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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农茶文旅中心落户福州

海丝农茶文旅 （福建） 博览中心项目日前在
福州利嘉国际商业城正式启动。按规划，该中心
将建立一个逾千家企业会员的经营体系，打造真
正意义上的海丝农茶文旅销售跨境电商平台。中
心将通过挖掘各县市的产业资源进行整合，通过
地方特色馆的形式进行集中展示和推广，并吸引
各地名优特企业在福州设营销总部、产品批发和
展示直销中心，形成名优特产品面向全省、辐射
全国的批发、展示、直销及物流集散中心，实现

“南北交流、东西互动”的资源互补和贸易联动。

海外侨领侨胞湖南公祭炎帝

在湘参加“海外侨胞故乡行——走进湖南”
的近150位侨领侨胞3日来到中华始祖炎帝安寝地
湖南株洲炎陵公祭始祖炎帝。这次来湘共同拜谒
炎帝陵的海外侨领侨胞来自美国、加拿大、老
挝、荷兰、法国、日本、新西兰等 40个国家和地
区。他们中既有多年从事海外侨团工作的老一辈
侨领，也有侨商企业家、科教领域新侨代表与热
心海外妇女事业发展的侨界女杰。圣地陵前，四
海同胞祭始祖；神农福地，一脉同心祈昌盛。

扬州侨联开展“侨智乡村行”

日前，扬州市侨联、扬州大学侨联联合开展“侨
智乡村行”活动，组织由10余名侨界专家、教授组成
的团队赴江都区乡村开展技术对口支农行动。

扬州大学统战部副部长范守信表示，要充分发
挥扬州大学丰富的农业科技专家人才资源服务乡
村振兴，同时还要整合扬州乃至全省全国相关资源
为涉农企业做强做大献计出力。江苏侨联党组书
记、主席杨为民表示，要发挥侨联海内外的优势，利
用侨界资金、人才、科技集中的优势，做好侨智与涉
农企业的牵线搭桥工作，服务乡村振兴计划。

湖南纪念“亲情中华”十周年

近日，湖南省侨联“亲情中华·魅力湖南”对外
文化交流十周年总结会议在长沙召开。湖南省侨联

“亲情中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自2008年启动以来，
已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老挝、中国香港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亲情中华”慰问演出61场
次，观众达20余万人次。经历借船出海、规范活动、
常态开展三个阶段，花鼓戏等一大批湖湘精品文化
走向异国他乡，“亲情中华·魅力湖南”已成为湖南
省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品牌。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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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时大参”微信公众号报道，当
地时间10月31日，西班牙中央银行行长埃
尔南德斯·德·科斯在众议院首次亮相，公
开批评了政府即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政
策。央行估计，该举措将使 15万低收入人
士失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是近期西班
牙社会的热议话题，不少华人也十分关
注，并通过 《欧洲时报》 的采访发表了自
己的观点。

《国家报》 报道，科斯表示，“如果是
小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助于公众增
加收入，也会使国家在税收领域收益，但
此次直接上调了 22%，是西班牙从未经历
过的事，这将导致用工成本大幅上涨，可
能会有约 15万低收入人士失业，也会令年
轻人找工作更加困难。”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根本无视西班牙
就业人员生产力的水平，也没有考虑到雇
主的心理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该举
措将导致更大的就业不平等现象。”科斯
说。

《国家报》 10 月 31 日分析，西班牙劳
动力市场目前还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家
庭消费高于收入增长，进出口贸易额下
降，导致大量企业盈利能力止步不前，在
这种状态下，如果雇主为缩减用工成本，
自然会从临时工、小时工和实习合同工身
上下手，会将这部分成本省下，用以支付
正式雇员的薪资及社保金上涨的部分。

一位在马德里经营百货批发公司的华
人商家李先生在接受 《欧洲时报》 记者采
访时表示，除自己和太太外，还有5名雇员
在公司工作，其中2名为半工的南美移民是
临时工。

李先生说：“本公司都是按照法律雇佣
员工，如果最低工资标准上调，那么 2019
年开始后，用工成本将大幅上涨。而目前
公司的经营状态仅是维持，收入不见增
长。我肯定会裁掉这2名南美临时工，省出
来的成本才能补充另外3名正式员工的工资
和社保金增加的部分，否则会越来越亏。
相信多数华商与我有类似想法。”

有律师楼工作的华人文员表示，现在
很多侨胞经营的批发公司业绩平平，难有
提升，不少商家都在苦心维持，他们极为
关注用工成本这个问题，一旦最低工资标
准上调实施，第一动作可能就会在裁员上
入手，毕竟开源不易，节流就势在必行。

事实上，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的议案至今尚未通过，西班
牙著名民意调查机构MetroCopia10月25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社工党的支持率为26.4%，从今年初的第三跃居第一；其
次是人民党的 23.8%；公民党的 20.3%位列第三；“我们能党”
的支持率为 17.1%。不过，在众议院中，社工党及“我们能
党”的议席并未过半数，如果想要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千元议
案，势必要拉拢其他小型党派。

（来源：中国侨网）

逆向歧视 由来已久

据美国 《侨报》 报道，美国波士顿联
邦地方法院10月15日开始审理哈佛大学招
生程序中歧视亚裔美国申请人一案。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由美国保守派
法律策略师爱德华·布鲁姆创办并领导的非
营利组织“大学生公平入学”，2014年状告
哈佛大学在招生中系统性歧视亚裔，以

“种族平衡”政策为由，压低亚裔申请人的
个性评分，把很多成绩优于其他族裔的亚
裔申请者排除在录取范围之外。

作为这种说法的重要佐证，哈佛大学
一份 2013年的内部研究显示，如果录取时
仅考虑学术成绩，新生中亚裔的比例将达
到43%，而非裔只有不到1%。但哈佛10年
来的招生情况显示，亚裔平均只占新生整
体的18.7%，非裔为10.5%。

哈佛招生案引发热烈讨论，不仅关乎
教育公平，更剑指平权法案。美国平权法
案始于上世纪 60年代，意在通过法律形式
对少数族裔、妇女等历史上被排斥的群体
给予关照。但哈佛等大学在招生中以其为
法理依据，引发“逆向歧视”的争议。《华
盛顿邮报》 评论说，此案可能成为围绕平
权行动展开的漫长辩论中的又一里程碑。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指出，相对非裔、拉丁裔等族
裔而言，录取比率较高的亚裔则很少被照
顾。如果亚裔被进一步“细分”，那么亚裔
中的华裔、印度裔、日裔还会更吃亏，这
显然不合理。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陈奕平
认为，平权法案距今已有50余年历史，和其
初衷渐行渐远，严重扭曲了招生公平的原
则，亟需纠正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的做法。

“平权法案对于扶助弱势族裔，是有益
处的。但是不能牺牲标准、过度执行，放
弃公正会妨碍社会进步。”李斧认为，无论
如何，把哈佛的招生录取公诉到法庭上，
都是对平权法案一次很好的检验。

法案存废 引发争议

哈佛在法庭文件中称，一旦消除“平权
法案”对弱势群体的“照顾”，受惠最大的将
是白人学生，白人学生的占比将从现在的
40%增至48%，亚裔将从24%增至27%，而非裔
将从14%降到6%，西裔也将从14%降至9%。

虽然对哈佛故意降低亚裔的个性评分
感到不满，但对涉及案件的审判乃至平权
法案的存废，华人群体内部呈现两种声
音。支持控诉哈佛者称“亚裔美国人也有
美国梦”，反对者态度谨慎，称“华裔不会
做保守派废除平权法案的棋子”。《纽约时
报》 认为，两场立场迥异的声援活动显示
亚裔世代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

“这场官司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不可忽
视。美国学校的录取政策近年来发生改
变，并不是简单针对族裔。而是把录取标
准从单纯偏重考试分数，扩大到各个方
面，尤其是其中潜在的个人领导能力。”李
斧认为，美国名校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培养
未来的领军人才，看重多方面能力和潜
力。亚裔家庭往往偏重考试分数，忽略多
方面社会活动，在主观分数上自然处于不
利地位。

究竟该如何看待平权法案？美国旧金
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顾问蔡文耀认为，
华人要三思而后行：“由黑人抗争来的平权
法也使得其他少数族裔从中获益，在各个
方面受其保护。假如平权法取消，弱势族
裔在经济能力、教育程度都较低的情况

下，上升的渠道和机会将越来越少。我们
华人也需要反思一下，在争取个人利益的
同时，也要维护整个少数族裔的利益，假
如执意打这场仗，将来需要打其他仗时，
曾经并肩的少数族裔可能会拒绝合作。”

呼吁公平 智慧抗争

自10月15日开庭以来，该案获得了近
百亚裔组织以及美国司法部的支持。据美
国 《世界日报》 报道，当地时间 11 月 2 日
双方律师结辩。由于案件复杂，法官需要6
至 8 个月才能判决，最后预计会上诉至最
高法院。

此案是否会撼动平权法案的根基，对
美国国家政策和司法判决产生影响？李斧
指出，美国的司法体系总体来说还是比较
独立。法庭审判不会单纯受社会影响。这
场官司的最终判决，要看庭审证据的法庭
认定。如果认定为族裔比例受控制，那么
很可能对哈佛不利；如果认为是录取标准
范围扩大，也可能对哈佛无害。

近年来，亚裔团体抗议社会不公事件
的呼声渐高，唤起了对在美亚裔群体权利

意识构建的关注。“华人自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正在逐渐改变‘哑裔’的形象，他
们开始去游说，去争取，我们看到亚裔在
觉醒。”陈奕平指出，参政也是一种方
式，亚裔投票率并不高，参政不积极，导
致当选的比率也很低，对权益的维护是不
利的。

既要主动维权、奋力争取，又要谨慎选
择，避免盲目站队，亚裔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美国法律政治学者张军律师在接受本报采
访时表示，美国是法治社会，诉诸法律解决
是正当途径。同时，受到压抑的群体勇于站
到台前发声，主动表达集体诉求，对于培育
该群体的权益意识是有助推作用的。

李斧认为，为了避免不公正待遇，亚
裔须加大自身在社会中的声音和力量。其
中，最重要的是提升社会事务参与度，其
形式包括参政、助选、捐款等。

围绕哈佛招生展开的拉锯战表明，公
平并非唾手可得，华人群体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很硬的仗要打。张军认为，在争取
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亚裔或会发觉自身作
为少数族裔的力量薄弱，故而需要同其他
族裔进行联合，相互扶持，共同发声，以
协作增强发声力度，收获更强回音。

平权法案向何处去？

华人密切关注哈佛招生案
孙少锋 陈 曦 张斐然

侨界关注
自“哈佛歧视亚裔申请人”诉讼案开审以来，华人社区热议

不断。美国亚裔举办多场集会，以公开发声的形式表达群体诉
求，倡议大学招生废除种族考虑。《纽约时报》称，此案是有关
平权法案未来命运的战斗。

图为亚裔抗议者在波士顿抗议哈佛大学的歧视政策。 （资料图片）

11月5日，第四届中国-欧盟文化艺
术节闭幕演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剧院举
行。中国文联率领的中央民族大学歌舞
演员为数百名中外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
绝伦的民族歌舞表演。

图为中央民族大学舞蹈演员在表演。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中国-欧盟文化
艺术节闭幕

在近代中国民族卷烟工业史上，规
模最大、实力最强、最有影响力的企
业，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莫属，它的创
办人是曾被称为“烟草大王”的简氏兄
弟简照南和简玉阶。

19世纪末的中国，内忧外患，民族
工业尚处于初创起步阶段。简氏家族身
处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第一大侨
乡广东，“南洋”华侨的助力是简照
南、简玉阶兄弟创业和发迹的主要依
靠。简照南早年帮助在越南经商的叔父
简铭石打理生意，后经营瓷器，独立在
日本打拼出第一桶金。此后兄弟二人又
将生意做到了泰国，开办了百货公司和
轮船公司。1905年，简氏兄弟在越南华

侨和简氏族人的支持下，于香港成立
“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因发展势头良
好，为英美烟草公司所不容，被迫停
产。所幸，叔父简铭石等华侨施以援
手，很快复业重张，更名为“广东南洋
兄弟烟草公司”，并另创出日后蜚声中
华大地的“双喜”和“飞马”两个香烟
品牌。辛亥革命成功后，海内外中国人
爱国热情的高涨，以“中国人请吸中国
烟”为号召的“南洋”各品牌香烟为国
内民众及东南亚华侨追捧。“南洋”兄
弟也因此意识到“国货”这一概念的强
大号召力。

当时，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
已为人心所向，“南洋”以“振兴国

货，挽回利权”为己任，很快在烟草市
场异军突起，再次招致英美烟草公司的
排挤和打压，但“南洋”在不屈不挠的
抗争中愈挫愈勇。面对日益壮大的“南
洋”，英美烟草公司不得已又想出吞并
的 办 法 ， 于 1914 年 、 1917 年 到 1922
年，至少发动了三次收购“南洋”的进
攻，但最终都被简氏兄弟打退。“南
洋”成为当时唯一可与英美烟草公司抗
衡的中国卷烟企业。

“南洋”最为直白的爱国表达，莫
过于五四运动时期推出的“爱国牌”香
烟，图案是以五色旗构成个心形，上书

“爱国”两字，背面印有：“中国人，中
国金钱，中国实业，中国权利，爱国诸

君请吸香醇精美之爱国香烟。”随烟附
赠的 《三国志》 烟画广告，背面同样印
着：“同胞注意：君用一份国货即为国
家挽回一份外溢之利权；明乎此者，请
吸南洋公司各种国货香烟”。

除了全力打造国货品牌之外，简氏
兄弟支持革命进步力量和回馈社会公益
的爱国义举也可圈可点。他们坚定支持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在“南洋”刚
刚复办、资金并不宽裕之际，仍毫不犹
豫地捐款给孙中山。孙中山就任非常大
总统后，他们又派人参加总统府卫队，
保护孙中山。他们重情家乡建设与发
展，也慷慨赈灾救济民众，举凡各省水
旱之灾，所捐动辄以巨万计，简照南因
而 被 时 人 誉 为 “ 商 界 师 表 、 南 洋 菩
萨”。简氏兄弟深知，“兴学育才”乃国
富民强之根本，因而不仅捐巨款举办或
资助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类学校，而且设
立赴英美留学项目，成为商人自主培养
留学人才的首创之举。

新中国成立后，“南洋”几经调
整、改制，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这
个百年老字号已成为现代化的企业集
团，简氏兄弟所开创的“红双喜”等卷
烟品牌仍行销海内外，国产卷烟品牌也
在中国烟草市场牢牢地占据了绝对优
势。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简照南、简玉阶

兄弟同心做强国货
白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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