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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采樱桃活动 
麋鹿林华人联谊会将于 5 月 10 日(星期

六) 组织会员去农场采樱桃。 

 

参加活动的会员请在早上 8：30 在

Stone Lake 小学（9673 Lakepoint Dr. 

Elk Grove, CA） 集合, 一起前往农场 

（ 8400 E Handel Rd, Lodi, CA 95240）。  

之后，大家将在 Lodi Lake Park （1101 

W. Turner Rd. Lodi, CA 95242）聚餐。请会

员们自带午餐。  

有意参加活动者请向老年理事孙玛瑞报

名。如果需要搭车,请在报名时注明。如果自

己开车，请告知可提供的空位。 

 

孙玛瑞女士的联络方式是:  

邮件：maruiw2000@gmail.com  

电话:(916)684-0361  
 

 

乐居亚太春节活动 
 

乐居基金将于5月10日（11:00 am – 

5:00 pm）举行乐居亚太春节活动。欢迎会员

们前往参加。 

 

活动地址： Main Street, Locke, CA 

 

活动具体信息,请浏览组织者网站: 

http://www.lockeca.com/Asianpacific2014

.pdf 

 

 

 

 

 

Pacific Rim 
 

5 月 18 日, Pacific Rim Street Festival 将于

10:00 am – 5:00 pm 在 Old Sacramento & Downtown 

Plaza 举行。欢迎会员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表演和前往

观看。 

 
经联谊会理事会讨论通过， 热烈欢迎王逸群、劳

瑶文入会。 

 

 

信息分享  
 

麋鹿林青年乐团成立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该

乐队专门接收 6 至 20 岁，擅长管乐、弦乐和钢管乐器

的乐队成员，参加各种乐团演出活动。 

 

感兴趣参加者，请联系乐队指挥陈仁民， 或

参见乐队网站: www.egyo.org.  
  

本信息由会员黄竟天提供 

mailto:maruiw2000@gmail.com
http://www.lockeca.com/Asianpacific2014.pdf
http://www.lockeca.com/Asianpacific2014.pdf
http://www.egyo.org/


 

Newsletter 2                           

 

SCA 5 提案最新进展 
 

作者：黄长志 

这些天关于加州 SCA5 提案在

联谊会中掀起热议。我借联谊会通讯

一角，向大家报告最新进展。 

一. 亚太公共事务联盟（APAPA）
的 Town Hall Meeting 

亚太公共事务联盟（APAPA）是无党

派的非营利组织。这次，它为 SCA5

提案举办了两次公开辩论会（Town 

Hall Meeting），让对 SC5 提案不同

意见的双方各抒己见，摆出理由，还

给听众提问的机会，让大家对这个

SC5 提案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两次公开辩论会分别在硅谷的

Cupertino（3/2/2014）和州府

Sacramento（3/10/2014）举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会陈舒﹑

黄苹及非会员张晓菲专程开车去参加

在硅谷 Cupertino（3/2/2014）的辩

论会，并录影回来，使我们更好地扬

长避短准备在 Sacramento

（3/10/2014）的辩论会。 

本着联谊会章程融入美国主流

社会、维护华人权益的宗旨。理事会

的特别会议决定投入抗议 SCA5的活

动中去。在 Sacramento

（3/10/2014）辩论会前，联谊会大

部分理事及许多会员带上自己的孩

子，在 Sacramento 会场外与其它团

体举行了和平示威。 

辩论会前民众早早就来到辩论

会前面的停车场聚集，高喊反对 SCA5 的口号，热情高涨，令人感动。会场外抗议 SCA5 的人群大

约有两三百人，围成方阵，打着标语，喊着口号。会场内也有两三百人，挤得满满当当，过道上

都站满了人。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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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sinovision.net/?id=18687&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听完这场辩论会，谈谈我的感受： 

民主党人士大都反对社会的两极化，强调政府控制，体谅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个 SCA5提

案从某些方面体现了民主党的理念，就是要帮助那些个落伍的‘族群’。但是如果搞过头了，这

样的政策就成了‘平均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锅饭’了。 

共和党更加强调‘自然规律’，也就是适者生存，在教育中也是如此。高等教育就是要择

优录取，如果玩‘种族’牌，就是要拔苗助长，不但对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不公平，还会影响到优

秀大学的质量。 

在加州 UC大学入学的选拔中，已经有了 14个标准，其中包括了学生的生活经历，学校的

位置和学生的住址，以及影响学生的学习机会的状况。这些都是为那些个社会经济条件差的学生

设置考虑的，一般来说也就是非裔、拉丁裔等少数民族。 

众所周知，那些个单亲家庭的子女，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已经明显要比一般家庭子女、

亚裔和白人学生更加容易进入优秀大学。采用“平权入学许可”标准的公立大学，实际运作上是

使用两套接受入学的审核标准。一套是采用较低门槛的审核标准，给非裔拉丁裔的申请入学的高

中生，而对其他族裔或肤色的高中申请学生就采取另一套正常标准，在大学招生人数有限的前提

下，人为划分给少数族裔学生的名额就硬生生地从其他招生名额中夺过来。这种做法被称之为

“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在“平权运动”高唱的 1960 年代到 1990年代，白人

学生入大学人数大减，名额分给了非洲裔、拉丁裔的弱势高中生，连亚裔(包括华裔)也搭顺风

车，沾了光。如今亚裔学生也将成为“受害者”。 

加州在 1996 年公投禁止采用平权措施，废除人工式地助长少数族裔就学就业机会的平权

政策。现在加州拉丁裔州参议员提案(SCA5)要重新恢复采用平权措施作为州公立大学系统的入学

审核标准，以提高少数族裔的入学比例，符合加州少数族裔人口比例。影响最严重的是靠教育改

变移民环境的亚裔学生，亚裔学生的入学比例就由目前的 36%，降为 14%。这对亚裔当然极为不

利。 

直接了当说，华裔是少数族裔，在其他领域的平权措施，包括公立机构就业、公共资源分

配考量少数族裔权益，华裔受到不同程度的平权法案保护；但大学就学方面，由於华裔学子学业

表现出众，实施平权、考量族裔背景後，反使华裔丧失优势，优秀大学可能难再保持华裔学生惊

人的高比率。SCA5 想改变现状，“压制”华裔学生优势，相对保障拉丁裔、非裔等其他族裔学生

入学，只是法案未明说而已。 

这个 SCA 5 实质就是按种族给教育权的配额。是教育界的排华法案。要知道，当年华工修

铁路干得又快又好，被主体族裔眼红。推出排华案。压迫华裔生存权。现在华人后代读书努力成

绩好，被拉丁裔族眼红。推出教育排华案。按种族比例打压华裔教育权。 

历史惊人的重复。还有点脑袋的中国人，不想自己后代按 15%配额进大学的，就必须为自

己的利益抗争。 

http://video.sinovision.net/?id=18687&from=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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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SCA 5的范围只针对特定的范围（一般是亚裔比较擅长的区域），从来不

见公立大学篮球赛场或者田径项目上也对亚裔平权。因此要平权就都平权，不能亚裔擅长就平

权，不擅长就不平权。这本身就是种族歧视。 

在美国这个种族丛林的社会中，对于危害自己利益的事情，就是要争，自己都不争，还指

望谁替你争？但在美国民主体制下，族裔、群体和个人为自己利益争出头，属天经地义。 

当一个族群被欺负，一定要出声抗争，不然欺负欺负就成习惯了，永远就是弱势，再也没

有资源了。为自己利益抗争，是华人唯一出路。 

二.加州 SCA5 提案被退回，华人政治抗争的一次胜利 

3 月 17日下午，州众议会议长裴瑞兹(John Perez)宣布，众议会将不审理该案，提案直接

被退回参议会，意味提案今年不会付诸公投，亚裔社区虽取得“阶段性胜利”，但 SCA5 原提案

人、州参议员赫南德兹(Ed Hernandez)办公室表示，将聚焦在把该案列入 2016 年的公投选票上。

事实上，与赫南德兹同属民主党的裴瑞兹，即将在 19 日卸下议长一职，他赶在卸任前祭出封杀

令，显示他对此议题的重视。他表示：“我们必须确保政策产生最佳的结果，但 SCA5目前版本作

不到这点，也无法在参众两会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参议会与众议会将合组一

个跨议会委员会，检讨加大(UC)、州大(CSU)系统和社区学院的录取方式。参议会议长史坦堡 

(Darrell Steinberg)和众议会议长将在未来几周，挑选委员会成员，由委员会成员讨论，并在全

州范围举行论坛，广泛听取各界声音。 

加州参议会 2014年 1月 30日通过的第 5修宪案（SCA5 提案），带有限制亚裔学生入学比

例的含义，引发了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弹。总是说华人社区一盘散沙，这一次，华人却从来没有这

么团结，不管是新侨老侨，不管是大陆来的，还是香港台湾来的，都发出了共同的吼声。为何？

套用一句俗话，SCA5 动了华人的奶酪，侵犯了华人的核心利益。 

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议题上可以见解不同，甚至南辕北辙，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却是

不含糊，虎妈、虎爸处处可见。华人的孩子们也争气，不仅在 SAT或其他考试中，总是名列各族

裔的前茅，而且在科学、才艺、社工的比拼中也表现杰出。加州大学（UC）十个校园，亚裔学生

比率远超过加州亚裔人口比率。譬如 2013年加大系统亚裔学生达 36%，而全加州亚裔人口仅

13%；尔湾加大亚裔近 50%、洛杉矶加大也达 34.8%，其中多数是华裔。SCA5 如通过，现在华裔

SAT 分数须比一般族裔高四、五百分，才能获同等大学录取，将来有族裔名额分配，想进入大学

更难，公平吗？如今大学招生“潜规则”是，华人要比其他族裔有更高的分数，更好的表现，才

能进入好学校。如果有人还要从中“夺食”，难怪华人要生气了。 

此次抗争，华人虽然绝对人数不多，占人口比例偏低，但却成功地扳回局面，这可以说是

意志与技巧的胜利。假如该提案进入众议会表决通过，并安排 11 月公众投票，按照亚裔人口的比

例和投票率，结局就很难预料。这也是对华人最好的一次美国政治制度教育，华人从中学会如何

利用游戏规则，为自己的权益抗争。 

这次华人团结行动初见成效，但也有很多人身处风暴中心却一直观望。拿我身边的人说，

有的觉得自己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此事与己无关；还有的忙着应付眼前的工作生活，茫然无知。

但这次 SCA5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不能再对政治不闻不问了！就像一句美国谚语说的，

“Better late than never”！自己的权利自己争取，希望这次的胜利对所有华人参政议政都是

个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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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华裔参议员刘云平、刘璇卿及余胤良是民主党，都同意了 SCA5提案，使得这一法案

能顺利过关。华裔团体的反对声使得这三位华人参议员要求参议员 Ed Hernandez 暂缓 SCA5提案

送去众议院。在压力之下，他们开始转变立场。既然他们改变态度了，就不必耿耿于怀了。投赞

成票的不也有其他族裔的吗？支持华裔是符合华裔的永远利益的。如果我们有了人数众多的议

员，政治家，甚至总统，那么再有人想在这里排华就不太容易了，华人也不必再要融入主流，而

自动成为主流的一部分。政治人物有很多实际考量和利益计算，不是简单的什么血缘就自动代表

谁。沉默就会被忽略，自己对政治一贯冷漠，政客也会懒得代表你。所以不论是否在亚裔众多的

选区，还是华人稀少的选区，以后都应该积极投票，every vote does count! 

如今，SCA5 被送回至参议会，是华人的阶段性胜利，但却不是完胜。我们还必须警惕，因

为，3月 25日，加州议会拉丁裔和非裔两派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强烈支持 SCA5提案。声明

称，尽管 SCA5提案现在已经被退回，但加州拉丁裔议员与非裔议员仍要对其表示强烈支持。誓要

将其通过，以保证所有加州人享受机会均等的权利。声明中还提到，SCA5法案之所以被叫停，主

要是因为“一场恶意造谣运动”，而发起这项运动的人是一群极端保守人群，他们意图阻止加州

所有人民享受均等的机会。声明称，他们不会允许这些负面信息来破坏良好的公共政策。自 209

法案实施以来，加州高等学校中非裔、拉丁裔和其他弱势族群的数量出现了极大下降。他们将继

续努力，直至加州所有人都有均等机会来享受高等教育，并获得更光明的未来。 

三. 综合网上所述，防止 SCA5或是 SCA6/SCA7 卷土重来的几点看法  

 

第一，反对 SCA5的对外理由或者说是 Talking Points：  

 

     最高法院的判决是非常重要的一条，也是我们老中不大熟悉的一条，一定要好好利用，也是

最好的“挡箭牌”。US Supreme Court has already struck down overly racial measures by 

universities involved. And Supreme Court also expressed the desire to completely 

graduate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from college admissions in the near future. So 

race in college admission is a “sunset industry” and increasingly Supreme Court 

dead-end. That is also why Governor Brown and Governor Schwarzenegger vetoed the two 

previous similar bills by Senator Hernandez. So the simple question is: why pass 

state legislation that will strike down sooner or later by Supreme Court?  

 

    加州大学录取事实证明，拉丁裔等少数民族在实施 209条款后，在 UC和其他加州高校里人数

比例没有减少，基本保持在 1996之前相同的比例。拉丁裔等少数民族在 UC top campuses的比例

有所下降，这是我们需要承认的，但是在加州大学现有招生框架内是可以弥补的。比如，把录取

采用的“Socio-Economic Status“这个因数在录取份量上加大；或者加州大学 top campus可以

去少数民族较多的学区加大力度进行招生宣传。  

 

    对民主党的说法是：这是一个对民主党来讲 lose-lose的议题。加州民主党两大票仓的亚裔

和拉丁裔如果互相打起来，对民主党的未来有好处吗？拉丁裔已经都投民主党的票了，SCA5不会

给民主党增加新的票源，但是却一定会给减少民主党在亚裔的票源和资金。大家要以民主党听得

懂的语言和民主党讲话。  

 

第二，政治游说加州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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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会第一个小组包括陈舒﹑陈建军﹑张衍达﹑薛良﹑谢建锋于 3月 14 日约见我们这个选

区的民主党加州众议员 Richard Pan。阐述对 SCA5 的反对意见，他也听取了我们的呼声。 

 

    如何确定游说的加州众议员众议员：可参考比如 Cook Political Report 等专业政治评估机

构。选择时不必拘泥于对方是否是华人或亚裔。重点是看亚裔人数和这个选区是否是摇摆选区。

议员的个人经历背景也很重要。  

 

第三，捐款 

 

    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捐款，但必须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目前的捐款，可以捐给共和

党，鼓励他们一下，并出出气，但是那不是长期之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時期里，我们还是要面对

政治现实，那就是，民主党绝对掌握州议会。要把钱投到能够支持我们的民主党议员身上，而不

是投到没有胜算的共和党参选人身上。毕竟，我们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最好得到摆选区议员参选

人的书面承诺，我们才对其捐款和背书 (Endorsement)。 

 

第四，选民注册投票 

 

    美国公民请到时积极投票，一党独大不是长远之计。Affirmative Action 在民主党党纲里，

大家不要存幻想长期投靠民主党，我们要选共和党，两院各多两席就可以制衡民主党了！或者至

少选不靠党后台的温和派的民主党人。降低民主党的 super majority，州众议院和州参议院各只

须换 2人！短期说，在深蓝区，大家更应该注册和选共和党，但要不断监察民选官员，必要时为

该政客捐献些当作 lobbying 的费用。牺牲少少金钱，赢取选民构成的比例，至少在 voter 

demographics profiling 里增加共和党比例，才会一步步向两党均衡的方向迈进。但这个党派的

问题很复杂。关键是要认清选民的基本盘问题，所以我们要算算，对一个选区到底会有多大的选

民影响力。只能是使巧力！ 

 

    因为加州是 Open Primary, 各选区得票前两名出线参加十一月大选，如果亚裔集中投共和

党，可以保证各选区都有共和党出线，这样民主党在大选前就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反之，如果亚

裔继续分散选票，会造成大多数选区前两名都是民主党。民主党会放心大胆地“快速通

过”SCA5。 

 

    六月三日要投票，而且一定要投共和党。加州亚裔能否成为两党争夺的票仓，在此一举。 

 

    如果用下围棋的角度来看加州的政治版图，加州华人民主党的支持者居多，但是这次加州华

人起来反对 SCA5，投票的意愿在提高，对于民主党的失望和对共和党的支持明显在增加，假设加

州有一百万人华人是公民，做的好可以至少有五十万华人选票投向共和党。如果考虑是从过去的

民主党选票转向共和党，一加一减是一百万的区别。对很多华人集中的区域是很可观的 block 

vote。当然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下次选举华人可以成为一支重要的选举力量是可以期待

的。 

 

    加州的华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尤其是我们其实和白人主流是完全一致的，和加州最大的少

数族裔白人联合更多的导向共和党，加州的政治生态就会有个根本性的改变。一旦民主党不是绝

大多数党了，修改的 SCA5 或是 SCA6/SCA7 就都不可能再提出来了，共和党可以很容易在议会里封

杀。这就是我们今天反对 SCA5所应该达到的效果，一个长期的政治稳定的两党政治生态，才是我

们加州华人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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