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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警察和少数族裔间的矛盾总是剪不断、理还乱。而在这纷繁复杂的关系
网中，华裔警察宛如一股清流，为美利坚大地注入新的活力。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5日，在全美亚裔维安警员协会年度研讨博览会
的开幕式上，多位华裔高阶警官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新晋警员，只
要努力工作，一心服务小区，就能得到警队、民众的尊重，也能得到应有的晋
升，在更高的平台提供服务。

纽约市警亚裔最高阶警官——市警交通安全局总监、三星警司陈文业指出，近
年来华裔警察人数跃升，在亚裔警官中晋升为领导阶层的比例也显著上升。20年
前，亚裔最高阶警官是已退休的副警司方子源。现如今，不仅有他这位三星警司，
还有女副警司张爱玲，1名督察和4名副督察。而警官与巡官人数也分别从1996年
的1人和10人，升至今天的13人与86人。

华裔警察能有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努力与付出。
据当地媒体报道，为了唤醒民众对家暴的重视、减少家庭冲突，纽约曼哈顿

华埠市警五分局警佐叶家杰将其创意开发的“管区禅修”瑜伽课从分局带到曼哈
顿华埠。叶家杰表示，对于家暴事件，预防最为重要。他希望能通过带领民众做
瑜伽抒发他们的压力，从而减少暴力倾向。“很多研究表明瑜伽可以平静心情、
改善情绪，是减少争吵的好办法。”叶家杰说。

华 裔 警 察 不 仅 能 “ 智
取”，更能“勇为”。上个
月，芝加哥第九分局在华埠
公立图书馆举行 7 月份警民
例会，局长颁发表扬奖状给
任职于 25区区长办事处的赵
杰逊，褒扬他见义勇为、擒
贼有功。

一年前，赵杰逊发起义
警巡逻车队，成立了义务性
的“华埠义警团”。每个周日从晚上9时到午夜12时，他们都会穿着印有“华人
义警”字样的鲜黄色背心，驾车在唐人街一带来回巡逻。这一行动有力地维护了
唐人街小区的治安。6月11日晚，两名非裔青年在唐人街抢劫一名华人女性。义
警团发觉后立即狂追，终于在红线地铁站将两名歹徒抓获，将皮包完好无损地追
回。

华裔警察的奋起，不仅能对华埠安全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能够鼓励华裔二代
担当起华人社区繁荣发展的使命。希望有更多华人加入光荣的警察大家庭。

据《纽约时报》报道，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
区的移民公寓博物馆将在奥查德大街 103 号增开
新馆，通过保护和恢复华裔移民公寓的原貌，填补
现有馆藏对华裔移民个人历史的记录缺失。博物
馆方面预计新馆将于明年夏天首次向公众开放。

穿越时空 感受历史

移民公寓博物馆以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当
地移民公寓的完善保护而闻名遐迩，其前身是下
东区奥查德大街97号公寓。这栋始建于1863年的
建筑，曾为约7000名来自社会底层的移民遮风挡
雨。

为了让民众更全面地了解移民们在不同年代
的工作和生活，2007年该馆在原址之外又投资购
买了位于奥查德大街 103 号的公寓。据该博物馆
官网介绍，新的展馆将根据调查考证，复原当时
公寓里移民家庭住房的真实状态。

该博物馆自20世纪80年代建成至今，一直在
展出德国、意大利、东欧、爱尔兰移民文化和历
史文物。与以往不同，新馆中还将向人们展示的
是华裔等少数族裔移民的日常生活细节，讲述三

个移民家庭的故事。1968年从香港移民至此的艾
莉森·王一家正是其中之一。

她们一家在这栋楼里居住了整整46年。童年
时杂乱拥挤的生活空间和在天井里玩耍的快乐时
光，给她和姐姐王雅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的
母亲曾在服装厂做缝纫工作，博物馆计划在公寓
内重新复原她的工作区域，并设置互动展示，带
领游客“穿越时空”，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历史，
体验早期华人移民的艰辛。

“我惊讶于这段历史备受关注，而现在我竟也
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王雅平感慨不已。但是受
1882-1943 年美国排华时期的影响，这段艰辛的
华人移民历史近期才开始从黑暗中走到聚光灯
下，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中。移民历史博物馆负责
项目与教育的副主席安妮·波兰德表示，华人移民
的故事对于了解下东区和纽约乃至全国的移民历
史都十分重要，“但这段历史十几年来却无人谈
及”。

展示文化 凝聚华族

对于展示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性，暨南大学华
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在美
国多元文化的社会背景下，
华人历史记忆的传承正面临
危机。“展示和保护华人移民
历史有利于增强华族的身份
认同，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华
人而言，缅怀历史，感恩祖辈
的贡献，能让大家更好地凝
聚在一起。同时，这也是展
示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
的绝佳平台。”张应龙说。

这种做法与时代背景密
不可分。随着华人移民为所
在国做出的贡献正受到越来
越公正的评价和肯定，华人

移民的历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加中文化发
展协会会长高如东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加拿大
政府曾向被收取人头税的早期华工移民道歉并赔
偿，这是加拿大华人移民史上的里程碑。因此，
保护和展示华人移民的历史，无论对所在国还是
华侨华人都有着深远意义。”

保护华人移民历史也是对当今华人正当权益
的保护。历史悠久的美国波士顿华埠一度因文化
的流失而导致高端房产不断涌入，原住华裔居民
因为房租大幅上涨而被迫搬迁，甚至老字号餐馆
也接连停业。波士顿华人前进会执行主任洛里德
表示，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对于许多新移民来
说，居住在华埠更有归属感。而与之相对，据当
地媒体报道，芝加哥华埠正因其致力保持华埠传
统，例如以中文为主等，让芝城华埠保有其特殊
魅力，吸引了众多华裔在此定居。

急需保护 刻不容缓

华人移民历史的收集、整理、保护与展示正
在海内外兴起，以多样的形式重现华人移民的历
史。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美国
华人博物馆、新加坡土生华人博物馆等海内外华
侨华人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已有近 50 家。
在法国，华人史学者编著 《法国华人历史百图》，
以中法两种文字记述1702年至今的法国华人移民
史，并配有近百幅珍贵的图片资料。在美国，在
南加华人历史学会等团体的努力下，原库嘉蒙嘉
农场市中国城遗迹“中国屋”被列入全美历史遗
迹保护基金会最濒危遗迹名单，将受到保护。

尽管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多方都在努力发
掘和保护各地华人移民的历史，但现有的博物馆
大多规模小、不系统，民间还有大量相关文物和
文献因战乱或保护不当而丢失、损毁。例如，夏
威夷一家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会馆，原本收藏着
许多记载华人移民史的珍稀文献。会馆负责人虽
是华裔，但受中文水平限制，并不了解其史料价
值。于是，这些文献和无用的纸张一起被付之一
炬，令人大为惋惜。

张应龙在对华人移民历史的考察调研中发现，
诸如此类的遗憾还有很多。“现有的研究和发掘大
多面临着资金和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国家有关
部门尽快设立专项基金和研究项目，资助海内外专
业人才来收集、整理文物文献并进行研究，应该是
保护华人移民历史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据我所知，加拿大目前没有华人移民博物
馆。如果有机会，我非常愿意积极参与保护华人
移民历史的工作。开办一家展示华人移民文化的
博物馆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高如东坚定地说。

保护华人移民史刻不容缓
宦 佳 韩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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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州华人历史将写入教科书

据新华社电 近日美国加州参议会高票通过AB2864
提案，华裔美国人于19世纪末对加州建设做出的重大贡
献，将进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

该提案于 2016 年 6 月 8 日获参议会教育委员会通过
后，近日参议会又高票通过，票数为 34：1。州长签字生
效之后，加州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将增加这一段华裔
在美的历史，使得中小学生更有机会深入了解相关史实。

在参议会通过该提案之后，当地时间 16日，作为投
票支持者的加州参议员门多萨发表了声明。他在声明中
表示很欣慰AB2864法案得以通过。他认为，华裔穿越沙
漠、内华达山区修建州际铁路，对加州建设贡献功不可
没，缔造了一段英雄般的历史。

在欧杭州华侨华人妇联宣传G20

据中新社电 近日，欧洲的杭州华侨华人妇女联合
会成员在英国国会广场、威斯敏斯特桥、泰晤士河河边
等伦敦地标性景点展开了中国杭州G20峰会宣传活动。

当日，会员们拉起了“杭州欢迎您”的中英横幅，
向英国民众以及游客介绍杭州的风土人情。她们还向游
客分发了印有杭州风景名胜的书签、手机壳等纪念品。
给英国友人及世界游客讲杭州故事、合影留念。

欧洲杭州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牟桦表示，作
为杭州人，在海外宣传祖籍国、宣传杭州，是她们义不
容辞的责任。

湖南省外侨办东京走访侨团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日前，湖南省外侨办访问
团抵达东京，走访了日本湖南同乡会、日本湖南总商会。

在座谈会上，湖南省外侨办着重介绍了湖南省长沙
“侨梦苑”建设的新情况，希望旅日侨胞抓好机遇，回湘
共圆创业发展梦。他指出，湖南是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
沃土，在今年 5 月 23 日，中国第九个侨商产业聚集区

“侨梦苑”正式落户长沙，将打造成为华侨华人的创新创
业中心、高端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创新创意产业集聚
区。长沙“侨梦苑”拥有国家级新区、国家两型试验
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区叠加”的优势，希望更
多的海外侨商，特别是湘籍侨胞，投身“侨梦苑”建
设，实现自身价值与梦想。

中国当代水墨展走进悉尼

本报电 据文化部消息，日前，“共生——中国当代
水墨展”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帷幕。新州上议员王
国忠，西悉尼大学中国艺术文化研究所所长乔斯林·齐，
西悉尼大学中国艺术文化研究所研究教授、本展策展人
詹姆斯·阿万尼塔克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参展
华裔画家陈平、宋陵等百余位中澳文化界、艺术界人士
出席了开幕式。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赵立表示，此次展览汇集了
来自中国以及澳大利亚华裔艺术家们的优秀艺术作品，
希望通过当代水墨展向澳大利亚民众展示中国当今社会
的发展现状、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
当代中国及中国文化。

“多资助一名学生，就多一点机会为
家乡培养人才。”70多岁的新加坡华人黄
宏更最近再次回到祖籍地海南文昌为助
学事业忙碌，他亲手创建的“黄居顺奖
学金”至今已让37位高中毕业生受益。

文昌是海南著名侨乡，旅居海外的华
侨华人、港澳台同胞 120 多万人，遍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中国内地高校陆
续完成录取招生，华侨华人作为捐资助学
的一个重要力量又活跃起来。

“自祖父下南洋已近百年”，谈起祖
父与父亲早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打
拼经历，黄宏更不胜感慨。“与多数海南
出洋的早期移民一样，祖父与父亲教育
程度不高，只能从事底层职业，卖咖
啡、卖鸡饭、挖矿……到了晚年深受肺
病折磨。”

“好好读书”成了父辈灌输给黄宏更
最朴素的观念。在家人的扶持下，黄宏
更很快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受过高等教
育，后从事投资行业。2013 年，他拿出
个人积蓄，以曾祖父的名字命名，成立

“黄居顺奖学金”，每年为海南文昌地区
的高考学子捐资数万元人民币。

目前旅居澳大利亚的符应是从海南
文昌走出的“侨一代”。从小在海南岛长
大的他，在中国完成本科学业后，顺利留学澳大利亚，
如今往来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从事进出口贸易。通过
教育走出国门的符应，为了“让贫困学子在人生道路上
有更多的选择”，三年前参与发起“椰苗助学基金”。目
前基金会已接受社会各界捐助超过 300 万元，资助学生
878名。

在文昌，处处可见华侨华人的助学印记。文昌华侨
中学于1956年由旅居东南亚各国的侨胞集资创办。走进
当地的中学校园，可见多处以捐赠侨胞冠名的建筑与设
施，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深深地凝聚着海外乡亲、
港澳台同胞的支持与帮助。

“文昌崇文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扶助教育的过程
中，姓氏宗祠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符雅教育基金会
秘书长符鸿存告诉记者，文昌至今保存着浓厚的宗祠传
统，符雅教育基金会正是依托于符雅公祠建立，25名海
外华侨华人在基金会内担任顾问。

符雅教育基金会的宗旨分为“助”和“奖”。助，指的是
帮助氏族中家境贫困的学子，而奖，则是奖励被大学本科
以上录取的符氏子女。符雅基金会成立于 2003 年，截至
2016年，已筹集善款680万元，惠及1900多名学子。

每年高考结束后，文昌的姓氏宗祠就迎来了忙碌的
时刻，来自海外乡亲、港澳台同胞的捐资纷至沓来。“历
史与未来在宗祠连接，不仅怀念祖先，寄托乡愁，更要
激励子孙后代完成学业，兴族报国。”符鸿存说。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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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暴安良 华裔华裔警察实力获赞警察实力获赞
孙 萌

图为陈文业 （左三）、吴铭恒 （左二） 分
享经验。 图片来源：《世界日报》

图为陈文业 （左三）、吴铭恒 （左二） 分
享经验。 图片来源：《世界日报》

“中华文化大乐园”
走进美国走进美国休斯敦休斯敦

当地时间 8 月 17 日，由中国国务院
侨办主办、云南省侨办承办的“2016 中
华文化大乐园”美国休斯敦营在华夏中
文学校举行闭营仪式。十余名经验丰富
的教师将手工、绘画、书法、中华武
术、民族音乐、华灯、舞蹈等包含云南
特色的课程送到美国华裔青少年家门
口，让孩子们了解、体验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

大图：华
裔孩子表演彝
族舞蹈《跳烟
盒》。

小图：华
裔孩子吹奏葫
芦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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