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峰 邮箱：guojihwb@126.com责编：孙少峰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8年6月13日 星期三

华裔不缺席

据美联社报道，在本届中期选举中，
有至少80名祖籍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候选
人将参选议员。在美国 32个州中有 220名
亚太裔候选人正在竞选各级政府职位。对
于仅占全美人口6%的亚太裔来说，如此高
的参选率前所未有。

此次中期选举，从联邦到加州地方
县、市的立法和行政机构，均有华裔候选
人参选，意义非凡。除了联邦众议员赵美
心、加州众议员周本立、加州参议员竞选
人伍国庆，蒙特利公园市副市长陈赞新等
人竞选连任，还有不少华裔民选官员向新
的职务发起挑战，期望更进一步。

最受瞩目的要数加州财长江俊辉向加
州州长发起的挑战了，他获得主流媒体背
书，深入小区造势，获得3000万美元募款
金额。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选战第 157 号
庭华裔法官许文思因无对手，已不战而
胜。加州佛利蒙联合学区委员会主席邵阳
博士参选佛利蒙市第4区的市议员……

华裔参选不分老少，新移民也敢于行
使权利，女性参政更是不甘示弱。这其中代
表性的人物既有27岁、毕业于常春藤大学、

计划角逐宾夕法尼亚州第 6 选区国会众议
员的华人女孩李林笛；也有在政府部门、社
区服务岗位工作多年、竞选旧金山市长的
华人女性李爱晨。

发声更理性

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去世后，市长
补选结果是不少当地华侨华人关注的问
题。无党派“草根华人”李爱晨是一代移
民，她是2017年旧金山反大麻运动的华裔
领导者之一，此次被推举出来发声。

李爱晨跳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策倾
向发表政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自
己参选是要改革贪污腐败，为争取民主政
治而努力。“我们没有钱、没有竞选总
部、也没有电话。”李爱晨说，自己的志
愿者中不少人是华裔长者，她希望唤醒侨
胞投她一票，改变传统的官场生态。

华人在选择支持候选人方面显得更加
理性。尽管加州有华裔候选人参选，但不
少华裔在慎重考虑了候选人政见后，表达
了对共和党籍州长候选人、现任加州众议
员安伦的支持。

据美国 《侨报》 报道，南北加州数百
名华裔助选义工自发筹款为安伦打航飞广
告。此活动发起人、联络人陈春红介绍，
他们支持安伦，因为欣赏他坦率、直言、
仗义的做派，以及与华裔价值观一致的理
念。安伦的 5 点竞选纲要——减税、严治
犯罪、改善教育、改善基建道路、完善加
州饮水项目，简单直接，切中民众普遍关
注的加州现存问题的要点，深得人心。

参政意识强

不少华裔民选官员鼓励华裔民众站出

来投票，因为更多的参与将带来更多的关
注与重视，有利于整个族裔更好的发展。
有迹象表明，年轻人在注册选民、参与政
治、表达政见方面取得了进展。

为鼓励学生行使公民的权利，学校让年
满18岁或今年选举日11月6日以前年满18
岁的学生，在学校进行选民登记。不少华裔学
生也积极在学校办理登记，参与选举投票。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就有
华裔青少年作为志愿者参加投票站的服务
工作，宣传鼓励华裔注册选民，参与投
票。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加强的华裔，如今
全力支持孩子们参与助选，期望能有更多
关注、支持华裔群体的竞选人获胜。

在加州橙县检察院检察长托尼·瑞考
卡斯竞选连任的助选团队中，杨莎娜、陈
立辉、宣华德、何瑞安等几名华裔少年已
经对助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陈立辉在接受美国 《侨报》 采访时表
示，通过不断听取拜访者发表政见，了解
到美国社会很多东西，“我现在基本都能
一下判断出开门者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
人了。”有的孩子不只参加了一个助选组
织，已经有一定能力分析竞选者的政治纲
领是否有足够吸引力。对于孩子们的表
现，家长表示很吃惊，感觉孩子们比自己

都更了解美国政治了。
参与竞选算是参与美国政治生活最直

接的方式了。长期以来，美国华裔政界人
士致力于培养年轻政治力量。

有媒体报道称，不管李林笛成功与
否，对华人年轻一代很有象征意义。华人
年轻一代接受高等教育后，极少有人会像
李林笛这样主动高调地选择从政。华人新
一代移民，尤其是中国大陆出生的新一代
移民，无论政见如何，只要出现更多像李
林笛这样的年轻人，华人参政前景就会越
来越乐观。

从 2016 年美国大选到 2018 年中期选
举，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开始走向政坛，
华裔新生代参政议政，行使公民权利的意
愿正在加强。在投票选择和政见表达上，
虽然不难看出华人群体存在分歧，但有分
析指出，他们的选择是自身理性思考的折
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盲从。

中期选举的结果有喜有忧，但是从选
举过程中的种种迹象不难看出，华人参政
的力度在增强。如果说2016年的大选是华
人参政意识觉醒的标志，那么这次选举，
觉醒的星星之火正在燎原。

华人参政将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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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加州中期选举初选落下帷幕，华裔参选成绩可圈可
点。作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加州中期选
举备受瞩目。加州华裔财长江俊辉参选加州州长，华裔女婿轲海瑞竞
选副州长，这引得以“政治冷漠”著称的华裔对选情关注的提升。

图为华裔民选官员呼吁华人投票。
来源：《中国侨报》

图为2018年中期选举前，几位华裔少年积极参与橙县检察院检察长托尼·瑞考卡斯
竞选连任的助选工作。 章宁摄 来源：美国《侨报》

“益空间”基金会太原挂牌

近日，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全国首家“益空间”爱
心公益基地在山西省太原市图书馆挂牌，旨在以“图书
馆+公益”的形式，推动创新公益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和
深入开展华侨历史研究，促进海内外文化艺术交流。

此次挂牌“益空间”，开创了“图书馆+公益”
的公益文化新模式。山西省侨联副主席李德增表
示，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
式和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南侨机工档案入“世界记忆”

近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侨机工档案”，
成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工程记忆亚太地区委
员会列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据悉，2018年 5月 28日-6月 1日，在韩国光州召
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工程记忆亚太地区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上，云南省档案局申报团队圆满完成会
议交流、大会陈述、质疑解答等工作。最终经过委员会
集体表决，“南侨机工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
地区名录》。此次“南侨机工档案”入选《世界记忆亚太
地区名录》，填补了云南省在该目录中的空白。

中国侨联调研“海外传播官”

日前，中国侨联一行赴浙江温州、宁波、杭州等地
进行为期三天的调研考察，调研侨资企业发展、基层
侨联组织建设等情况。

在温州，中国侨联一行来到鹿城区海外传播集
约中心。该中心通过“海外传播官”这一崭新载
体，开创了侨联文化传播的新模式。

据悉，“海外传播官”项目先后聘请了100位分
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侨领、学者、华裔青少年、海
外留学生等担任“海外传播官”，将中国声音、中国
故事，通过该中心的全媒体平台和百位“海外传播
官”，传递给世界各地。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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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94 岁的中华古典文化专
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将自
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
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目前，已完成初
期捐赠1857万元人民币。

叶嘉莹是中国古典文学权威学者，
致力于推动中华诗词在全球的传播。

“我希望莲花凋零后，有一颗莲
子留下来。”叶嘉莹曾在讲座中说道，
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和
价值，就应该把这颗美好的种子留给
下一代。

海外经年频作苦，故土一掷万金
轻。华侨华人中的许多人不把一生辛
勤劳作积累的资金用来颐养天年，也
不为儿孙营造金屋银屋，而是把大量
资财捐献出来，守护中华文化。

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在
2016 年捐资 8000 万元人民币支持故
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后，于
2017 年再度出资捐赠《丝路山水地
图》，成为中国文物保护的重要善举。

菲律宾航空公司董事长陈永栽
也是一位中华文化弘扬者。他早在20
世纪80年代就开始支持华文教育，扶
持建立菲律宾东方大学，支持成立华
文教育研究中心，开办菲律宾最大的
华文图书馆，资助华裔学生回乡参加
中华文化夏令营等。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约有6000万
人。在世界各地，从行善募捐到身体力
行，他们成为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支重要力量。

比如，海外的华星艺术团定期排
练二胡、扬琴、古琴等民族乐器演奏和
民族舞蹈；华文文学爱好者经常邀请
中国作家与华人读者及主流社会文学

界畅谈华文文学；武术、中餐、中医药文化展示活动亦在
全球遍地开花。

美国飞龙国际文化传媒集团总裁陈铁梅参与主办
了2017全美旗袍大赛，她希望通过比赛，让世界人民领
略中华艺术旗袍之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

2017年初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通过华侨华人、文化体育名人、
各方面出境人员，依托驻外机构、中资企业和世界各地的
中餐馆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
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法国华侨华
人会主席任俐敏说，中华文化强大，每一位侨胞就会挺
起腰板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广大华侨华人也是中华民
族洒落在世界各地的珍珠，晶莹剔透，照亮自己的同时
照亮他人。 （来源：中新网）

近日，近万名中外民众聚集于东伦敦泰晤士河畔的赛船码头，体验中国龙舟
比赛千帆竞渡的传统文化，共庆端午。这是第23届“伦敦香港龙舟同乐日”，现
场的亚洲小吃摊位前都排起了看不到尽头的长队，一侧舞台上的东西方音乐演出
和中国传统武术表演，让观众纷纷跟着舞动，而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宣传点设置
的中国长城展板更是引来不少围观。

据悉，“伦敦香港龙舟同乐日”由伦敦华埠狮子会举办，并获得香港驻伦敦

经济贸易办事处、炉峰社及伦敦华人社区中心的大力支持。共有 33支来自不同
背景的队伍参与竞赛，包括英国本地华人社区、商界、公共机构及慈善团体，以
及英国龙舟协会的专业龙舟队。

左图为“伦敦香港龙舟同乐日”开幕式。
右图为“伦敦香港龙舟同乐日”比赛现场。

（来源：《欧洲时报》 侯清源摄）

随着中俄两国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融入当地，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在著名的俄
罗斯马林斯基剧院就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女高音。

拥有 200多年历史的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享誉世界，
被看做俄罗斯音乐舞蹈艺术的一张靓丽名片。2017 年，
一张年轻的中国女高音面孔第一次出现在马林斯基剧院
歌剧舞台上，她叫徐铭鸿。

“80后”的徐铭鸿出生在辽宁一个普通家庭。她从小
喜欢音乐。上初中时，她经常把零花钱存下来买磁带，回
家后偷偷地听唱。进入高中，徐铭鸿与父母在报考大学和
人生规划方面发生了分歧。在徐铭鸿的坚持下，父母同意
她尝试走音乐之路。高二那年，徐铭鸿正式开始系统学习
声乐。

2008 年，徐铭鸿顺利考入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努
力加上天赋总会带来惊喜。她最终以毕业论文第一名、
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

2010 年，徐铭鸿获得一个德国声乐大师班的免费邀

请。之后，她便下定决心要到欧洲学习感受西方古典音
乐的魅力。

2012 年，徐铭鸿自费到德国吕贝克音乐学院进修。
在那里，她得到了演唱、表演等方面的专业指点。两年
的学习使其在歌剧演唱上有了飞跃。

2014 年，在俄罗斯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一个大师
班上，徐铭鸿的深情演唱让坐在一旁的俄罗斯功勋歌唱
家拉里萨·卢达科娃深感意外。

拉里萨指出徐铭鸿演唱的一些不足并邀请她到莫斯科
学习。严格的拉里萨要求徐铭鸿通过体育锻炼和运动来增
强背部肌肉、提升气息、增加体重。老师的严格带来的是
徐铭鸿演唱功力的提升。

每一部歌剧都有故事、情感蕴含其中，好的歌剧演唱
能够传达细腻的情绪。徐铭鸿认真研读每部歌剧，为了演
绎好茶花女歌剧选段，她把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书翻看
10多遍，从字里行间细细品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与起伏，
用声音把文学作品“唱出来”。

在德国和俄罗斯的学习极大地提升了徐铭鸿的歌唱
水平。她从 2016年开始参加俄罗斯声乐比赛，并取得不
错成绩。在 2017年 9月举行的第 11届国际青年声乐大赛
中，尽管徐铭鸿没能进入决赛，但是凭借扎实的歌唱实
力获得了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的青睐以及正式工作邀
请，成为这所俄罗斯古老剧院的首位中国歌者。

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徐铭鸿不曾想过能够进
入这样一个殿堂级剧院工作。

马林斯基剧院拥有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徐铭鸿和
所有演员一起上课、交流、演出，带着对歌剧的热爱，
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很快，她就融入这个艺术大家庭。

作为新人，徐铭鸿已经参与马林斯基剧院几部儿童
歌剧的演出。对于未来，她依然抱着学习态度，博采众
长，希望在歌剧演唱领域有所建树。而在俄罗斯老师拉
里萨看来，聪慧、勤奋而且漂亮的徐铭鸿将拥有美好的
未来。

（来源：国际在线）

伦敦华人共庆端午

徐铭鸿：高音唱响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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