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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2013年11月9日，美国28个城市，一万多华人集
会抗议ABC“辱华言论”，要求ABC电视台公开道歉，解雇节
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从此，美国华人开
始了以参政议政、维权护益为主题的新平权运动。

历史上的辱华事件
历史上，华人进入美国的最早时间是在1785年，从那时起

的六十年间，仅有数量很少的华人进入美国。早期的大批华人
移居美国是在19世纪中期，加州淘金热吸引了大批华人移民前
来寻找工作。而因修建美国太平洋铁路， 大批华人“苦力”被
贫困所迫卖身来到美国，他们为建设这世界上第一条跨洲铁路
付出了血汗和生命的代价。到1870年，留在美国的华人人数达
到了64,000人。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华人深受种族歧视。当时
的美国白人认为华人占据了本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以及威胁
到了他们的美国文化。美国国会1882年正式通过《排华法案》
禁止雇用中国劳工和禁止中国移民，并数次增加扩大这一法案
的适用范围，将所有华裔包括在内，每次法案都对华裔作出愈
加严格的限制。这一系列法案将华裔定居者的移民和入籍程序
冻结，并禁止华裔的配偶子女移民到美国。这些排华法案使得
那一段时期从中国移民来美国的人数大大减少。虽然1943年这
些排华法案被废止，但在19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例
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华人移民美国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到
1960年，在美国，仅有10万的移民者来自中国。后来，加利福
尼亚州议会于2009年、美国参议院于2011年、众议院则于2012
年正式向美国华人为历史的排华法案道歉。

近现代，在1952年和1965年，美国移民法解禁之后，大量
中国台湾留学生到美国求学，其中一部分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
而成为移民。1977年中国大陆开始送留学生前往美国，此类移
民在1980年代开始逐步增多。如今，大多数的中国移民们都是
高学历的学生或者投资者。美籍华人的人数至2009年约有380
万人（目前保守估计人数为47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2%，
占亚裔总人口的25%。据统计，美国华人30%出生于美国，70%
出生于美国之外，其中60%来自中国大陆，16%来自中国台
湾，9%来自中国香港，15%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国民权运动，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少数族裔特别是非
裔在反种族歧视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少数族裔得到更多的教
育待遇和社会福利，政治上也有了宏观上的平等，2008年还产
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现在非裔所享有的社会福利
要远好于其他族裔，由于美国政府政策偏向非裔，在许多工作
岗位都必须应聘非裔，同一学历非裔会比白人优先招聘。在大
学录取时，亚裔的SAT成绩必须比非裔高出450分（满分1600
分）才能录取。而同样的成绩下，非裔被医学院录取的机会是
亚裔的三倍。非裔歧视亚裔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比如在1992年
洛杉矶事件中，非裔针对亚裔特别是华裔的打砸抢事件，致使
很多的亚裔资产遭受损失。

美国华人素有勤劳刻苦遵纪守法的传统，可是，华人在
美国之所以被称为“模范”少数民族，是因为我们不像其他族
裔美国人那样轰轰烈烈地为自己族裔争取权益，即使在求学和
职场上受到歧视，也多选择默默地承受。多数华人因所受几千
年孔孟礼仪熏陶，不问政治，认为政府政策是由“肉食者”谋
之，没有意识到美国政治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系统。你的权
益必须靠你自己去争取和维护，你不参与政治，你的基本权益
就会被其他人轻易地夺走。与以前的华人祖辈们比起来，现代
华裔所经历的暴力、凌辱和压迫少了，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所有
族裔应该有的公正、自由和尊重，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辱华、
排华、诬陷华人的各类事件中可见一斑。

近两年辱华事件中，华人积极维权
2013年10月，美国ABC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

（Jimmy Kimmel）在其主持的深夜脱口秀节目中邀请了4位美
国儿童，让他们组成“儿童圆桌会议”，给政府停摆问题支
招。当基梅尔问道“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债务，怎么才能还
上”，一名6岁白人儿童语出惊人，说“要绕到地球另一边去
杀光中国人”。基梅尔听毕哈哈一笑，说：“这是个很有趣的
点子”，并接着问道：“我们应该让中国人活下去吗？”

此段节目一播出，就引起了美国各地华人及华人社区的愤
慨和抗议。迫于压力，几天后，ABC高管和吉米·基梅尔本人
针对节目中出现的言论，向某些华人群体发表了敷衍地口头和
书面道歉。但他们辩称这只是谈笑节目，绝非存心造成任何人
不快。（“我不是有意伤害你们，但如果你们觉得被伤害了，那
真是不好意思了”）吉米·基梅尔并表示，他不会因此辞职。

美国大多数华人认为ABC和吉米·基梅尔的道歉没有诚
意，并在洛杉矶、纽约等ABC机构继续抗议。美国华人在白
宫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调查此辱华事件，很快超过10万人签
名。2013年11月9日，美国28个城市，一万多华人集会抗议
ABC“辱华言论”，各地华人发表演讲，举行示威游行，要求
ABC电视台公开道歉，解雇节目主持人吉米·基梅尔。这是华
人移民美国200多年来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为华人民权的抗
议示威。后来，虽然ABC承诺永久停播“儿童圆桌会议”这
个深夜脱口秀节目，但美国的主流媒体却对华人的抗议不予报
导，吉米·基梅尔本人反因主持“辱华节目”名声大燥，随后
还获得了与ABC电视台的两年续用合约。由此可见，华人的维
权斗争之艰难和任重道远。

经过这次抗议吉米·基梅尔“辱华节目”的过程，虽然美
国华人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所要求的目标，但是这是一起唤醒
美国华人参政议政的重要事件，它使在美华人进一步认识到参
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华人权益的长期性，这需要大
家团结起来，目标一致，共同努力，坚持不懈。自此，各地华
人自发组织起来，相继成立华人自己的维权组织，开始了以参
政议政、维权护益为主题的美国华人新平权运动。

两年来，美国华人经历了多场较大规模的维权活动，除了
抗议ABC电视台吉米·基梅尔的辱华节目之外，其它的全国性
活动主要有2014年7月抗议Fox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鲍勃·贝克尔
（Bob Beckel）公开辱华和种族歧视的言论。鲍勃·贝克尔在
电视节目上讨论谁对美国有威胁时，他说，“中国是对美国国
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他们在这里，他们在等待，他们很有耐

论美国华人新平权运动的兴起

2015年4月26日， 有近5000人的游行队伍横跨纽约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 
为华裔纽约警员梁彼得发出呐喊。据悉，这是纽约历史上，华人第一次举行如
此大规模的游行。图为一位华人带着2岁的儿子来参加游行。（图片来源：人民
日报海外版）

心。你知道我们仅仅做了什么吗？像往常一样，我们让他们
来到这里，我们教一帮中国佬-中国人-怎样使用电脑，他们
回到中国后就骇客侵入我们。”接下来，他还做了一个侮辱
中国的手势来强调他的辱华立场。

针对鲍勃·贝克尔的种族歧视和排外主义言论，初步组
织起来的华人社区迅速行动起来抗议。在美国白宫的请愿网
站上，要求鲍勃·贝克尔道歉并辞职下台的签名人数迅速超
过了10万。各华人维权团体和华人社区，还有加州的华裔参
议员也纷纷发声明要求鲍勃·贝克尔辞职下台。鲍勃·贝克
尔于2015年1月停止在Fox节目中出现。2015年6月Fox新闻宣
布，正式解除与鲍勃·贝克尔的聘约。

为亚裔学生鸣不平
2014年上半年，反对加州SCA-5法案的抗议活动。2014

年2月，加州参议院投票表决由两个拉丁裔和三个犹太
裔加州参议员所提出的参议院宪法修正案第5号（Sen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No. 5，简称SCA-5），获得了多
数通过，并转往加州众议院表决。该SCA-5法案的倡议者认
为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的亚裔学生太
多了，要求限制亚裔入学，提高拉丁裔和非裔在加大系统中
的入学比率。此结果一出，即遭到加州华裔社区的强烈反弹
和抗议。接着在全美华人社区掀起反对加州SCA-5法案的抗
议浪潮，同时也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动了抗议请愿，因为如
果在加州通过了SCA-5，很可能会有其它相类似的州跟进，
从而对美国亚裔学生的大学录取产生极大阻碍。

现实情况是，亚裔学生的入学门槛已经大大高于其他族
裔。美国精英大学亚裔学生的数量1993年为20%左右，此后
不升反降，这是各大学设置的形形色色的对亚裔不利的录取
标准限制的结果。而全美大学本科学生的组成比例，1984年
亚裔为4%，24年后，终于增长至6%。但在此期间，拉丁裔
和非裔学生却增长至15%。同样，亚裔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
（SAT）成绩必须比其它族裔高出许多（例如比非裔学生高
出450分)才能录取。而在同样的成绩下，非裔被医学院录取的
机会是亚裔的三倍，被普通学院录取的机会是亚裔的五倍。

正是由于SCA-5法案会进一步降低亚裔学生的入学率，
因此遭到了亚裔社区的强烈抗议。加州一些众议员和参议员
也纷纷表态反对这一法案，终使这个法案于当年3月退回参
议院审理。其时，在加州参议院中，赞成SCA-5的议员已达
不到2/3多数，该法案被迫搁置。但SCA-5法案的倡议者宣
称将在2016大选中再次推动该法案，因此，与SCA-x的斗争
将是长期的。

两年来，华人参与的与大学入学有关的维权活动还有：
2015年5月，美国64个亚裔团体联合向美国教育部及司

法部提出申诉，状告哈佛大学在录取本科生时，涉嫌歧视亚
裔学生，要求对哈佛展开调查。申诉团体认为，大学的第一
要务是培养高端人才，第二才是追求多元化，大学录取不应
以种族配额照顾个别族裔学生，包括哈佛在内的顶尖学府应
当为所有族裔提供平等教育的机会。7月，美国教育部民权
办公室以联邦最高法院目前正在受理一宗类似的本科入学案
为理由，驳回了对哈佛涉嫌歧视录取亚裔学生的申诉。它所
指的是一宗最高法院将在今年秋季重新受理的费斯尔状告德
州大学案（Fisher vs. University of Texas）。

2015年9月超过一百个亚裔社团和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
敦促最高法院禁止大学录取中的种族歧视。9月10日，代表
117个美国亚裔社团的亚裔美国人教育联盟和亚裔法律基金
会联合向美国最高法院就费斯尔状告德州大学案提交一份非
当事人意见陈述 (Amicus Brief)，希望能够促成最高法院对大
学录取中种族歧视的全面禁止，并敦促改善贫困社区的教育
状况和对贫困孩子不分种族地施行适当照顾。在华人社区的
积极支持和参与下，这次向最高法院递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
的亚裔组织数量远远超过以往。此举向全社会表明：在关系
到种族平等权利的重大要案前，我们亚裔将会积极参与。

在职场发展方面，美国华人社区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今年8月，盛传在美留学的理工科STEM（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专业的国际学生，
原来在为期十二个月的实习许可（OPT）期满后，可以额外
延期十七个月的政策将被取消。在目前美国每年发放的工作
签证（H-1B）数目远少于找到工作的国际学生数目，美国
政府采取抽签决定工作签证归属的情况下，未被抽中的留学
生非常需要OPT延期来保持其在美的合法工作身份，使之能
够参加下一年度的工作签证抽签，取消OPT延期将直接影响
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在这一消息影响下，在美国白宫网站上
发起了一个要求保持OPT延期的请愿，华人社区积极参与，
包括许多已经有了美国工作身份的人士也参加签名，支持这
一请愿活动。很快，网上签名人数就超过了10万人，使白宫
更加关注到OPT延期对广大留学生的重要性，当然，这对美
国公司也非常重要。10月，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出台新
政策，STEM OPT延期更长，以前是17个月，新的政策将给
予24个月OPT延期。

2015年9月，华人社区还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动了为2名
无辜涉间谍案华裔专家申诉签名，要求调查“中国间谍案”
中的华裔科学家是否由于华裔出身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希望
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再现类似错误。此两起近期在美国
接连发生的所谓“中国间谍案”，都因“检方找不到证据或
弄错核心证据”成了闹剧。虽然最终重获清白，但无故被冤
的两名华裔科学家在事业、名誉、家庭等方面已经受到严重
影响。

在涉及华人个人权利的案件上，华人社区也展现了维护
华人权益的能力。2014年11月，纽约皇后区的华裔美国警察
彼得·梁(Peter Liang)首次执勤，在一栋无照明的公寓住宅的
楼梯间里，这名华裔警察的枪支意外走火，子弹射到墙壁经
反弹后射中了下一层楼道中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阿凯·格利
(Akai Gurley)。今年2月彼得·梁因杀人罪名而遭到起诉。加

州的一名华裔美国人在网络发起了反对起诉梁警官的请愿书，
认为在对梁警官的指控中有政治或种族歧视的因素，已经收集到
了逾10万个签名，表达了部分华人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其他积极的行动
对于在美华人面临的安全问题，华人社区也作出了很大努

力。鉴于美国各地出现的华人被杀被抢的事件，很多城市的华
人社区都举办了家居安全讲座。在不禁枪的州，华人社区还举
办了华人合法拥枪讲座，对个人购枪用枪作技术指导，使华人
群体在家庭防护和安全意识上有了显著提高。据初步估计，在
某城区，华人拥枪人数和拥枪数量均为两年前的10倍以上。今
年7月，在德州休斯顿市，有一华人超市连遭两起持枪抢劫。
头一次劫匪未遇抵抗，轻松抢得财物而去。可能这些劫匪认为
华人无武装，好欺负又容易得手，半月后4名劫匪又故技重施
上门来再抢。这一次他们可没想到，店主早有防备给店员配了
枪，正当劫匪打伤收银员实施抢劫时，另一店员果断拔枪还
击，击毙两名劫匪，保卫了店员人身安全和店家财产。

两年来，美国华人最大的进步在于华人参政意识的提高。
以前，华人除了上班赚钱养家生活之外，对美国政治一向是不
闻不问，即使有投票权也不参加投票。可是自从两年前抗议
ABC“辱华言论”以来，美国华人清醒地意识到参政议政对维
护华人权益和尊严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华人参与到参政参选
的活动。美国是一个民主制度国家，很大程度上是靠选民投票
来反映民意，各级官员也要靠民选上台，因此选民手中的选票
就成为大小政客们追逐的目标，在竞选时都会尽量给他们的潜
在票仓群体说好话以期得到选民的支持。从社会学角度看，一
个族裔或群体的投票率越高，得到的重视程度就越高，相应的
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如果一个族群的参政意愿和投票率超
低，人家就根本不会睬你，甚至就当你根本不存在，虽然你每
年上缴了大把的各种税也毫无用处。所以，积极参与政治投票
是参政的重要一环。参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捐款，美国公
民和持有绿卡的居民可以按照美国政府的捐助条款捐款给自己
看好的候选人和政党以支持其竞选活动。

在美国的选举投票中，除了选举民选官员外，还会同时
对需要公决的法案进行表决，这些法案涉及到社会和社区生活
的方方面面，有些法案对华人社区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参与投
票和选对候选人与华人自身利益密切相关，是谋求族群利益最
大化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德州达拉斯（Dallas-TX）北面有
一个华人聚居的城市布兰若市（Plano-TX）是美国目前经济
发展的新星城市，为多个世界著名大公司的美国总部或重要设
施所在地，其中包括有惠普（HP）、丰田（Toyota）、华为
（Huawei）、戴尔（Dell）、杰西潘尼（JCPenney）、必胜客
（Pizza Hut）等大公司。该市有约18万户30万人口，其中亚裔
占约20%（华裔约3万人）。最近，布兰若市的居民面临着一项
关于市政建设的议题，市府在10年规划中要建设4万个公寓单
元，加上其它类型住宅，将使该市住户数猛增25%，这势必对
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的市政设施、交通、学校产生冲击并有可能
引发其它负面问题。这个计划是由现任市长一手促成，未经市
民讨论公决就进入实施。部分该市市民已经注意到市政规划的
不合理性并多次与市府交涉，可惜因该市市长态度强硬，交涉
未有结果。现在市民们正在发动请愿，在planofuture.org征集签
名修改这个计划，呼吁将市府的市政规划交予市民公决。作为
参政议政的第一课，布兰若市的华裔和亚裔居民正与其他族裔
携手，为捍卫美丽家园作出努力。我们可以将布兰若市作为美
国华人参政议政的一个试点，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布兰若市
的居民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市政讨论和决策。

在投票、捐款之外，参与美国政治的更重要一环就是直
接参选，参加从下至上的各级官员/议员的竞选。目前，美国
国会众议院中有3位华裔众议员，但在参议院中还没有华裔的
身影。如果以华裔占美国人口比例估算，华裔在众议院中至少
应该占5个席位，在参议院中也应该有一席之地，所以我们华
裔还要鼓励更多的候选人竞选国会的议席。两年来，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华裔候选人参与了地方、州和联邦机构的竞选，并出
现了很多成功的例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宾州24岁的华裔
女孩李林笛（Lindy Li）宣布参选宾州第七区（Pennsylvania’s 
Seventh District）国会众议员。李林笛的参选鼓舞了美国华人
社区的参政热情，必将取得不同凡响的成果。

行动，从小事做起
美国华人正在组织起来，参与各类社区、学区、地区活

动，并逐步进入全美政治生活领域。参政议政的基础是从小事
做起，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发动、宣传、组织华裔在各种各
样的公众集会、听证会上露脸发声，参加各级助选、慈善义卖
和救灾募捐等活动。支持华人入学、求职、投资、创业，壮大
华人力量。对于与华人社区密切相关的议题，可以在华人圈内
组织讨论，商定方案，并考虑与其他族裔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重要的一步是要走出去，走出华人圈，广交朋友，参与美国社
会，汇入美国社会，贡献美国社会。我们可以在各微信群里对
各种大小事进行讨论，更要到美国主流社交网站去发表我们的
意见，比如，我们要参与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
的时政主题讨论，让美国主流社会听到我们华人的声音。更进
一步，美国华人要有自己的媒体，要有自己的网站、报纸、电
台和电视台。美国华人要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联合亚裔和其
他族裔，坚决反对一切辱华、欺华、排华的言论和行动，让对
华人不友好的人士能够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要付出代
价的，从而使他们不敢随意轻举妄为。

两年前的十一·九行动已吹响美国华人集结的号角，以
参政议政、维权护益为主题的美国华人新平权运动将以其崭新
面貌改变华人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形象，美国华人将以一个团结
的、公正的、勤奋的、有尊严的族裔而生存于美国各族裔之
林，为建设一个和平的、昌盛的、自由的美国社会作出我们族
裔的贡献。

（作者：老余 来源：达拉斯华人联盟DFWCA）

2013年11月7日，大芝加哥地区各华人社团在芝加哥中心（ABC电视台对门）联合举办游行示威活动，以此抗议美国ABC电视
台脱口秀辱华及种族歧视言论。（图片来源：易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