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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美国总统大选初选仍在继续，两党提名的争
夺战已蔓延到纽约。作为拥有最大亚裔群体的州，华裔
群体的投票牵动着美国政治走向。与往年不同，胶着的
初选态势让华裔选票成为今年两党必争之地，各党候选
人紧锣密鼓“排兵布阵”，谋求华裔的关键一票。

竞选版图上的“热点”

4月19日，美国大选初选在纽约州尘埃落定，希拉里
和特朗普成为这场竞选的赢家。纽约州党内初选的获胜
让七连败的希拉里扬眉吐气了一把，扬言“民主党提名
选举胜利在望。”

然而此前，白热化的胶着局面让希拉里频频与华裔
族群“套近乎”，谋求关键少数的支持。4月18日初选前
夕，希拉里在华裔众议员孟昭文和侨领陪同下到法拉盛
市中心，动员华裔踊跃投票。4月17日，在“美籍华人支
持希拉里”的造势集会中，希拉里携 30多个华裔侨团为
其背书站台。4月12日，前总统克林顿在皇后区法拉盛就
移民改革、可负担教育、同工同酬等议题向华裔宣传政
策主张，声援夫人希拉里。

据美国亚美法律援助处公布的最新数据，20日的初
选结果中，一份针对 513 名华裔选民的出口民调显示，
54%的华裔民主党员支持希拉里，43%则更加青睐桑德
斯。在竞选的政治版图中，华裔群体成为影响未来各党
提名候选人的重要力量。

无 独 有 偶 ，
华裔选民也成为
共和党极力拉拢
的对象。4 月 12
日，纽约州皇后
区共和党部副主
席谢美琳呼吁华
裔选民积极参与
投票，表示“投票的社区是最重要的社区、最有影响力
的社区。我们不但要做公民，还要做选民，而且要做投
票的选民。”

毋庸置疑，华裔群体成为两党眼里的“香饽饽”，华
裔“票仓”成为“关键砝码”。

华裔选票砝码加重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美国华裔人口已达452
万，是亚裔群体中占比最大的族群。以纽约为例，在180
万亚裔纽约客中，华裔群体占比 39%。在纽约居住 31 年
的华裔蔡胡忠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与31年前相比，华
裔群体越来越庞大，华裔选民的权益受到重视，常被动
员参与投票。”

选票背后折射的是华裔群体寻求话语权的意识不断
增强，谋求政治的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的华裔群体参与
投票，反映的是华人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年龄结构与代
际观念的变化。”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曹云华接受
本报采访时表示，“刚刚扎根美国的第一代华裔并没有真
正融入社会，华人参与当地政治需要时间，美国出生的
第三代、第四代华裔在参与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耳濡目
染，对政治具有更浓的兴趣。”

自身实力决定选票分量。华裔群体经历了从苦力到
三“刀”（菜刀、裁缝刀、理发刀），再到三“师”（律
师、医师、专业技师） 的职业变化。筚路蓝缕，如今华
裔群体不再挣扎于社会底层，而是成为影响美国社会的
中坚力量。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5岁以
上的华人群体中，有52.7%的人拥有学士以上学历，在科
学、管理、商业等领域影响广泛。“华人在海外慢慢变得

有地位，有自己的话语权。”在纽约政府部门担任8年公
职的章女士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不断扩容的新移民群体让华裔群体更加活跃。“1978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华裔赴美留学，他们掌握专业技能
并留在美国，受教育程度高，有很强的意愿融入美国主
流社会。”曹云华补充道，“从香港、台湾等地区的新移
民，依托过去不同的政治经历与意识，为美国华裔政治
参与注入新的活力。”

华裔投票路不平坦

一纸选票承担着华裔群体对诉求的期待，也有暂时
得不到回应的无奈，华裔投票之路并不坦荡。

华人社区面临着诸多无奈，“华裔很难进入美国政
治，华裔候选人的出现才能调动选民的积极性。与此同
时，如果华裔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较低也影响投票率。”
蔡胡忠解释华裔选民的心态。“毕竟华裔是少数族裔，任
要职通常还是白人，增加华裔官员会提高华裔选民的积
极性。”担任纽约市政府公职的章女士补充道。

据悉，在 4 月 19 日举行的纽约第 65 区众议员特殊选
举，便迎来牛毓琳和郑永佳两名华裔候选人参与竞选。4月
11日，加州亚凯迪亚市和核桃市迎来三位华裔参选，伊利
诺伊州迎来第一位华裔众议员，也有不少华人担任义工角
色在实际投票过程中互帮互助，让华裔选民真正发声。

上图为在纽约曼哈顿华埠一投票点，工作人员正为
前来投票的选民讲解投票流程。

左图为纽约曼哈顿华埠一投票站，选民正在投票。
阮煜琳 摄 （中新社发）

美总统候选人纷纷“拜票”华埠
华裔选票成为“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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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侨联召开文宣工作会议

本报电 （记者宦佳） 4 月 21 日，全国侨联文化
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侨联主席林军、副
主席康晓萍出席会议。会上，就 2016年侨联文化宣
传工作的重点，林军强调，要深刻认识中国国际话
语权亟待增强，深刻认识对外文化交流大有可为；
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华文教育，
提升文化软实力。

中国侨联副主席康晓萍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侨联文化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她指出，“要创建
宣传品牌，整合有效资源推出公共产品；搭建宣传
阵地，全面布局各类新媒体和线下媒体；建设文化
宣传队伍，实现上下内外多语多媒联动。”

据介绍，2016年是中国侨联成立 60周年。康晓
萍介绍，今年，中国侨联将召开庆祝大会、举行国
庆暨中国侨联成立 60周年招待会、编纂出版 《中国
侨联 60 年画册》、播出“中国侨联成立 60 周年专题
纪录片”、发行纪念币等活动。

四川外侨办赴港澳调研侨情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近日，四川省外事侨
务办副巡视员陈志孔率国外侨务处一行3人赴澳门和
香港进行工作访问，拜访港澳侨界和知名企业，并
调研当地侨情。

出访期间，陈志孔一行就进一步推动四川与港
澳地区开展全面合作与当地社团和知名企业家进行
了深入交流。此次出访，旨在加强四川与港澳地区
的交流联系，邀请港澳知名侨领和企业家参加今年5
月底在川举办的四川省海外交流协会第三届理事大
会暨第四届四川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进一步推
动川港、川澳合作。

山东发挥侨务优势助海外发展

本报电 据人民政协报报道，4 月 19 至 20 日，山
东省政协专题调研组围绕“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推
企业海外发展”在青岛进行调研，调研组针对海外融
资、项目拓展、政府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山东是侨务资源大省，在“走出去”战略中，如何充
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助推全省企业在海外健康发展，对
于山东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
山东省政协将这一课题列为2016年的重点协商计划，将
在调研的基础上于今年7月份召开对口协商会议。

华裔科学家何以频遭“莫须有”？
刘书含

跨境电商是福建自贸试验区
重推的新兴业态，得益于侨乡特有
的“侨”资源作为后续力，呈现蓬勃
生机。以侨商领衔25个国家馆而闻
名的福州海丝商城，就展现了“自
贸区”叠加“海丝”的利好，给侨商
们带来“闽字号”发展机遇。

位于福州片区内的海丝商城，
建馆之初以福州保税港区进口食
品交易市场为前身。自贸区挂牌不
足一年，其营业区面积已达 2 万平
方米，定位也更为明确：与“海丝”
同频共振，打通“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商品贸易通道。

步入海丝商城，一层澳卖客、
泰生活、印卖客等16个进口食品精
品馆琳琅满目，二层为万国国际商
品商城，25 个国家地区馆风情迥
异，引进泰国、斯里兰卡、印尼等

“海丝”沿线国家地区上千种商品。
印卖客店员告诉记者，该店生意火
爆，售价56元的鹰标伤痛膏往往半
天就售罄一个月的囤货。

商城运管方福州保税港区市场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明星表示，海
丝商城已吸引上百家企业入驻，商品
涉及6大洲近40个国家；未来将重点
建设“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品展
示馆，并推进海丝文化走廊、海丝特
色商品综合展示区等多个精品项目
建设，争取今年年底开业。

福建拥有1580万闽籍侨胞，分
布于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以“海
丝”沿线国家居多。林明星表示，做大
跨境电商总量经济，应在吸引侨资侨
智回流上下工夫。“吸引侨商赶赴自
贸区的原因，并非这里是避税天堂。”
澳大利亚侨领徐会春曾断言，自贸区
对投资开放、贸易监管和管理体制的
创新最为侨商看重。

多位受访侨商告诉记者，受益最深的正是与国际惯
例接轨的商事登记制度。“过去侨胞回闽投资，要绕到北
京去；如今自贸区对外商投资的准入限制大为松懈，还
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从事外贸十余年的日本馆馆主江土争告诉记者，福州片
区对一般境外投资项目和设立企业实行备案制，“回乡
开店变得又快又容易。”

商城模式趋于成熟，自贸区红利正产生溢出效应。
万国商品商城副总经理黄小刚透露，万国馆主们正抱团
抢滩周边市场，目前已经在泉州、三明、南平复制开馆，
还即将布局漳州、龙岩和莆田，“同时，侨商们也筹划将
当地名优特产，借海丝之路出口海外。”

贸易监管创新在海丝商城亮点纷呈，其中包括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制度及“随到随检、集中查验”的国检制度。准
备办理一批阿根廷红酒通关的阿根廷籍侨商黄瑞奇，正切
切实实体验到了自贸区的“加速度”。距商城5分钟步行路
程，即是面积1.5万平方米的专用查验场，福州检验检疫局
在此率先实施“集中查检”和台湾农产品“口岸验放、源头管
理”的国检模式；另外，全国首家自贸试验区专属的检验检
疫实验室也落户于此，这成为海丝商城两大配套优势。

黄瑞奇表示，如今通检时间几乎缩短2/3，因此，侨商
们才能免去资金回笼和物资流通的顾虑，去力拓报税展
示交易和跨境电商版图。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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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年会在洛杉矶比佛
利山举行，其间专门就“经济间谍：是间谍还是成见”进
行了主题研讨。华裔科学家郗小星和陈霞芬到场讲述了
他们无辜被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逮捕调查，最终却因证

据不足撤销起诉的经历。讲到动情处，二位科学家不禁
潸然泪下。他们真实的叙述引发了在场听众的共鸣，不
时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他们的支持和安慰。

郗小星是美国天普大学物理系原主任，美国政府指
控他违反保密协议，向中国企业输送敏感超导技术，以
换取“名利双收的职位”。郗小星因此遭到逮捕。但多名
全球著名物理学家此后指出美方调查人员犯下错误，作
证郗小星并未向中国提供任何受限制的技术。4个月后，
美国司法部的联邦检察官撤销了指控，但郗小星教授的
职业生涯和名誉都已受到严重损害，更在精神上饱受折
磨。

无独有偶，陈霞芬也有类似的经历。曾供职于美
国国家气象局的华裔水文学家陈霞芬被指控代表中国
政府利益窃取机密数据，但检方同样在开庭前突然撤
诉。虽然这一指控终被撤销，但美国国家气象局已终
止与她的雇佣合同。根据媒体的报道，陈霞芬现在不
但有律师费债务在身，而且处于失业中。

一年内两起沸沸扬扬的“间谍案”最终均以闹剧
收场，这不禁让人们开始思考：华裔科学家何以频频

“被间谍”？随着中国国力的加强，美国对中国的警惕

也在逐渐加深。尤其在科技领域，在对于机密信息安
全上，美国政府更是表现出了一种“过敏”的态势。
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屡屡怀疑这些华裔“身在曹
营心在汉”，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全感，更
为中美正常交流蒙上了一层阴影。长此以往，也会导
致华裔美籍科学家人人自危，担心与中国企业和机构
正常合作都会遭到怀疑。

美国当然有权对违法者进行法律制裁，但绝不是
以这种“莫须有”的方式。郗小星的律师此前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他是加拿大裔
美国人或者是法国裔美国人，或者他来自英国，他还
会上政府的监控名单吗？”答案显而易见。郗小星并非
第一个无辜陷入“间谍门”的华裔科学家，而如果华
裔再不对美国政府的“过度联想”采取任何行动的
话，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华裔在美国仍然受到许多不公正待遇，但长期以
来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证明，华裔更需要团结
自强，为自己争取平等权利，消除种族偏见。面对无
端猜疑，决不能再让“把华人科学家定性为中国间
谍”形成惯性思维。

图为郗小星教授在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
年会上演讲。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

当 地 时 间 4 月 17
日，第 49 届休斯敦国际
电影节经过为期 10 天的
展映落下帷幕，其首度
开设的“全景中国”单
元，为中国元素闪耀世
界 舞 台 提 供 了 一 个 平
台，共有 19 部中国影片
荣获电影节雷米大奖。主
演了此次获得评委会特
别奖影片《侗族大歌》的
旅美华裔影人、奥斯卡首
位华人评委卢燕（中），获
颁“全景中国”终身成就
奖。

中新社记者
王 欢摄

华人卢燕获休斯敦国际电影节华人卢燕获休斯敦国际电影节
““全景中国全景中国””终身成就奖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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