
张大钦律师事务所

前不久，中国总理李克强用证明“你妈是
你妈”做例子，向政府机关开火，要求政府
机关减少扰民政策，加强服务精神。

李总理说这段话的动机是好的。但落实到
具体事情上，这话题还蛮复杂的。即使是在
法制健全的美国，很多情况下你还真得要证
明你妈是你妈。

譬如说，一个21岁以上的美国公民要为
外国母亲申请绿卡，你就得证明“你妈是你
妈”。

母亲有好多种。常见的就有生母、养母
和继母。 生母、养母和继母都有可能获得绿
卡，但都要满足一定的证明条件。

生母的情况
美国公民为生母申请绿卡的情况最常见，

基本上提供出生证就可以。美国出生证里可
以没有父亲的信息，但一定会有母亲的信
息。

美国的出生证，一般是由接生婴儿的医院
填写好信息后，报备给县政府，由县政府录
入统一数据库，出具出生证。县政府颁发出
生证，是一个人具有美国国籍（公民权）的
最初始最可靠的证据，其证据力度甚至要高
于护照。  因为护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凭着
出生证之后办理的。非法获得护照的可能性
比非法获得出生证的几率要大。所以，当年
有人质疑奥巴马是否有竞选美国总统资格，
就是拿他夏威夷出生证来说事。丢了美国出
生证或者没了美国出生证，是否就意味着不
在美国出生了呢？不会。事实终归是事实，
只是证明起来要费劲些。道理就像丢了结婚
证，并不是说你们就不再是夫妻了。上面奥
巴马的例子，可以由夏威夷政府查看政府数
据库加以确认。

出生证，并不是证明母子/母女关系的
唯一证据。没有出生证，还可以通过证人证
言，直接或间接证据来证明。只要综合各种
证据使得签证官或移民官相信这是事实就
行。有些时候，还可以通过DNA鉴定来确认母
子母女关系。有些国家，譬如伊朗，根本就
没有出生证。它只有国民身份证，上面载明
了出生人名字，出生地点，母亲名字。美国
移民官接受这身份证来证明母子/母女关系。
此外，婚外生育，未婚先育或者私生子，不
会影响到母亲身份的认定。

养母的情况
在某些条件下，美国公民可以给自己的养

母办理绿卡。生母和养母，二选一。你不能
给两个都办绿卡。如果选择了给养母办理绿

卡，就不能再给生母办。我们看到美国人到
中国收养孩子的多，中国人到美国收养孩子
的少。合格的收养关系，要满足美国州法和
联邦移民法的诸多规定。并不是所有的收养
都符合办绿卡的条件。

给养母办绿卡，有什么条件呢？
收养的事实必须发生在孩子16周岁之前，

而且孩子已经跟亲生父母分居且不受他们法
律监护超过两年以上。

给养母办绿卡，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1. 领养判决书，证明是孩子是在16周岁

之前被领养的
2. 法院或者相关政府机构证明养父母对

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要明确显示监护权生效
已经两年以上。一般监护权生效的时间就是
领养判决书下达的时间。

3. 证明孩子跟养父母已经在一起生活超
过两年的时间。

继母的情况
如果你亲生父亲在你18周岁之前娶了你的

继母，那么你就可以为你的继母申请绿卡。
继母与你的母子/母女关系是建立在跟你

亲生父亲的合法婚姻关系上的，因此为继母
申请绿卡，需提供继母与你亲生父亲的结婚
证。

那么问题来了，虽然是给你继母申请，但
你要证明你跟亲生父亲的关系了。最有效的
当然是你本人的出生证，上面清楚的写着你
的亲生母亲和亲生父亲的名字。但如果你的
出生证上只有亲生母亲的名字，那你还需要
提供亲生母亲和亲生父亲的结婚证，当然时
间要和你出生的时间相符合。

代孕母亲的情况
一对外国夫妇，到美国来，找一个代孕母

亲在美国生下了孩子。这个孩子无疑是有美
国国籍的。代孕的母亲是生母（biological 
mother），外国母亲是基因母（genetic 
mother）。孩子长大后，能给外国的基因母
申请绿卡吗？ 答案在于出生证。如果美国出
生证上的母亲写得是外国基因母，移民局一
般会认可。如果有争议，还得看法院最终判
决。

反过来，一对美国夫妇，找到一个外国妇
女代孕，在境外生出的孩子，长大后能给代
孕母亲申请绿卡吗？这答案要复杂一些。首
先，要看这个孩子能否获得美国公民权。如
果孩子出生在禁止代孕的国家，如中国或印

度，这孩子哪怕有美国人的基因也不容易获
得美国公民权。就算孩子获得了公民权，孩
子成人后，能够给代孕的生母申请绿卡吗？
答案只是有可能，要看联邦移民法，家庭法
和国际法的各项规定。有争议的话，要靠法
院最后判决。

在医学发达的今天，法律上的母子关系
已被重新定义。2014年10月，美国移民局曾
公开宣布，亲生母亲不单单是指有遗传基因
的母亲，代孕母亲跟孩子可以有合法的母子/
母女关系。因此成年美国公民理论上是可以
给代孕生母申请绿卡的。申请步骤跟亲妈一
样。这似乎给某些人看到移民美国的一条捷
径。这是不是说给美国人代孕生个孩子，将
来就可以移民美国了呢？没那么简单。美国
孩子长大后要愿意给你申请才行呀。二十一
年以后，有谁会去关心曾经代孕的生母呢？

同性恋母亲的情况
同性恋的一对外国女人，收养了一个美国

公民孩子，孩子长大后能给这对外国母亲办
理绿卡吗？一个孩子两个妈情况牵涉到很复

杂的州法问题。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承
认同性恋婚姻，即使承认同性婚姻的州，也
并不一定允许同性父母领养孩子。

变性母亲的情况
如果一个母亲，生了美国公民孩子后，

变成了男儿身。又或者，母亲原来是个男儿
身，后来变性成了女人，再收养了美国公
民。美国公民长大了能给他（她）办理绿卡
吗？

应该可以。因为一旦收养的事实确立并满
足法定要求，美国公民是可以给父母申请绿
卡的，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究竟是父亲，
还是母亲，就有父母亲自己决定吧。

除了生母养母继母基因母，能给干妈、奶
妈办理绿卡吗？小编只想说，不是叫一声妈
就真的是妈了。

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
楚。所以，证明你妈是你妈不一定是幼稚可
笑的话题。如果不需要证明的话，很多外国
大妈都可以认个美国干儿子就可以进军美利
坚了。

7月中国EB签证排期进展情况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2015年6月10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
2015年7月最新的移民签证排期。

在2015年7月的排期表上，中国大陆
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从2013
年6月1日日前进到2013年10月1日。印度
出生的EB-2申请人的排期截止日期依然为
2008年10月1日。其他国家或地区的EB-2
没有排期，为名额即时可用的状态。

EB-1签证依然一如既往的全世界均有
名额。而在EB-3类别，中国大陆出生的申
请人的截止日期依然为2011年9月1日。印
度出生的申请人的截止日期从2004年1月
22日前进到2004年2月1日。

目前在中国较为流行的EB-5投资移
民，排期截止日期从2013年5月1日前进到
2013年9月1日。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的客户
尽早递交NIW申请。目前，对于出生在中

国大陆的NIW EB-2申请人来说，需要等待
较长时间的排期才能递交 身份调整申请。
不过请注意，如果您的配偶出生在除中国
大陆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包括
港澳台三 地），您在递交NIW申请时，可
借用配偶出生所在地的移民名额，同时递
交I-485申请，无需再等待排期。

此外，如果您在NIW批准后做出了更
大更重要的成果，也可以考虑申请EB-1
。EB-1类别目前有签证名额可用，无需等
待排期。我们有不少客户先委托我们申请
了NIW, 后来有了更大更重要的成果，又
成功地申请了EB-1，如今已拿到绿卡。

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是否符合申请NIW
的条件，您可以联系张哲瑞律师作免费咨
询: info@hooyou.com 。张哲瑞律师会帮
助您选择最适合您的申请类别，并为您提
供具体的申请策略。

中国留守儿童惨剧频出 农村孩子问题重重
北京时间6月9日晚，贵州省毕节市

七星关区田坎乡的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死
亡。这一惨剧发生后引来多方关注，中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对不作
为假落实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
生。然而，中国的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不
容乐观，此次惨剧能否成为最后一例，则
需要有关部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贵州毕节的深夜悲剧

此次死亡的4名留守儿童是一兄三妹，最
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警方的初
步调查结论是疑似集体喝农药自杀。

很多人要闻，这起悲剧究竟是如何发生
的？答案是缺少关爱。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是
死亡的4兄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田坎乡离七
星关区有110多公里，是七星关区最远的乡。
茨竹村是贵州省的一类贫困村，全村2,400
多人，经济来源靠像孩子们的父亲张方其一
样外出打工和种地，村里的留守儿童有20多
个。

同村的村民张启付是第一个发现4兄妹出
事的人。事发当晚，就在他们家旁边修房子
累了的他正靠着摩托车在休息，当时已经是
晚上11点多，他忽然听到张方其家房子方向
传来“呼、呼”的声音。“我当时以为是有
野猪，就拿着电筒跑过去看，结果就看到一
个孩子倒在地上，正在抽搐。”张启付说。
发现情况不对后，张启付赶紧打电话报警，
并且拨打了120。随后，乡卫生院医生和警察

赶到现场，破门而入，将孩子送去抢救，但
孩子们的生命还是没有救回来。

在村民们的描述里，4兄妹基本不出门，
不仅不跟村里的大人打交道，也不跟村里同
龄的孩子一起玩耍。事发当天，村里并没有
发现兄妹们有什么异常情况，跟以前一样，
都是关着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就
不得而知。

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表示，孩子们的母
亲任希芬在2014年3月外出去向不明，父亲
今年3月外出打工。这栋3层楼房修建于2012
年，“大概花了十几万，可能是他以前在海
南打工赚的钱”。

虽然处于贫困地区，但4兄妹并不缺少
吃、穿，他们的悲剧的主因，是缺少关心和
爱护。村民反映，孩子平时有零花钱，“
有时会看到他们在小卖部买东西”。潘玲
说：“今年4月张方其给孩子们的卡里汇了
700元钱，第二天就被娃娃取走了。”高华成
称，张方其和老大在2012年已纳为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对象。

长期关注贫困地区儿童问题的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说，现在对留守儿童的
关爱，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两难，大多数外出
务工父母生活的环境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
长或者是他们无力在城市抚养孩子，留在农
村又无人照顾。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对儿童
的心理关爱尤其缺少，应引起高度重视。

逾三成农村儿童“留守”

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5月13日公布《中国

家庭发展报告2015》。报告显示，中国家庭
发展正经历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类型多样
化等七大变化，其中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已
经成为家庭的常规模式。

中国国家卫计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表
示，该报告源自去年官方组织开展的“中国
家庭发展追踪调查”，这是中国首次由政府
主导的全国性家庭追踪调
查，32,500样本家庭涵盖
了中国大陆所有省份。卫
计委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表
示，目前中国家庭的收入
差距明显，收入最多的
20%家庭与收入最少的20%
家庭相差19倍左右。

在城镇化进程下，农
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后，家
庭剩余人口在农村形成了
一种特殊的家庭形态，主
要有留守儿童家庭、留守
妇女家庭和留守老人家
庭。调查显示，流动家庭
和农村留守家庭已经成为
我国家庭模式中的重要
形态。流动家庭比例为
17.2%。数据显示，农村
留守儿童已占农村全部儿
童的35.1%。其中近一半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
都不在身边。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处于“生活上缺人
照应、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辅导”
的状态。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关爱的

缺失，将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产生不利的影
响。

分区域看，留守儿童比例较高的是中部
地区和西部地区。该区域分布与中国农村劳
动力外流的区域分布特征相吻合，即农村劳
动力主要由中国西部向东部沿海进行迁移流
动。

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抚养，
抚养人的文化程度往往偏低，缺乏基本的卫
生保健知识，疾病预防意识淡薄，因此疾病
发生率相对较高。

（来源 多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