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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校按族裔招生政策欲卷土重來 遭亞裔唾棄
（本文轉自美國中文網）據報道，去年引起美國
加州華裔大力抗爭的SCA-5提案（限制亞裔生
入學比例），已有“借屎還魂”之態。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將對“費雪訴德州大
學”（Fisher v.University of Texas）案舉行聽證，加
州大學（UC）總校長納波利塔諾與加大十所校
區校長，包括聖塔芭芭拉加大總校長楊祖佑在
內，聯名向最高法院呈交意見書，支持德州大學
實施平權措施招生政策。民主黨籍加州檢察長
賀錦麗（Kamala Harris）也公開背書。另外還有
160個亞太裔組織聲明支持。

然而，不論最高法院怎麼判德州大學的案
子，並不會對加州現行大學招生政策產生立即
影響，因為加州選民在 1996 年通過第 209 號公
投創制提案（California Civil Rights Initiative），
規定大學招生不得考慮種族、膚色因素。當年
209提案通過後，反對團體不斷發動法律訴訟，
一直纏訟到2012年，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才
再度駁回上訴，確認209提案合乎憲法規定。

既然官司打不贏，恢復平權措施就必須重
新通過法律，這就是去年SCA-5提案的由來，但

由於華裔、韓裔等亞裔小區及時發現州議會民
主黨人的算計，發動大規模抗爭，終於讓SCA-5
腰斬。

但這次德州大學的訟案，給了平權措施死
忠支持者另一次機會，利用加大系統官員與部
分亞裔團體發聲，借機發動輿論造勢，很可能正
是為SCA-5改頭換面、卷土重來作暖身行動，華
裔小區必須提高警覺，密切註意未發展，並監督
選區內民意代表對本案的動向。

大多數華人反對平權措施，尤其是為了子
女接受更好高等教育而來美國的第一代移民(微
博)，根本原因在於大學招生，應該根據學生本身
的學業成績、課外活動表現、家庭社經地位等來
抉定。如果不管妳如何努力，卻因為種族和膚色
而不被錄取，這那裏是講求平等公正的美國社
會應有的制度？

加大系統目前亞裔學生遠超過加州人口比
例，如果平權措施恢復，按種族分配名額，亞裔
絕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些支持平權措施的亞
裔民選官員、所謂的亞裔維權團體，要用什麼來
說服亞裔小區，放棄自己用實力爭取來的加大

入學資格？
還 有 一 個

非常吊詭現象，
本次只有加大
系統出頭，但擁
有23所校區、學
生人數比加大
多出數倍的州
大（Cal State）系
統卻默不作聲。
因為州大學生
族裔比例，比較
接近加州人口
族裔比例，且西
語裔占的人數
最多，自然用不
著抗議。但同洋
實施209提案近20年，為什麼加大與州大會有
截然不同結果？這正是那些打著平權旗號者，很
難自圓其說的尷尬之處。

總之，支持加大以種族、膚色作為招生標準

之一的民選官員、亞裔團體，例如“亞美公義促
進中心”（AAAJ）之流，絕不能代表亞裔真正的
心聲。而這些背棄亞裔基本核心利益、罔顧公平
正義的官員和團體，終將被亞裔小區所唾棄。

美華裔少年投訴耶魯等名校美華裔少年投訴耶魯等名校 質疑錄取亞裔生存歧視質疑錄取亞裔生存歧視。。

美國家長對孩子要求“低”不“低”？
（本文轉自網絡）那天姐姐跟我抱怨她兒子：“我
對他的要求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他怎麽還做
不到呢?”我問姐姐：“妳對他都有什麽要求啊?”
她說：“沒什麽啊，就是按時完成作業，每天再加
15 分鐘的課外訓練題，考試不要低於 80 分，語
文、數學、外語不要低於85分，一個星期練三次
鋼琴，奧數班不要落到後10名……”

我趕緊打斷她：“妳這樣要求還低啊，我聽
著都累。”她睜大眼睛看著我：“這些可都是家長
對孩子的最基本要求，我掙紮了很久才做出讓
步的，別的孩子可沒這麽輕松!”

最基本的要求?為什麽就不能是“孩子妳自
己開心就好”，“妳能獨立完成任務就好”，“妳只
要不對我撒謊，犯錯也沒關系”或者是“只要妳
不觸犯法律和道德規範，幹什麽都可以”呢?我
曾看到一位美國媽媽拿著兒子的成績單仔細觀
察後驚喜地大叫：“兒子，妳上次美術課沒及格，
這次及格了耶，真是值得慶祝!”

有人說，美國家長對孩子是放養的態度，其
實他們並不是對孩子沒有要求，只是，他們奉行
的是“低級”要求準則。他們把自己的期望值放
在底線上，只要底線以上的都是驚喜，都是加分
，這樣，父母快樂，孩子也開心，也沒看到哪個孩
子長大後不學無術，落後於社會，倒是很多孩子
越來越優秀，越來越自信，最後前途都很不錯。
瘋吧鬧吧不要緊

第一次見到傑瑞是在公園，我和他媽媽戴
安娜站著聊天。那天湖裏的水漫上了岸堤，我看
4歲的傑瑞在岸邊用腳踩水，覺得很擔心。戴安
娜卻聳聳肩說：“沒事，讓他玩。”突然，傑瑞腳下
一滑，坐在了水裏，我大叫一聲：“天哪!”戴安娜
卻只瞥了一眼，繼續和我聊剛才的話題。

過了一會兒，褲子幾乎全濕的傑瑞爬起來
到草地上和一個六七歲的男孩玩球，玩著玩著
兩人打起來了，那個孩子力氣大，把傑瑞按在了
地上。我想過去把他們拉開，戴安娜卻攔住我說
：“別管他，妳說上次那張CD……”

不一會兒，男孩跑了，傑瑞從地上爬起來，
走過來對戴安娜說：“媽媽，我鼻子流血了。”戴
安娜拿出紙巾給他擦了擦，說：“去吧，玩得開心
點。”傑瑞便歡天喜地地去逗小狗了。

我問她為啥對孩子不聞不問，她說：“隨他
玩吧，只要他別玩出人命，開心就好了，這不算
什麽。”她告訴我，上個月傑瑞去參加了5歲以上
孩子的攀巖比賽，摔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的，但
是居然不是最後一名，得了個安慰獎杯，他高興
壞了。

還有一次，傑瑞和鄰居家的孩子一起玩滑
板，他根本就不會，把小手指摔骨折了，治療了
三個月才好，傑瑞從此自己就很小心，輕易不再
玩自己不熟悉的東西。戴安娜說，這比我天天跟
在後面嘮刀要強，不讓他這樣，不讓他那樣，他
就不去做了嗎?他會偷偷去玩的，那樣更危險。
爬樹比數學重要

老外的數學都很差，我有一次給工程師尼
克做翻譯，翻好了之後發現他連“10.5-0.3=?”這
樣的算術都要拿計算器來算。我覺得太荒謬了，
當場給他表演手動開根號，尼克看得目瞪口呆。
我倒是困惑了，咱們中國的小朋友奧數要拿優
才能考上好中學，他數學這麽差怎麽當上工程
師的?

尼克聳聳肩說：“在我們那兒，數學好不好
不重要，重要的是妳有一門好就行了。”我問他：

“那妳哪一門好啊?”尼克哈哈大笑：“我小時候，

數學、語文、自然課全都不及格，但是我爬樹和
手工課都是優。後來有了計算機課，我總體剛好
及格，但是我模型設計那一門得了滿分，這樣的
人不當工程師當什麽呢?”

我奇怪了：“妳小時候這麽多門課不及格，
妳父母不生氣嗎?”尼克很詫異地看了我一眼：

“我剛才說了，我還有很多門課是優啊，我父母
為什麽要生氣?他們很高興我能拿優。

對他們來說，數學零蛋不要緊，只要有一門
課是優就行，表明妳懂得在感興趣的科目上下
工夫，有學習的能力——在他們看來，數學和音
樂、體育課沒什麽差別。”尼克說，當時為了表揚
他得了優，爸爸還特意請他去玩滑水。

在尼克的記憶裏，自己是個“手工、爬樹、模
型設計全優的學生”，“數學不及格”這條信息，
根本就不在他的腦子裏。他專註於自己的強項，
順利地走上了適合自己的崗位。
隨妳幹什麽都行

約塞夫是深圳某大學的一名普通外教，月
薪13000元。其實他是紐約城市大學法律系的高
才生，他的同學們如今有的是律政界新秀，有的
已經被列為準合夥人，但是他卻自認為比他們
過得逍遙自在，不用每天跟陀螺一樣拼命工作。
他還說，能這麽開心，跟他爸爸的“低級”要求大
有關系。

上高二的時候，約塞夫突然不想上學了，跟
他爸爸說：“我要退學去流浪。”爸爸想了一下，
說了一句：“隨妳幹什麽都行。”但是流浪也是需
要一些錢的，約塞夫要動用自己的大學基金。爸
爸說：“好吧，但是妳只能拿三分之一，以後賺錢
補進去就行了。”

就這樣，約塞夫拿著上大學的錢流浪去了。

一年以後，他背著破包回來了。家裏沒人問他準
備幹什麽，朋友都以為他要找個工作。但是幾乎
遊遍世界的約塞夫發現知識很重要，想上大學。
他問爸爸：“我學什麽專業好呢?”爸爸說：“隨妳
學什麽都行。”

約塞夫那會兒覺得哲學家很有派頭，就選
擇了哲學系。上了一年半，他發現沒學到什麽有
用的東西，跟爸爸說：“我不想讀哲學了，我要轉
專業，妳說怎麽樣?”爸爸還是那句話：“隨妳幹
什麽都行。”

就這樣，約塞夫選擇了法律系，終於覺得對
了路，學起來也相當順心，畢業的時候成績全優
。爸爸媽媽在畢業典禮上笑得滿臉開花：“兒子
長大了，真開心!”完全不過問他以後準備做什麽
。

約塞夫決定來中國，做一名教師，爸爸還是
那句話：“隨妳幹什麽都行。”

聖誕節的時候，約塞夫收到爸爸媽媽的明
信片，上面寫道：“親愛的，希望妳開心，不要吃
太多，也不要吃太少。”妳可能會覺得一句“隨妳
幹什麽都行”讓教育變得太輕松，太放縱，其實
仔細想想，這才是最難做到的，做父母的要克制
住多少控制欲、焦慮、擔憂和自己的意願才能做
得到!如果有一天妳對孩子的要求也低到只有一
句“不要吃太多，也不要吃太少”，妳就是讓孩子
真正為自己做了主，這才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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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假日購物美國假日購物 哪天出手最劃算哪天出手最劃算
(本文轉自僑報網)假日購物最佳時間至少是妳最

有買東西欲望的那一天。如果妳想挑一天網購，那麽
這個日子是11月26日。

據財經網站“市場觀察”（MarketWatch）報道，
Adobe Digital Index依據過去8年對4500家公司以及
5500萬商品進行的銷售數據得出結論，感恩節當天網
上購物比任何時候都便宜。該公司預計，火雞日的平
均折扣可以達到26%。

交易網站DealNews.com對去年11月份的交易情
況進行分析後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它在報告中稱，
當涉及到最佳交易時間時，那一天一向都劃定在感恩
節當天。

感恩節成為最佳購物日，Adobe Digital Index 首
席分析師加夫尼（Tamara Gaffney）稱，事實上，同以住
讓消費者盡快逛街購物做法不同的是，越來越多的零
售商更傾向於在網上推出促銷活動。

推動這一趨勢的另一個因素是，在過去三年中，
“黑色星期五”折扣提前到了感恩節當天。就是說，如
果妳想搶到最便宜的商品，只有早早地守在電腦旁才
能如願。否則因需求過高，感恩節當天遭遇缺貨的可
能性是83%。同時，這一天也是在線銷售增長最快的
一天，同比增長達18%。

總體來說，盡管感恩節當天是購物的最佳日子，

但如果妳對產品的具體類型有要求，可能要尋找更好
的購物時機。

看看Adobe為消費者總結出的四類商品的最佳
購買時機。

玩具：感恩節前的周六（Nov.21st）是為孩子選擇
玩具的最好日子，當天的平均折扣約為18％，不過妳
可能面臨脫銷的命運，這對父母來說是個大問題。

電器：感恩節前的周一（11月23日）最宜出手，這
一天妳可以拿到18％的平均折扣。

飾品：感恩節當天購買的話一般會有25％的平均
折扣。雖然之後會有定期折扣，但價格往往會略高一
些。

服裝：盡管感恩節當天折扣在峰值（約28％）上，
但如果妳有足夠的耐心，會看到價格一路下滑的趨勢
，通常有50％至80％的折扣。

7大方法，教妳在留學期間找到工作
（本文轉自搜狐教育）如果中國留學生們在國外
留學期間遲遲找不到實習工作的話，不妨試試
下面這些方法，相信會對大家找實習工作有所
幫助。
1請求教授推薦工作

當妳沒有任何經驗，簡歷並不豐富的時候，
教授推薦是最好的渠道。但也不是說妳讓他推

薦他就會給妳推薦的。
因此，妳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在課堂上給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妳需要
，好好預習功課，認真完成作業，課堂上和下課
後多跟教授互動。
2.課下與教授們多交流。多去 Office Hour 不但
會讓教授覺得妳很勤奮，也能讓他真正了解妳

這個人。
以 後 做
推 薦 的
時 候 就
會 更 加
有 說 服
力。
2 到 學
校 Ca-
reer
Center
尋求幫
助

Ca-
reer
Center
分 為 學
校 的 和
學 院 的

兩種。學校的大Center往往會發布實習和工作
的新聞，而且都會幫學生改簡歷，修改 Cover
letter。除此之外，Career Center還會不定期舉辦
壹些面試技巧學習會和職業規劃的相關講座。
值得註意的是，有時候主講人本身就是某些大
公司的人力資源主管，給這些人留下印象也會
對妳找工作或者實習有幫助。有的對職業比較
重視的學校，還會不定期舉行不同行業的 In-
ternship Panel，直接會有公司的負責人過來招
Intern。

有些學校的各個學院也都有自己的Career
center。學院的小Center發的職業信息都是跟本
學院的專業有關的，都是為大家過濾過的。而且
學校收到的職業信息都是招人的公司就想要這
個學校的學生，中獎率挺高的！
3找師兄師姐介紹

美國找工作，最主要就是靠校友了。小編目
前也聽了很多美國留學生分享會，他們幾乎所
有人都會找前輩們幫忙找實習，至少關於實習
和公司的壹些信息會找他們了解。因此，跟師兄
師姐維護好關系非常重要，他們其實是最好用
的啦！很多師兄師姐已然在公司裏工作了，如果
妳感興趣，通過他們遞簡歷，可謂是“近水樓臺
先得月”。而且，請師兄師姐幫忙可比請教授推
薦容易多啦，大部分就是混熟了就好。這麽好用
的辦法，壹定不要放過啊！
4多瀏覽公司網站&各種行業分類網站

大公司都有自己的Internship Program。有的
是只有暑假有的，有的則是滾動招人的。反正大
家去自己想去的公司Career這欄下面找就可以
找到了，方便快捷。但是如果這個大公司也通過
學校的 Career Center 招人了，最好是用學校的
系統來申請，這樣就不會容易被Filter掉。
5完善LinkedIn資料

很多大公司的 HR 會每天花壹些時間看
Linkedin。因此，填好LinkedIN的資料非常關鍵：
讓妳的profile看起來獨特。讓雇主壹眼就可以看
出妳為什麽特別，和妳想尋求的職業目標。大家
壹定要保持自己的 LinkedIn 在最新的狀態，也
要細心不要有什麽打錯字的現象出現。
6關註CSSA或CSA

CSSA和CSA都是本著為中國學生服務的
原則的。除了會開辦活動促進大家的友誼，也會
不時發送跟職業相關的信息。有的CSSA辦的比
較成熟的學校還會特別分出“職業規劃”部門，
不定期請職場專家來做講座。所以，要記得成為
他們中的壹員哦！
7多關註壹些行業博客

關註妳有興趣的行業的人士開的博客，這
樣不僅能讓妳學到最新的行業知識，還能讓妳
知道這些人目前都在進行怎樣的 project。如果
妳發現自己對這些project很感興趣，那妳不妨
也是從Volunteer開始做起，然後慢慢加入Inter
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