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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州排外事件等看美国改变：玻璃天花板不再隐形
“反政治正确”后时代来临，玻璃天花板不再隐
身，在有些华人生活的地方，直接化成钢板来袭。
美国大环境在悄悄地变化，针对亚裔的排外行为一
次次游大街，这或者不过只是开始罢了。
最近这类歧视，呈现出一些特点，不是因当事人
处于社会底层接触到素质不高的人而遭到侮辱，而
是多发生在亚裔中上阶层身上，尤其是那些正在为
更全面步入主流平台、效力美国社会而积极努力突
破的人身上。
新泽西的歧视亚裔明信片
新泽西的爱迪生(Edison)地区，是华人、印度
裔居民密集的地方。海外出生的移民人数占当地人
口的45%，约四分之一的人是出生于印度的移民。根
据当地英文媒体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最近当
地一些居民从邮箱里收到一份带强烈针对亚裔排外
歧视信息的明信片。起因是，华裔候选人Jerry Shi
和印度裔候选人Falguni Patel竞选爱迪生地区的校
董会委员，这则充满挑衅的竞选广告，拿他们的身
份说事，在他们的头像上面赫然印上大写的“遣返

还是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并担任公职的亚裔。他们也
无法独善其身。
广告正面写有：
“让埃迪森重新伟大！” ("Make Edison Great
Again")
这是川普2016年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伟
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的变体。
“中国人、印度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家园！中文
学校！印度语学校！板球场！实在受够了！”("The
Chinese and Indians are taking over our town! Chinese
school! Indian school! Cricket ﬁelds! Enough is
Enough!")
“我们的镇”（"our town"）充分暴露了把亚裔
当外人的排斥心态。
信封上，充满针对亚裔的生活和文化习惯发起直
接攻击的语言。
“停止占领我们的运动场！”(“Stop taking over
our sports ﬁelds!”)
“抵制学校要(为亚裔的节而)额外放
假！”(“Stop wasting school holidays!”)
“抵制外人！” （"Stop the outsiders!"）
这则违背竞选法的广告，在脸书和推特上引起当
地居民的震惊和议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该
事件。提醒大家关注主流媒体的跟踪报道，不要被
某些立场偏颇以造谣吸引点击率为目标的中文信息
误导。本公号也会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将可靠消息
反馈给读者。
针对ABC的死亡威胁

在本星期二新泽西州爱迪生镇选举的前几天，发到
当地居民邮箱的、攻击两位亚裔学校董事候选人的匿名邮
件。（来源：网络）

（DEPORT）”字样！一个DEPORT，刺辣辣地戳破了
那种觉得自己是合法移民就不会被排外的一厢情愿
心理。Jerry和Falguni不仅仅是合法的亚裔移民，

几天前，在田纳西州工作的ABC医生Eugene Gu，
因为自己的亚裔身份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收到系列
人身威胁，他发出“美国在改变”的感叹。详情请
参考：《31岁华裔精英顾医生因鲜明政见立场遭到
死亡威胁！》

纽约血案8名死者中5名是校友
同去参加同学宴！

北卡华人竞选遭遇排外言论
北卡教堂山地区，华人一代教授顾鸿彬竞选当地
市议员过程中收到这样的杂音。脸书上一个头像是
李将军的人直接对她发出挑战：“移民要来挑战我
们的公职竞选了，这是本地美国人的耻辱！”
该人的面书信息显示他是一位支持川普的时政活
跃分子。
美国正在改变
3K党前领袖戴维德·杜克（David Duke）在8月
份维州白人至上闹出人命后，曾对川普喊话：“我
建议你（川普总统）照照镜子并记住，是美国白人
将你送上总统宝座，而不是左派极端分子。”
这位草寇领袖是在吹牛开玩笑吗？数据说话，《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10月份一篇文
章分析指出，从川普上台以来，尽管各种民调对他
的支持率都有所下降，唯有白人对川普的支持率一
直保持平稳不变。
班农在几周前剑指小布什的讲话中，向基本盘喊
话，指出来未来的战略：全美国的民粹主义者、自
由保守主义者（liberatarians，可以简单理解成温
和右派)、福音派基督徒（基督徒里偏保守的一支，
一般对同性婚姻持否定态度）、和保守派们联合起
来，运动了！运动了！保持团结，我们可以保持统
领国家50-75年！
请睁大眼睛看看，阻挡亚裔上升的最大危机来自
哪种力量。曾经抱怨硅谷亚裔CEO太多了的班农，他
的要统治美国50-75年的“我们”，会向亚裔张开双
臂吗？如果会，那为什么从川普内阁到今年的白宫
实习生中，亚裔比例下降而白人人数比例非常不“
政治正确”地提高？一个国家的主体强势族裔哪怕
只有少部分人的排外情绪抬头，其余即使算不上歧
视而只是偏心一些，带来的社会变化，也足够把我
们亚裔在内的少数族裔送到二等公民的坑里。
那些一直带着事不关己心态，觉得只有自己不
够优秀、自身敏感多疑的人才会遭来歧视的观点，
在文中这些事实和数据面前，还觉得这些打着MAGA
和其变体的各种标语，向合法移民发出粗暴排斥声
音的现象只是偶然的小概率事件吗？作为亚裔，我
们来美国是因为相信这片土地能给各国移民和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不期望来
这里玩抵抗极端种族分子大冒险、重新需要在二十
一世纪搞马丁路德金角色扮演。抵抗白人至上复辟
逆流，唯有保持民权运动的硕果不走向倒退，我们
华人才能在美国真正享受灯塔国的自由之光。在逆
流来袭之时，我们要警惕、要反抗，而不是助纣为
虐。

原文来自「美国华人」公众号 微信
ID: ChineseAmericans

发售在即，旧金山苹果店被劫
损失300余台iPhone X
据 CNET 报道，一伙窃贼从一辆 UPS 卡车上抢走总值超过 37 万美元的
iPhone X。不过歹徒并非入店抢劫，而是在路上劫走了货物。
当地时间 11 月 2 日上午 11 点左右，一辆白色道奇货车中的三名穿着帽
衫的男子抢劫了一辆停在旧金山苹果直营店（Apple Stonetown）外的 UPS 卡
车，这辆卡车正在运送的是 313 部 iPhone X。这批 iPhone X 预估总值超过
37 万美元。目前劫匪仍未被抓获。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 iPhone X 是为该直营店的预购到店自取客户准备
的，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到店自取用户依然可以及时拿到 iPhone X。
相信即使无法追回这批 iPhone X，苹果也会通过技术手段远程锁机，所以
这批 iPhone X 除了拆成零件卖基本没有别的用处。
(来源 boxun.com)

这是一张让全美国人都痛心的照片，在纽约市中心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中有8条鲜活
的生命离开人世，12名受害者受伤，死者当中有5名原本是来纽约庆祝毕业30年纪念日
的校友，照片中被圈出的5位就是这5名死者，当时他们就在现场的公共自行车存取处附
近。（来源：网络）

这5名死者是阿根廷Polytechnic School of Rosario的校友，周三早上
该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默哀一分钟，降半旗，为着纪念在周二的恐怖
袭击案中于纽约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附近受害的校友们。
这5名死者在校期间是好朋友，照片中的8位均是该校1987年该校的毕业生，
他们正在从纽约去往波斯顿的旅行中，受害时他们正在一起，他们中有一位
住在这附近。学校里曾经认识他们的老员工表示非常伤心，曾经一起走过学
校的走廊，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
照片中的其他人十分悲痛，他们的挚友竟在恐怖袭击中受害，就在几天
前他们还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大家同穿一样T恤的照片，其中的4名在昨日恐袭
事件中当场死亡，另外1名死在开往医院的救护车上。
死者身份被确认为Ariel Erlij, Hernan Diego Mendoza, Diego Enrique
Angelini, Alejandro Damian Pagnucco, 以及Hernan Ferruchi。本次旅行
的费用由Erlij支付，Erlij是阿根廷一家钢铁制造商的总经理。5名死者都
有美好的家庭，在社会中有着自己的贡献。
(来源 神州传媒）

在美国东部纽约市的曼哈顿下城，成千上万民众身穿稀奇古怪的，从仙女精灵
到妖魔鬼怪的服饰参与格林威治村万圣节大游行（2017年10月31日）。就在几个小时
前，一名恐怖分子开车撞入附近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至少造成八人丧生，十几人受
伤。参与万圣节庆典的人们说，他们听说了刚刚发生在身边的恐怖攻击事件，但不会
因此退缩，否则恐怖分子就会占上风。（来源：网络）

为您服务，解决问题, 始于1949
Joseph R. Fuschetto

代理
理

司,
保证一
一步到位

周律师 （中文交流）
电子邮箱：jrf@lawbr.com
直拨电话：812.245.6019

 移民绿卡，亲属类移民，  刑事，交通违章，DUI，清除
投资移民，入籍，EB-5，
犯罪记录
O，L-1，H-1B，J-1，F-1，  婚姻家庭法律/人身伤害法律
K-1，601豁免
 商业法，成立公司，买卖公司
电话
电邮：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

）
Web Site: www.indyaat.org

226 South College Ave | PO Box 910
Bloomington, IN 47402
微信号：AttorneyJoeFuschetto
QQ：2180768955
Email: editor@indyAAT.org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