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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带着 40多名日本青年来到南京，惊讶地
发现，这里竟然没有一座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
馆。我当即向当地政府官员请求：应该有这样一个地方。”
73岁的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说道。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作为最早呼吁
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海外华侨，林伯耀与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下文简称纪念馆）
的半生渊源说来话长。

这位七旬老者最为人熟知的事迹，是其数十年如一
日地为二战后期被强掳到日本的华人劳工寻求索赔和道
歉而不懈努力。40年来，林伯耀也未停止过对纪念馆和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关注。

据林伯耀回忆，1985年，听到纪念馆正式建成对外
开放的消息时，他激动不已，当年就组织了40多名华侨

青年和100多名日本青年到南京参观。
“我们可能是最早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团体。尽管当

时纪念馆的陈列非常简单，馆藏几乎没有，但大家都很
宽慰，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地方。”林伯耀说。从此，他常
年在日本组织华侨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文物资
料，并把所收集到的都赠送给纪念馆。

2003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的66周年，林伯耀协
同 14 位在日侨胞捐资在南京铸造了一座“和平大钟”，
这座大钟至今仍在纪念馆广场上矗立，成为纪念馆的标
志之一。

如此执着地为战争受难同胞奔走，是因为生于1939
年的林伯耀，一生都深受中日战争的影响。

在讲述自己身世的时候，林伯耀提到，自己的父母
是福建福清人，早年为了谋生来到了日本。尽管自己是

土生土长在日本的“二代移民”，但5岁时的一场经历却
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那天，有一家人正在为阵亡在中国战场上的亲人举
行葬礼，这家主人看到我们走过，就一边喊着‘支那
人’，一边放出大狗来咬我们。后来，我就哭着问母亲，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喊我们？为什么要赶我们走？母亲流
着眼泪告诉我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干的坏事。”

林伯耀说，在青少年时期，他不断被日本人嘲笑和
欺负，这极大地坚定了他钻研中日历史，并一直为在日
本的战后华人劳工奔走努力的决心。“当时就一个感受：
中国弱小，在外的游子也没有底气。”林伯耀说道。

如今，尽管年事已高，林伯耀依然在为战争中受难的
同胞奔走呼吁。“中国强大了，我们就更应该让世界了解这
段历史的真相和日军犯下的罪行。” （据中国新闻网）

可喜现象

海外华人待遇一直是个备受关注的话
题。近日，在洛杉矶多地举行劳工节游行
活动。其中，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服务
业雇员国际工会”在洛杉矶组织了“争取
15元底薪”的鼓乐游行活动。一直以来，
华人家庭护理工是该工会不可忽视的力
量，本次游行中也看到了他们的身影。对
于参加游行的目的，工会成员周珍珠解释
说，希望政府将护士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为即将到来的工会和洛杉矶地方政府签订
新合约做准备。

华人劳工积极参与游行，反映了华人
维权意识普遍提高。近年来，这样维护华
人劳工权益的努力并非少见。

今年 5 月 1 日，全美各地华人参加了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五一大游行”。
华裔市议员汤凯蒂走在前面，各华人劳工
组织召集数百名华裔民众，用中文标语和
中文口号表达维护劳工权益等诉求。

2014 年 8 月 7 日下午，旧金山华人进
步会成员在市政府大楼门前召开新闻发布
会，为努力工作但收入却远低于平均水平
的华裔年轻人发声，呼吁旧金山民众支持
将在11月投票的涨工资提案。

2013 年 6 月，新西兰华人议员声援华
人劳工。他提出，每一个前来新西兰工作的

人都应受到公平的对待，华人劳工也是如
此。他指出，华人劳工为新西兰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应得到相应的权利。

对于参加维权活动的原因，涨工资要求
在劳工中占比最大。现在房租物价飞涨，生
活成本提高，而工资和从前相比并没有太大
变化。在工资与必需开支不匹配的情况下，
华裔劳工就会被迫成为“低收入贫困户”。

其实，在新的历史阶段，华人劳工的
诉求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合法的薪酬上。他
们还追求平等的就业机会、安全的工作环
境和应得的社会福利。对此，美国波特兰
州立大学的教授李斧指出：“就美国而
言，劳工阶层除了加薪外，还有多种诉
求，比如福利待遇、医疗保险、退休基金
等都是其中内容。”

效果显现

多年来，华人劳工付出和回报一直不
成比例，即使在21世纪，情况也不容乐观。
拿劳工中的保姆行业来说，在美国当保姆
得不到劳工法的保护，雇主不负责医疗保
障，不提供假期福利；工作时间长，却没有
加薪；动辄就遭到雇主的呵斥，个人尊严受
到损害，人身自由更是经常受限。在英国，
华人保姆的特性被定义为有弹性（随叫随
到，工时超长）和廉价。在西班牙，华人保姆
同样苦于工作地点的不固定造成的辛劳奔

波，处于缺少职业保护的地位。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社会各国劳工的

维权意识增强，华人劳工的维权意识也相
应地不断增强。为争取自身应得的利益，
华人劳工纷纷加入“劳工权益组织”，团
结在一起维权。此外，李斧还提到，“近
年来华人政治和社会组织成立较多，其中
一部分有关注华人劳工的部门或职能。”
这其中就包括长期替劳工争取权益、早在
1984年就组织餐馆和旅店华人劳工进行罢
工的旧金山华人进步会。

华人劳工维权的斗争取得了多方面的
成果：法定最低工资不断增加，工作时间
趋于固定，建立休假制度，保证退休和社
保基金的覆盖，承担医疗保险等。可以
说，美国相对完备的劳工保护与劳工和整
个社会多年的抗争密切相关。与此同时，
劳工阶层还呼吁反对基于种族、性别、年
龄等多方面的歧视。当然，维权的成果因
地区而异，对于美国而言，这类立法多数
是在各个州完成的，李斧说。

道阻且长

然而，在维权之路上，海外华人劳工
仍面临一定的困境。以美国为例，首先，
华人并不集中就业，企业内专门的华人组
织也不多。华人劳工分布比较分散，不利
于“抱团取暖”。除此之外，华人维权力

量不够庞大。“华人在整个社会的声音还
不够响亮，有时维权呼声不够。相对而言
非裔和拉丁裔的维权呼声更高一些，超过
华裔为主的亚裔。”李斧认为。

随着华人逐渐融入海外各国主流社会
的趋势，让主流社会听到华人劳工的声音
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华裔参政和参与
社会活动越来越频繁，这利于主流社会更
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其中就包括劳工维
权。正如参加游行的华裔劳工所言，仅就
洛杉矶来说，加入到“服务业雇员国际工
会”的华人家庭护理工就有上万人，而他
们形成的影响力越来越重要。对于华人劳
动的维权前景，李斧持乐观态度。他指
出：“美国政府总体来说比较重视劳工维
权，特别是民主党执政时期，因为他们注
重劳工组织带来的选票。”对于劳工维
权，“媒体也同样重视”。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华人劳工维权没
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社会问题。不应把该问
题和其他族裔劳工维权问题、其他社会问
题割裂开看。保护劳工权益是全社会都在
争取的一项事业，在维权时，应注意和其
他族裔团结在一起，加大维权呼声和活动
影响力。在新时期，劳工维权也不能懈
怠。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随着多项移
民政策的提出，华人劳工团体需要参加更
多的活动，以表达不同族裔的移民团体在
美国的权益诉求。

抗击飓风
佛州华人社团伸出援手

“艾尔玛”飓风登陆佛州坦帕后，华人社团积极援
助受灾民众。他们以电邮等社交媒体互相联系通告灾
情，还成立了“大坦帕湾飓风‘艾尔玛’互救互助中
心”，由坦帕湾中文学校董事长余汉华任召集人。互助
中心成立以来，已接到上百通求助电话。

求助的民众中，有一名住在新泽西州的女孩，担
忧在佛州农场打工的母亲无法自行前往避难所，于是
向华人协会求助，经余汉华找到农场雇主沟通，将女
孩母亲送至安全避难所。

来自四川成都外语学院的5名交换学生住在派勒斯
郡沙米洛市一处住宅里，因学习已结束，即将返回中国，
飓风突袭让他们措手不及。于是，华人互助中心人员带
了月饼、烧鸡和水果前去探望5名学生，并说服房东将学
生送到避难所，还负责照顾他们至飓风警报解除。

（据中国新闻网）

关注安全
西班牙华人大规模集会

近日，西班牙马德里千余华侨华人聚集在西班牙
广场，举行“反暴力，要安全”集会，就旅西华侨华
人长期以来面临的安全问题，特别是近期连续发生的
两起恶性案件，集体发声，要求西班牙社会重视并改
善安全环境，反对一切暴力犯罪。

此次集会，除了华人主力之外，更有来自四面八
方的国际友人以及西班牙当地居民支援。多家西班牙
媒体对此次集会进行了报道。此次集会不仅表达了华
人的呼声，西班牙民众也对此给予了支持。

反对暴力，渴望和平是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有人
的共同愿景和责任。此次华人组织的“反暴力，要安全”
集会，正是表达华人同胞反对暴力的决心，向西班牙政
府社会表达对安全生活的诉求，也是华侨华人更加融入
西班牙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中国侨网）

促进交流
华星艺术团吉隆坡揭牌

近日，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许又声为马来西
亚吉隆坡华星艺术团揭牌。马来西亚-中国文化艺术协
会会长古润金等出席揭牌仪式。

许又声在致辞中表示，吉隆坡华星艺术团的成立对
传承、弘扬和交流中华文化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希
望华星艺术团成为本地中华文化生活的骨干，并以此为
纽带，带动其他中华艺术爱好者提升艺术水平。

古润金介绍说，吉隆坡华星艺术团旨在弘扬中华
文化、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同时，华星艺术团成员
将有机会到北京接受培训，也有机会同其它国家的华
星艺术团互访交流。“我们也呼吁并欢迎更多热爱艺术
的人参与本团，一同为中华文化艺术贡献一份力量。”

吉隆坡华星艺术团现拥有舞狮、美术、鼓艺、武
术、相声、剧艺等组别，向马来西亚各界传授中华文
化及艺术知识，彰显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艺术特色。

（据中国新闻网）

据美国侨报网报道，近日，多个劳工

团体工会组织在美国洛杉矶市中心进行鼓

乐游行。不少华人家庭护理工参与游行，

与其他人一同在劳工节 （每年9月的第一

个星期一）当天表达出要求将最低时薪涨

到15美元的诉求。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

华人劳工不再隐忍，抬头挺胸表诉求。

付出回报不成比例 维权意识不断增强

华人劳工抬头挺胸表诉求
孙少峰 安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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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人科学家

制出新型锂电池
聂翠蓉

9月5日至8日，“跨越时空的回响
——纪念150年前美国铁路建设中的华
工”展在北京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
行。展览分为“漂洋过海异域拼搏”

“历尽艰辛竭智尽力”“沉默道钉流传
后世”三个部分，讲述了华人赴美建
设铁路的背景、如何凭借人力与简单
的工具开山凿路攻克困难，以及社会
各界对华工的评价。现场展出 90 余幅
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沿线的新旧照
片，以及中外学者研究铁路华工的著
作，生动再现了华工当年在美国修建
铁路的场景。

图为观众在“跨越时空的回响
——纪念150年前美国铁路建设中的华
工”展上参观。

郭海鹏摄 中新社发

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称，美国华人科学家
团队研制出一款基于水基电解液的新型锂离子
电池，不仅电压首次达到笔记本电脑等家用电
子产品所需的4伏标准，且能完全避免现有商用
锂电池存在的着火和爆炸危险。与该发明相关
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最近出版的 《科学》 和

《焦耳》杂志上。
现有电子产品中，锂离子电池都使用非水

性电解液。工作时，电池电压必须满足 4 伏标
准，而在这个工作电压下水容易分解，所以锂
电池常用有机溶剂作为电解液，但这类电解液
易燃易爆，可能导致电子产品着火爆炸，存在
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马里兰大学王春生团队在 2015 年就研发出
一种水电解液电池，但电压最高只能达到 3伏，
且其电极性能会受水溶液影响而下降。此次，

王春生团队联合美陆军研究实验室许康等科学
家，合作开发出了这款升级版水基锂电池。

研究人员研发出一种新型聚合物凝胶涂
层，因其特殊的排水性，涂在电极上后，水分
子无法靠近电极表面；首次充电后，凝胶分解
形成稳定界面，将电极和电解液隔离，阻止水
分子在工作电压下分解。该技术不仅提高了电
池的储能和充放电性能，还完全规避了有机溶
剂电解质易爆炸的风险。

虽然新电池的工作电压已达到商用水平，
但与现有锂离子电池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比如，新电池的材料成本较高，且只能充
放电 50 次到 100 次，而要想具有商业竞争优
势，充放电周期必须达到500次以上。

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电池背后的电化学处
理方法，对钠离子电池、锂硫电池、锌镁多离
子电池等电池技术，以及电镀和电化学合成等
领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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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日侨领心系抗战受难同胞
申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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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5·1”国际劳动节，各个工会在旧金山联合广场和华埠毗邻的富利广场
组织了大游行集会，提出要求工作的口号。 （来源：美国侨报）

2011年的“5·1”国际劳动节，各个工会在旧金山联合广场和华埠毗邻的富利广场
组织了大游行集会，提出要求工作的口号。 （来源：美国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