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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已经寄出

“最近比较忙。前几天晚上回家看到
选票已经送到，就赶紧填好寄出，就怕
太忙顾不上忘记了。”美国波特兰州立大
学教授李斧博士所在的俄勒冈州百分之
百地采用邮寄式通讯投票。“选票内容很
多，包括从总统候选人到学区候选人的
各级候选人，还有很多法案，所以认真
填完要花一个多小时。”十几年来，每逢
大选年，这已经成为李斧的一项固定
“任务”。

自己手中的这张选票究竟有没有
用？许多在美华人心中不是没有疑问。
“对于美国总统的选举，我觉得在美

华人历来是关注而不关心。总觉得谁当
总统都一样，对自己的生意或工作生活
影响不大。所以华裔的投票率几乎是所
有族裔中最低的。我就是这样。早些年
被动员去投票，可是感觉自己的选票好
像沧海一粟，没什么作用。而且我自认
是无党派，也就淡然了。”美国中美公共
外交协会创会会长林德宪说出了很多第
一代移民的心声，不过，在身为白领专
业人士的儿子影响下，今年，他还是决
定要投票，“儿子说要投特朗普。我觉得
民主党已经执政多年了，换换也不错。”

如今，越来越多的在美华人开始认
真对待手中的选票。
“我是注册共和党员。自入籍以来，

我每年都会投票。”洛杉矶知名华人律师
郝琦因为职业的关系，身边有很多朋友
会参选。“作为公民，我有责任和义务关
注国家大事；而且，因为有朋友参选，
我也会参加助选、拉票。根据我自己的

观察，华人的参政热情的确提高了很
多。现在主要媒体或艺人一旦有了反华
或辱华言论，华人社会马上就会有抗议
行动。华人的政治意识觉醒度提高了。”

事实上，今年以来，在美华人的参
政热情已经引起了外界关注。无论是年
初华人团体为纽约警官梁彼得声援，还
是近期《纽约时报》编辑在社交媒体上
发起的反歧视华人运动，以及最近费城
华人带枪游行抗议某嘻哈歌手煽动抢劫
华裔的歌曲，华人正在一点点刷新自己
的族裔形象。此次希拉里与特朗普的选
战中，也时不时会看到华裔的身影。聚
集在“特朗普大厦”前为特朗普拉票、
租来飞机在纽约、波士顿等20多个城市
上空飞行，悬挂“华人支持特朗普”标
语……华人的参政热情引人关注。英国
广播公司网站的报道引用分析人士的话
指出，这标志着“华人政治意识的觉
醒”。

谁动了我的奶酪？

在美华人积极参政有一个重要原
因：华人发现，忍气吞声的结果是切身
利益受损。

共和党议员哈德利认为，2014年是
加州华人政治参与的转折点。当年，加
州民主党参议员赫尔南徳兹提出一项提
案，以提升黑人和拉丁裔人群的升学率
为名，打压勤奋的亚裔学子，其后果就
是有可能将加州公立大学内占40%左右
的亚裔学生比例，强行降低到与亚裔在
加州15%的人口比例一致。这引发了重
视教育的华人家长不满。他们认为，这
一提案让成绩优异的华人子女无法通过

实力升学，成了加州政治的牺牲品。
“华人在看到接连出现的‘不参与，

所以不被重视’的情况后，开始觉醒并
有所行动。”李斧说。
“以前华人总是觉得政治这玩意儿很

肮脏，不愿碰，但在美国住久了，有了
切身体会。有一天被人动了奶酪，就知
道为什么要参与其中了。”来美近30年
的电影制作人唐玲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中
文网采访时说，在美国住得越久，就越
能体会到这个国家是通过民意在运转
的，若华人自己既不参与也不捐款，华
人群体很难找到代表自己的声音。

此外，在美华人参政热情高涨显然
与新一代移民以及生于美国、长于美国
的华二代、华三代密切相关。
“孩子的政治热情比我们高，会督促

我填写选票。原来，女儿还在身边的时
候，我都会和她们讨论。”李斧颇有些怀
念那时的时光，“现在都是自我督促啦。”
“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比较有归属

感。我们这些第一代移民出身中国，心
底对中国的关心还是比对美国的多。所以
谁对中国友好，我们就选谁。”林德宪说。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文章则注意到，
在拥有全美第三大亚裔人口的南加州橙
县，从中国大陆刚来美国不久就积极投
身政治活动中的人数正日益增多。报道
引用研究人员的话指出：“新一代来自大
陆的移民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批有
着很大的差别。他们没有政治包袱，且
父母都比较富有，经济上有保障。同
时，越来越多的父母也懂得参与政治的
重要性。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网络也让华
人的参政之路更加便捷。2013年，美国
广播公司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发表辱华言
论后，华人通过网络号召全美华人举行
抗议，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公开道
歉。今年某嘻哈歌手的辱华事件后，华
人在白宫请愿网上发起请愿活动，在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加入请愿的人数超
过10万人。依靠网络，来自中国大陆的
华人新移民还组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
权组织——美国华人平权联合会，与种
族歧视做斗争，维护和增进全美华人的
合法权益。毫无疑问，网络新媒体已成
为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重要平台。

参政之路仍漫漫

“近来美国华人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
的社会政治活动，相对于过去而言是可
喜的进步。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比起非

裔、拉丁裔，尤其是犹太裔，我们还有
很大差距。”李斧说。

今年9月，“首届美国华人大会”在
华盛顿举行。200多名华人在此相聚一
堂，就华人平权、代际沟通、形象转
型、领袖培养等诸多话题进行探讨。但
是，会议召开之前，华人微信圈流行的
一篇文章却曾让人对会议持怀疑态度。
文章指出，会议的嘉宾、与会代表都是
民主党人，所以只能说是民主党大会，
而不能称为华人大会。

美国之音网站在对大会进行报道时
指出，这段插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美
华人的现状：背景多样，立场复杂，难
以达成一致。在团结华人的过程中，政
党立场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路障。
“政党立场不同给华人参政带来不小

的负面影响。近20年前，特拉华州前副
州长吴先标曾经发起华人的‘80-20’活
动，试图把华人选票的80%集中起来对
全社会带来冲击性的政治影响，但是因
为华人响应不够，选民相对少，投票率
也不够高，所以无法相对集中支持政策
有利于华人的候选人。结果华人选票的
影响相互抵消。”李斧说。

华人要参选，困难就更多了。“语言
是一大障碍。竞选过程中有很多辩论，
很多时候需要阐述立场，很多华人还做
不到这一点。而且，很多华人和美国主
流社会还有文化上的隔阂。华人忙于个
人奋斗，很少有精力和兴趣参与竞选。”
郝琦说，“而且，大多数民选官员是没有
薪水的。参选的话，经费就是很大问
题。”

困难虽多，在美华人一直没有放弃
努力。林德宪说：“加州华人参政历史悠
久。早年几位华人民选市长非常留意华
人政治人才和苗子。他们采取‘先过河
的一定要帮助后过河的’的方式，精心
培养。现在加州许多华人占比高的城
市，不少市长议员是华裔。他们几十位
组成了华裔民选官员协会服务社区和同
胞。”
“在美华人参政的道路是漫长的。首

先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投票、捐
款、做义工等都是参与。而且要从青少
年教育开始。华人家长只重视子女功
课、不重视社会参与的状况还很普遍。
其次应该学习非裔和拉丁裔，特别是犹
太裔的多种政治参与。再次要联合其他
族裔和其他派别，形成呼声，减少人数
较少而造成的不利因素。总之只能脚踏
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逐渐进步，这样
才有希望。”李斧说。

在美华人关注大选——

走，投票去！
本报记者 张 红

今年的美国大选无疑是热闹的。身在其中的在美华人如

今也不再仅仅充当“吃瓜群众”的角色。与过去相比，越来

越多的华人开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助选、拉票的队伍。他

们开始感受到自己手中选票沉甸甸的分量。

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你，会去投票吗？

★侨界关注

除了在美多年的华人外，参与扫街拜票的还

有未成年人。她们在拜票前接受培训。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宋代词人李清照有词云：“故
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故乡，
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永远连接
着游子的心。如今，中国和海外
的交流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华
侨华人纷纷回乡寻根谒祖，过程
虽然艰辛，却饱含真情。
“我从哪里来？我的祖辈从哪

里来？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关于寻根的梦想。”美国华裔姑娘
赵文怡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不太流
利的中文说。近日，她刚刚参加
了美国华裔“寻根之父”郑国和
组织的寻根活动，赴广东台山经
历了一段难忘的寻根旅程。

寻根的路上充满了惊喜和感
动。赵文怡一家从祖父一代就迁
往美国，多年来一直未曾返乡。
这是赵文怡第一次回到广东台
山。当寻根团一行来到台山斗山
镇浮石村时，道路旁，山坡上，
稻田里，满眼翠绿的植物让她感
到心旷神怡，宁静祥和的乡村景
象让她连呼“太棒了！”
“人一定要有根，就像一棵树

一样。”郑国和说。这么多年，他
孜孜不倦地促成每一次寻根活
动，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些华裔青
年解决他们的身份困惑。

助力华裔寻根的慈善人还有
徐恭康，他是荷兰籍第六代华
裔。不久前，他发起并组织34名
亲属回到祖籍地福建漳州石美北
门社与亲人团聚，他们都是200年
前徐江滨的后人。

回溯200年前，徐恭康的祖先离乡背井到印尼谋
生，后来徐恭康的祖父母带着儿女移民荷兰发展，
他们一家便在那里定居。

2004年，他第一次回到漳州石美北门社寻根，
为了方便，他把祖籍地的名字“龙溪石美北门社”
印在了T恤衫上。在从鼓浪屿返回厦门本岛的渔船
上，船上的渔夫疑惑地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家乡的
名字‘穿’在身上？”徐恭康十分惊喜地告诉他，这
是自己正在找的祖籍地。之后，他很快找到了自己
的家乡。

秦家骢，宋代词人秦观之后，著有《祖先：一
个家族的千年故事》。他对故乡最早的记忆是5岁时
的夏天。他说，“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
一艘驶过南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在香
港一住就是14年，直到19岁那年，他离开香港到了
美国。
“在我的新居中，疏离感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

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探寻自己的根”，秦家骢
略带伤感地回忆着。

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秦家骢回
到中国开始寻找失散已久的亲属。之后的10年时间
里，他往返于中美之间，不断找寻关于中国的印
记，其间一波三折，直到最后找到了祖先的坟墓，
他的寻根之旅才慢慢走到了终点。

如今，海外华人“寻根热”还在持续下去。尊
宗敬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会世代相传，
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图为新西兰华裔青年到台山寻根。

来源：广东省侨联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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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左三）一行访问南非当地华人主办的康宁养老院，

并赠送“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对联表达对老人们的祝福。

中新社记者 宋方灿摄

国侨办代表团访问南非华人养老院

本报电（姬文丰）近
日，一场令人耳目一新
的打击乐盛会在北京大
学百年纪念讲堂多功能
厅上演。这场名为“追”的
打击乐二重奏由阿姆斯
特丹音乐学院打击乐教

师及硕士导师、中国女孩张悉与卢森堡打击乐演奏家洛
朗?瓦尔尼耶（如图）献上。“追”打击乐二重奏组合于
2007年成立，曾多次参加国际大赛及演奏活动并多次获
奖。据张悉介绍，她和洛朗每年都会回到中国举办两三
场演出，希望能通过独特的演奏方式将古典音乐的优美
传递给更多人。

“侨梦苑”成“侨二代”投创首选

据中新社电 近日，由海内外知名青年侨资企业家
组成的中国侨商会青年委员会考察团一行21人到访长沙
“侨梦苑”，对项目引进、企业合作、资金帮扶、优惠政
策、人才扶持等进行深入考察。
“走进‘侨梦苑’寻找发展机遇，是‘侨二代’的一

门重要‘功课’。”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于晓
说，本次考察团成员大都是“侨二代”，部分成员已在家
族企业中担任重要职务。“侨梦苑”作为海外华侨华人回
国投资创业的绝佳平台，对“侨二代”而言，是不可或
缺的。

华裔青年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开班

本报电 据广东侨网消息，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广
东省侨办、暨南大学承办的“第36期海外华裔青年企业
家中国经济高级研修班”近日在暨南大学开班，来自21
个国家和地区的46名海外华裔青年企业家参加了学习。

开班仪式上，广东省侨办党组书记曾庆荣向同学
们介绍了中国正面临的改革与发展和“十三五规划”
战略。他说，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改
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
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广东也正在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构建开放新格局。

国侨办副主任会见世界台联会参访团

本报电 据国侨办消息，近日，国务院侨办副主
任谭天星在北京会见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参访团一
行。谭天星表示，“世界台联会”致力于联络世界各地
台湾同乡，凝聚力量、互助合作，为推动两岸文化、
经济等各领域交流，增进两岸互信、扩大共识做出了
积极贡献。

谭天星希望代表团成员在住在国多弘扬中华文化
传统文化，同时希望在海外的两岸同胞加强交流。他坦
言：“这是一项大工程，今后我们将努力提供更多平台来
推动。”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总会长吴睦野表示，世界
台湾同乡联谊总会将与其他侨界社团一道，在推动两岸
经贸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多下功夫、多做实
事，共同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而努力。

侨 情 乡 讯

华人音乐家北京奏响打击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