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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近日有几位
华人高手的艺术作品极具创意，一双双巧手向人们展
示了化平凡为神奇的深厚功力，令人赞叹不已。

颜奋是澳大利亚知名的华裔水果雕刻师，他能够
用水果雕刻出各种神奇图案，在他灵活的双手下，水
果们都能迅速地“改头换面”，西瓜也能变成油画。颜
奋的雕刻曾帮助澳大利亚政府解决了一项水果销售危
机。去年澳大利亚水果大丰收，价格大幅下跌，政府
想到通过水果创意雕刻的方式刺激消费，颜奋的创意
水果节目在电视台滚动播放，深得广大民众的喜爱，
大大地促进了当年水果的销量。如今，每次他雕刻时
都有很多人驻足观看，他也十分享受和观众的互动。
颜奋说：“每次看到观众满足地抱着水果的笑脸，我都
很高兴，这是我雕刻的最大动力。”

澳 籍 华 人 画 家 姚 迪 雄 有 一 双 绘 画 巧 手 ， 他 以
“马”为题于 10月底 11月初携其 50幅画卷在卢浮宫展
出，骏马在五彩大地间奔腾，不由让人赞叹人与自然
的鬼斧神工。姚迪雄生于新疆，在中国“天马”的故
乡伊犁成长，从一出生就与马儿结下解不开的情缘。
后来移居澳大利亚，发现人们同亚洲人一样爱马，他
便开始在异国他乡继续追寻“马”的足迹。最近到了
巴黎，姚迪雄献上自己创作的“中式”马的艺术作
品。“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想要从大自然中汲
取营养，将自然界的神奇魅力展示给大家。” 姚迪雄
表示希望通过马画的生动激起人们热爱自然，思考人
生。

绘画不仅能给视觉带来享受，同时也能刺激味
觉。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艺术家康怡擅长食物绘画，
她每天以盘子为画布、以食物为原料，在盘子上摆出
各种图案，利用食物来做创意作品，然后将其在博客
上晒出。其中很多作品十分精致，让人印象深刻。如

“小芭蕾舞短裙”让人联想起德加的芭蕾舞女，小辣椒
做的“郁金香园”与真的郁金香无异，“茄子马戏团”
和“坐立不安的大象”十分天真感人，用生姜腌制的
鱼肉所做的“清汤中的金鱼”，巧妙的构思令人惊喜。
她的每一幅作品都清新脱俗，显得格外自然，充满了
诗意，给人们带来艺术与味蕾的双重享受。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日前报道，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即将迎来对“费雪诉德州大学”案件的二审。
白人学生艾比盖尔·费雪申请该校时被拒。她起诉该大学
实施的平权法案阻碍了她的录取。2013年该案被首次送
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将案子退回下级法院进
行审议。不少亚裔组织、官员纷纷公开表示对该案中德
州大学在招生实施平权法案的支持。

卷土重来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将对“费
雪诉德州大学”案于 12 月 9 日举行听证会。对此，一些
亚裔组织、官员公开表示支持德州大学在招生中实施平
权法案。这引发了华裔的担忧。

平权法案诞生于美国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
它规定凡是受到联邦及地方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都有责
任落实平权法案，在招生和工作中采取配额或加分的方
式让少数族裔学生优先入学或录取。亚裔、犹太裔等少
数族裔并不在这个法案的“光环”之下。受益群体只有
非裔，西班牙裔和土著印第安人。

平权法案招致了“逆向歧视”争议。关于平权法案
的存废之争从未停止。据美国媒体报道，早前，哈佛大

学和北卡罗来
纳大学就陷入
了 “ 逆 向 歧
视”漩涡，遭
到包括华裔在
内 团 体 的 起
诉，再度掀起
了美国高等教
育学习权与族
裔平等的争议。

加州早期通过了第209号公投创制提案，规定大学招
生不得考虑种族、肤色因素，因此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反
平权法案的州。美国一些高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普林
斯顿大学、依阿华大学等也先后取消或修改了若干“逆
向歧视”少数族裔学生的项目。

然而，平权法案拥护者从未放弃在美高校中恢复平
权法案。2014年，加州拉美裔民主党参议员艾德·赫南德
兹提出了 SCA5 （加州参议院宪法修正案），要求在公共
教育领域恢复平权法案，将种族和性别因素作为招生考
量之一，遭到了华裔、韩裔等亚裔社区的强烈反对。这
一修正案在加州众议院遭到驳回。

而此次平权措施支持者——加州大学系统部分官员
与部分亚裔团体更是借助“费雪诉德州大学”案发动舆
论造势，为平权法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作暖身行动。

“扭曲”公平

华裔为何反对平权法案“卷土重来”呢？数据显
示，依据平权法案，美高校招生工作所实行的种族配额
大都是考虑非裔、西裔和土著印第安裔少数族裔，而其
他少数族裔尤其是华裔却被排除在外。平权法案带来的
只是“扭曲”的公平。

虽然美华裔人口逐年增多，华裔学生成绩普遍优于
其他族裔，但华裔在美高校录取中却遭受到了不公平。因
为平权法案的种族限额使得华裔的录取分数要比非裔和
西裔高出很多。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根据第三方研究，在
SAT考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华裔学生要比白人学生
高 140 分，比西班牙裔学生高 270 分，比非洲裔学生高 450
分才可能获得与其他种族相等的录取机会。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
示，“华裔在美国不被认为是弱势群体，不仅得不到照
顾，还会受到不公正的制约和不平等的限制。所以华裔
对平权法案是反对的。”

而对于美一些高校认为建构多元化学生群体需要实
行种族配额的观点，专家认为，认定学生的地理和文化
背景不同，就能增强“思想多元性”，太过教条和简单
化。学生的多元性还应当包括兴趣爱好、知识追求、经
济地位等因素。而只根据学生的种族限额录取，是对真
正多元特质的否定与破坏。

理性对待

无论“费雪诉德州大学”案结果如何，都将对美国大学
招生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如果诉方赢了，美高校招生中
涉及平权法案的因素或会被中止，华人可以从中获益。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存在判例法，一旦在最高法院
败诉，对方的立场就可能成为法律。届时，平权法案的
拥护者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在美高校恢复平权措施。

李斧表示，华裔要找到公正合理的途径来反对平权法
案在美国高校中的“死灰复燃”。首先华裔应该通过各种方
式积极参政，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参政的方式有竞选、
助选、发表看法，捐款等多种。这样华裔的声音才可以被倾
听到。其次，华裔应该联合非裔、拉美裔等族群，支持他们
的合理诉求，找出互利共赢的可行方式。再者，华裔应该更
多参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公益活动，帮助社会的多个
弱势层面（不仅仅限于种族）。华裔还应该学习犹太裔，增
加社会的影响力，为本族裔争取更多合法权益。

此外，华裔学生在专注于学习的同时，在社会活
动、兴趣爱好等方面亦要多下工夫。

9日，由美国华商会、中国侨
商联合会共同主办的“中美经济
文化交流峰会”在京举行。本次
峰会以“展望未来 合作共赢”为
主题。中国侨联、中国侨商联合
会、美国政商友好代表团及知名
侨商企业家近百人出席了峰会，
共同探讨如何更深入促进中美经
济文化交流，赢得共同发展。

参政热情有待提高

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等的巨
大差异，华人和美国当地人之间还存在
许多交流沟通上的问题。

美国林氏集团董事局主席林建中指
出，由于彼此不了解，又缺乏必要的沟
通，很多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来到彼此
陌生的国家都会亏本。“在美国社会各阶
层，包括议员等因为对中国了解甚少，
都对中国、对华人有偏见。”美国华商会
会长邓龙坦言。

据了解，早期赴美华商从事的一般
都是餐厅、洗衣店、小商贸等地位比较
低的行业。如今，华人的企业已经慢慢
从低端行业向各行各业发展，很多中国
企业已经跟美国一流企业走到了一个平
台上。邓龙表示，“随着华人企业在美国
地位和竞争力的提升，歧视会慢慢消
除”。

而“只经商不从政”的理念并不利
于美国当地社会对华人的全面认知。随
着华人在美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
的华人开始涉足美国政坛。但总体而
言，华人参政热情仍然有待提高。

美国联邦商业部前助理部长董继玲

指出，“华人普遍觉得在美国从政是一件
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很多华人父母不希
望自己的孩子从政，尤其是新移民。”

架起沟通新桥梁

相互了解才可消融误解，面对面的
交谈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彼此。“双方在
有误会的情况下经过沟通是可以换取理
解的。习近平访美期间就会见了当地各
个阶层的人士，促进美国政商界和美国
民众更了解中国、了解华人。今天的交
流峰会搭建起了双方互融互通的新桥
梁。”中国侨联海外委员陈国忠说。

美国纽约州众议院副议长菲利兹·欧
提兹也表示：“今天的交流峰会让我们互
相了解，互相学习，增强双方的友谊。
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更多更好地开
展。”

光靠经济地位的提升并不能使华人
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不能从根本上
消除美国人对华人固有的偏见。“很多美
国人认为华人就是开餐馆的，我们要改
变这一印象，希望接下来会出现更多的
华人市长、州长、议长，这样一来华人
的政治地位才会提高，消除彼此的误解

也更有效。” 林建中表示。
其实，不少美国人也在为中美之间

的交流沟通牵线搭桥。菲利兹表示，“我
在纽约州做的事情主要就是希望各界能
够敞开胸怀真正接纳华人，让中美之间
的关系更加接近。必须让美国人认识到
华人移民这样一个群体的重要性，他们
对美国的经济、政治、教育做出过重要
贡献。”

未来属于年轻一代

一般而言，美国孩
子 富 有 冒 险 和 独 立 精
神，这是中国孩子比较
缺乏的；而中国孩子注
重家庭，有责任心，这
又是美国孩子所不具备
的。成长在美国中的华
二代、华三代兼具中西
文化双重特质。董继玲
指出，“中美之间互相的
文 明 输 送 是 很 重 要 的 ，
年轻一代的语言文化优
势都非常明显，有无限
的发展潜力，他们只是

需要一个平台、机会。”
美国华商会会长邓龙也表

示：“华二代、华三代们在美国
受到了中西文化的良好教育，
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前途都是不
可估量的。”

董继玲表示：“我一直在致
力于推动华裔年轻人走进美国
政坛，这对于两国之间更高层
次的交流是很有必要的。对华
人而言，在政坛中的挑战在于

沟通交流。一般来讲，华人比较好面
子。在美国做事情不要怕做错，做错了
敢于承认错误就可以了，从政就应该勇
于尝试。”

“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不仅仅影响我
们这一代，也能影响下一代，我们的合
作是美好未来的开始。”菲利兹说。

马来恳亲团赴“妈祖故里”进香

据中新社湄洲岛电 （林群华、陈丹妮） 马来西亚
马六甲兴安会馆暨兴安天后宫恳亲团一行 70 人，12 日
在拿督斯里吴金华的率领下，来到“妈祖故里”福建莆
田湄洲岛妈祖祖庙朝圣进香并参观交流。

湄洲妈祖祖庙副董事长吴国春接待了恳亲团一行并
互赠纪念品，希望双方加强妈祖文化交流与合作。

图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兴安会馆向湄洲妈祖祖庙敬赠
牌匾。 林群华摄

东盟华裔少年感知中华文化

据中新社南宁电（记者林浩） 11 月 12 日，“2015 中
文学习乐园——金辉广西侨校营”在南宁闭营，60名来自
泰国、越南、印尼的华裔青少年，在仪式上展示了一个多
月来的学习成果，他们有的身着汉服，朗诵了古诗词《明
月几时有》，有的跳起了苗族舞蹈《一抹红》，还有的弹起
了古筝，沉浸其中。

“这一个月来，我学会了吹葫芦丝、打太极剑、做
坭兴陶；懂得了说绕口令、烧中国菜、画中国画；这些
美好的回忆，将成为镶嵌在我人生记忆中的明珠。”来
自泰国的华裔少年郭孝天对记者说。

昆明展出百余幅南侨机工图片

据中新社昆明电（王雪涛、殷勇） 日前，昆明市
博物馆举行“手中的记忆——南侨机工历史图片展”。
在展厅内，前往观展的老人和孩子在展柜前驻足。面对
当年南侨机工的个人物品和历史照片，老人给孩子们讲
解南侨机工的抗战故事，教育他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70 多年前，在陈嘉庚号召下，3191 名华侨机工自
1939年初前后分九批回国，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
投身抗日救国服务工作。此次展览包括南侨机工个人身
份证明、驾驶执照、配用标识、纪念章、私人信函等物
品，展览将持续至12月1日。

当地时间 11月 11日上午，中国海
军 152 舰艇编队指挥员王建勋率 60 余
名官兵在古巴海军副司令弗里亚斯、
中国驻古巴大使张拓等陪同下，前往
位于哈瓦那市的“何塞·马蒂”纪念碑
和独立战争华人纪功碑敬献花圈，表
达敬意，进一步增进了中古两国军
队，特别是两国海军之间的友谊。

中新社记者 代宗锋摄

美华裔反对加州参议院宪法修正案 来源：环球通讯社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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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艺术家康怡的作品 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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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文化交流峰会”现场。 董磊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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