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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方式表达诉求

“华人参政最传统的方式就是支持政
党，比如在美国，华人在投票时支持民主
党或者共和党。后来华人开始提出自己的
候选人，推举华裔候选人作为代言人。”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在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表示，
“竞选公职是最引人注目的参政方式，助
选则是多数普通华人的参政选择。我自己
由州众院议长提名，担任过6年俄勒冈州
政府亚太事务委员会委员，后来还当选为
其副主席。”

而现在，海外华人不再满足于数年一
次的投票，他们参与住在国政治的方式呈
现出日益多元化的特征。

近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裔通过参
与诉讼来改变不合理的选举制度。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白人
占 圣 克 拉 拉 市 人 口 的 44.1% ， 亚 裔 占
40.4%，然而这座城市历史上却从未出现
过任何一名亚裔议员，甚至也没有其他少
数族裔的议员。此前曾有一名亚裔候选人
参与了最近至少十次的市议会选举，但是
从未入选。

华裔联合其他亚裔群体向圣克拉拉地
区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并积极参与作证。
功不唐捐，华裔的努力收到成效，取得了
有利的判决结果，迎来变革的契机。在市
选区划分地图中，1 区亚裔人口占比为
51%，超过半数。

还有一些华人青年通过建立公益组织
来培养和增强自身的参政能力。

近日，据美国《侨报》报道，2016年

由4个华裔青年在加州尔湾市成立的“孵
化器”取得巨大成功。这一组织通过传递
政治议题、组织辩论和演讲等多种活动，
给了青年人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据统计
有 1000 多名华裔青年从中受益。“孵化
器”还对华裔青年进行公开演讲、辩论、
面谈等参与政治的基本技能培训。

“如今华裔参与政治的方式呈现出多
元化特征，”陈奕平说，“除了传统的参与
投票、游行示威等，很多海外华人群体开
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组织甚至是政党，培训
和动员华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参与竞选。”

群体参政意识觉醒

参政方式多元化的背后，是华人参政
意识的群体性觉醒。这体现在不仅有越来
越多的华人在政坛发声，更体现在华人开
始带动群体共同提高政治参与度。

战后 70 多年来，美国各级政府、议
会机构涌现出邝友良、陈香梅、骆家辉、
赵美心、孟昭文等一批有代表性的华人政
治精英。他们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很
多人也在为华人权益积极奔走。个体的积
极参政和在政治上的成功离不开华裔群体
的大力支持。

李斧指出，2016年，梁彼得警官案引起
了全美华人的空前关注，得到 40余城华人
声援。此后华人参政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二三十年来，海外华人的参政意
识逐渐觉醒，并且不断提高。”陈奕平
说，“当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之后，他们开
始推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和声音的华裔候
选人。”这要求候选人群具有大量的支持
者。一些活跃的华人，尤其是青年在不断
提升华裔群体的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方面

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孵化器”的成立不仅仅提高了青年

人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能力，更重要的是，
他们通过影响华裔青年，从而影响到了这
些人所在的家庭。被孩子的热情、能力所
感染，许多家长的参政热情也渐渐增强。

为唤起华人参政意识，促进华人高层
次的政治参与，英国华社中的一批华人政
治精英建立起了第一个华人政治性社团
——英国“华人参政计划”，旨在推动华
裔参与到英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中，
这一项目也得到了英国工党和保守党的支
持。社团发展至今，对改善在英华人参政
状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融入当地是最终目标

渴望通过参与当地政治的方式融入主
流社会，是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心声。

“孵化器”创始人之一奥利维尔·马
说：“2016 年大选期间，我发现有些华人
不是很在意政治议题，我们青年一代华人
要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就必须要接触到美
国社会管理的核心，了解美国社会是怎么
运作的。”

两年来，“孵化器”在加州华人聚居
区开枝散叶，成立了数个分支机构。国会
议员候选人辩论会、尔湾市长候选人辩论
会以及众多政界人士的专场演说等活动办

得如火如荼，加州财务长、加州众议员等
这些过去让孩子们景仰的政客和官员，都
成为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活动嘉宾。奥利
维尔的愿望正在变为现实。

《星岛日报》 报道，在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自由党华人青年议会成立典礼
上，华人青年议会主席容思程说，组织成
立的目的在于，给澳大利亚华裔青年提供
参与民主、服务澳大利亚社会和华人小区
的机会。华人青年在踏入社会之后，应该
服务当地社会，回馈社会。

“融入是参政的基础，各种形式的参
与，包括服务社会，都是融入，这些立足
于服务当地社区的活动，能够帮助华人真
正融入美国。”李斧说。

“华人参与住在国政治，最初是作为维
护自身利益的手段。”陈奕平指出，“在当地
社会寻求发展的过程中，面对不公平待遇，
需要借此维护权益、对抗歧视。但是华人
要想在住在国落地生根，长久地发展下去，
就不能只是得到自己族裔的支持。公益活
动、社区服务和经济上的贡献，能够帮助华
人树立良好形象，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真正
成为当地公民的一分子。”

陈奕平进一步分析称，“华人参政还
面临一些障碍。他们仍然有一些人参政意
识不高，而且人口有限，各方面经验和能
力还有待提高。华人在‘中国威胁论’大
行其道的背景下，要融入当地社会，成为
友好交流的桥梁，还需要面对许多压力。”

美启动华人胃癌研究项目

美国纽约大学华裔科学家陈依玲领导的五人小组
将展开为期五年的胃癌预防研究，追踪调查纽约144名
华人胃癌患者，减少华人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研究将把144名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医生
的常规治疗，另一组使用小区健康工作者介入的方
式，对比研究预防胃癌的方法和作用，研究小区健康
工作者对预防胃癌的作用。

陈依玲表示，亚裔在胃癌患者所占的比重较高，
而中国人的比例在全世界也比较高，展开此研究的目
的是帮助华人更好地预防胃癌。

在该项研究中，掌握普通话和广东话的小区健康
工作者将向病人提供预防胃癌的咨询，包括胃癌和幽
门螺旋杆菌的关系以及饮食营养建议等，健康工作者
还将鼓励病人遵循医生的治疗方案，引导患者坚持服
药以便完全消除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

（来源：美国《世界日报》）

希华人开展雅典火灾救援

7 月 23 日希腊雅典附近阿提卡大区东部罕见的山
林大火造成至少88人失去生命，数百人受伤以及房屋
车辆被毁。在巨大的灾难发生之际，希腊华人社区紧
急行动起来展开救援行动。

25日下午，希腊华侨华人总会、希腊华侨华人妇
女会、希腊华人华侨福建联合总会和希腊华侨华人总
商会共同参与在古姆嘟噜广场为灾区民众捐款捐物。
傍晚6时，首批救援物资送到灾区物资集散中心。

26日，专程从北部萨洛尼卡地区赶来的华人志愿者
团队采购了生活急需用品，与另外几位华人志愿者将希
腊百货城捐赠物品于下午3时许送到灾区救援中心。当
日傍晚，第三批和第四批华人救助物资也送达。

据不完全统计，到 7 月 28 日下午，希腊华人社区
捐赠了60多万元人民币救灾物资，10多万元人民币以
及4万多欧元。

（来源：中国侨网）

新地方议会修缮“中国村”

近日，新西兰南岛阿什伯顿地区议会同意继续拨款
修缮当地一座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村”。1917 年，这座

“中国村”是第一批中国移民在新西兰南岛的落脚点。
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村”大约有90名华人居住，一度
发展成为新西兰南岛最热闹的华人聚居区之一。

2013 年，阿什伯顿地区议会获得这片已经被遗弃
的村落的管理权。在与华人产权拥有者的协议中，地
区议会明确承诺将恢复这 2.3公顷土地上的历史原貌，
将其作为历史遗产加以保护，并原地修建一座纪念馆。

目前，地区议会成立了专门的“中国村”修缮工
作组，第一批拨款13万新元用于现场清理、修缮评估
和史料搜集等工作。其中已花费8.5万新元，此次地区
议会同意使用剩余4.5万新元。

（来源：新华网）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邵逸夫是享誉海
内外的华人楷模之一。他数十年致力于香
港影视业发展，打造“东方好莱坞”；他乐善
好施、兴学助教，创立的“邵逸夫奖”被称为

“东方诺贝尔奖”。国家主席习近平评价邵
逸夫先生一生：“热爱国家，关心民祉，慷慨
捐赠，惠及多方。其爱国之情，其为国之志，
人们将铭记在心。”正因如此，他在香港和
内地享有极高的声望。

邵逸夫出生于上海，少时在大哥邵醉
翁的带领下涉足电影行业。1925年，邵氏
兄弟在上海拍摄了中国首部有声电影《白
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到有声的
时代。1928年，邵逸夫远赴南洋协助三哥
邵山客经营电影发行公司。在此期间，他
因购买电影器材第一次走进好莱坞，震惊
之余立下了要建一座“东方好莱坞”的宏
愿。1958年，邵逸夫在香港创立邵氏兄弟
电影公司，其后拍摄了千余部华语电影，

并成功将中国功夫电影带到了西方。他旗
下的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造就了许多
家喻户晓的影视巨星、金牌导演和编剧。

邵逸夫雄霸香港影视业几十年，堪称
“电影大王”，亦始终难舍爱国之情，未忘
报国之志。他于 1973 年创立“香港邵氏
基金会”，对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公
益事业慷慨解囊，数十年间在中国内地捐
资超过了 47 亿港元，建设 6000 余个教育
和医疗项目。2002 年，他还在香港设立

“邵逸夫奖”，表彰杰出科学家，以推动中
国和世界科学事业的进步。

1977年，邵逸夫从伦敦接受爵士勋衔
返港时，成千上万香港市民接机迎候。当
有记者问到邵氏公司制作的影片《表错七
日情》 票房突破千万，赚了多少利润时，
邵逸夫笑着说：“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
了多少给国家才是重要的事，人说赚钱
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

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丈夫贵兼
济，岂独善一身’，这就是我的人生信
条！现在的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
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理患病的人。
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这
样的回答，让在场的民众都感到震撼，也让
大家看到了这位慈善家的眼界和境界。

1986年1月，邵逸夫捐款1亿港元给香
港中文大学，用于兴建“第四书院”（后命名
为“逸夫书院”）。谈到这笔捐款时，他说：

“讲到培育人才，最要紧的就是要快。尤其
是师资，更加刻不容缓，中文大学第四学院
明年春季落成，到时候第一批有 600 个学
生可以入学，你说我有多欢喜呢！”邵逸夫
的这段话，实在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对内地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同样
倾注了热情。1985 年，他向内地捐出第一
笔款项 1 亿港元，帮助内地高等院校兴建
图书馆或科技馆。他坚持认为：“培养师资

尤为重要，一个先生可以教 50 个学生，10
个就可以教 500 个，这样作用就大了。”如
今，内地数十所高等院校建有以其名字命
名的“逸夫教学楼”、“逸夫图书馆”、“逸夫
体育中心”等。

为表彰和铭记邵逸夫对教育、科学事
业的鼎力襄助，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
紫金山天文台将我国所发现的第“2899
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他所捐建
的各个“逸夫楼”，正如他所愿，培养着
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必将为香港和内地
更加美好的明天建功立业。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海外华人参政日益多元化
孙少锋 康 朴 王 晴

澳大利亚《星岛日报》近日报道，新南威尔士州自由
党华人青年议会成立，旨在为当地华裔青年提供更多参与
民主和服务社会的机会。

美国中文网日前报道，在包括华裔群体在内的亚裔团
体努力下，加州圣克拉拉市地区法官近日判决，今年起，
该市将划分成为6个选区，为亚裔进入议会提供了更大的
空间。

美国《侨报》近日报道，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由4
个华裔青年在加州尔湾市成立的“美国华人领袖孵化器”
（下称“孵化器”）如今办得有声有色。

海外华人参政正在焕发新的面貌，呈现出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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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老挝南部的桑片－桑南内水
电站项目的副坝当地时间7月23日晚
发生溃坝，洪水涌入阿速坡省萨南赛
县，13 个村庄共 1.3 万余人受灾，其
中 6 个村庄灾情严重。截至 7 月 29
日，事故造成9人死亡、122人失踪。

连日来，在老挝的各中国商会、中
资公司和在老中国人踊跃捐款捐物。
老挝劳动与社会福利部部长坎平29日
在接受由老挝中国总商会会长孙磊转
交的商会募集的赈灾捐款时表示，中
国在老企业、个人的捐款和赈灾工作
充分表达了在老华侨华人的爱心，表
达了他们对老挝人民的深厚感情。

除了资金和物资捐助，在老中资
企业还为赈灾提供专业技术支援，以
突出的工程能力和科技实力发挥了独
特作用。

中老合资的老挝亚太卫星有限公
司26日即派出应急通信技术团队携物
资前往灾区，除为受灾百姓送去必需
品外，还捐助了一批卫星电视，让灾
区民众了解外部救援和实时救灾情
况，缓解灾民紧张情绪。29日，技术
团队前往受灾最严重地区，与当地合
作通过“老挝一号”卫星网络完成实
时视频传输。

参与中老铁路建设的中国中铁和
中国电建相关单位也积极行动起来。
在老挝北部施工的中铁各局募集捐
款、筹措物资送往老挝南部灾区。

据中国中铁中老铁路指挥部指挥
长黄宏30日介绍，中铁二局隧道救援
设备和人员“早已整装待发”，如果
老挝方面有需要，随时可以赴前线开
展救援和重建。

中国电建项目广布老挝南北。
其南部各单位在灾害发生后快速反应，成为首批进入
灾区开展救援的组织，配合当地政府协调人力、机械、
设备、物资、资金等多种资源，全方位、多角度配合参
与并大力支持抗洪救灾行动。

“这次在老中国公民和华人、中资企业慷慨解
囊、同赴灾区让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中国工商银行万
象分行行长卢健对记者说，“这说明中老合作的根扎得
更深了。”

老挝侨团、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宾告诉记者，
虽然很辛苦，但中国企业和华侨华人的付出得到了老
方的认可。在接受赈灾物资之后，“老挝劳动与社会福
利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和能矿部部长都对中国企业和
华侨华人的善举表示感谢和赞扬，肯定了大家对老挝
社会经济做出的奉献。”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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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华文化大乐园”开营仪式日前在东京神
田女子学园举行，近600名在日华人欢聚一堂。

这次“2018中华文化大乐园——日本东京营”活
动自7月28日持续至8月5日，历时9天。

参加此次活动的12位老师全部来自中国广西壮族
自治区的高校，他们在开营仪式上表演了精彩纷呈的
歌曲、舞蹈和刚劲有力的中国武术，受到现场孩子们
的热烈欢迎。随后，他们将在书法、绘画、民族音
乐、武术、民族舞蹈等方面给同学们授课。

图为来自广西的老师们创作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日本同源中文学校供图 （来源：新华网）

中华文化大乐园
东京开营

图为英国华人参政计划选民登记之旅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