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全美華人協會於6月8日晚間假
福臨門餐廳召開換屆選舉年會。出席的理事會
員及外賓約有50餘人。根據全美華人協會章程
，本次會議將選舉出新一屆理事會成員。會議
由現任的會長Christina Liao 主持。她首先感謝
了各位會員及家屬對全美華人協會工作的鼎
力支持，隨後她回顧了全美華人協會去一年來
的工作。緊接著進行下一屆理事選舉；共有17
位候選人大多數都出席了餐會，逐一發表競選
的宣言之後，由在場的會員投票，選舉結果17
位候選人全部當選連任。名單如後Lani Wong,
Ric Hubler,Leona Hu, Mike Deng, Gene Han-
ratty, Maggie Mers,Dr.Paula Wang, Nellie(Hui
Ru)Li,Carol Ng,Jenny Tung,Lynn Yang,Shandry
Law,Christina Liao,Brian Mock,Christian Ngo,
Xiao Tong, & Renan Zhuang，李秀蘭與 Chris-
tina Liao眾望所歸，分別被推舉再度連任NA-
CA的主席及會長一年。

今年的選舉年會特別邀請到 Rep. Ange-
lika Kausche 作 了 一 場 精 彩 的 演 講, 講 題 是

“BUILDING BRIDGES, NOT WALLS”(建造
的是橋樑，而不是牆壁)，Angelika Kausche成長
於德國，她在德國時曾修獲MBA，然後任職於
銀行界若干年之後，舉家於 1997 移民來 Kal-
amazoo MI USA , Moved to Greensbore ,NC
in 2004 and have been living in Johns Creek
since 2015. Angelika Kausche, her husband Fabi-
an,& 2 daughters ,Hannah & Ines became Amer-
ican citizens in 2011. 2002 再從 Western Michi-
gan Uni.修獲第二個碩士學位(MOC)接著出任
多間大學的商科客座教授直到退休，之後，又
在亞特蘭大地區多處民間機構擔任志工，而於
2018年當選為喬治亞州眾議員。她當晚以“自
身移民美國的故事”分享大家，同屬移民美國
的華人，其出身背景容或有未盡相同之處，但
是留在美國的目標其實大同小異，至於如何適
應環境，如何融入主流，如何開拓美好人生，亦
各師各法，不一而足。 爰將她的講詞，擇要譯
介如後，以供讀者諸君參酌。
講題：“BUILDING BRIDGES, NOT WALLS”(
建造橋樑，非是牆壁)，

前言：
JF甘迺迪曾經說過：

“移民豐富和強化了美國生活的結構”
今晚我想談的是，為什麼以及我們如何作

為移民，需要參與我們選擇建立新家園國家的
政治進程。

對我來說，美國移民的定義是甚麼？。以及
為什麼如此定義之？因為，沒有移民，美國就不
存在。

我們看到母親和孩子過境的照片，人們跳
過柵欄的危險；但是像我這樣的大多數移民並
沒有因為遇險而來到這裡。例如，我來自德國
這個非常繁榮的國家。我們來到這裡是因為這
個國家提供了獨特的機會。我們作為學生來到
這裡，畢業了，決定留下來;或者，我們和我的家
人一樣，作為外籍人士追求經濟機會。

無論如何，每個移民都講述了他們為什麼
來的不同故事，所以讓我簡單地告訴你“我的
故事”。

我在德國的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長
大。我高中畢業的時候，我的父親多次失去工
作，我的家人不得不搬到全國各地非常不尋常
。

儘管如此，德國體系讓我和我的兩個兄弟
從大學畢業追求成功的事業。我從這些經歷中
學到的最多的是“情況的變化可能是重塑自我
的機會”這種體驗幫助我很大。二十年前，我的
家人在找到工作機會後搬到了美國。最初，我
們只計劃停留幾年，然而，進一步的機會開放
了。我攻讀了我的第二個碩士學位，並成為兼
職教授。

多年來，我們意識到這個偉大的國家已成
為我們的新家，我們對美國的想法是，
●自由，
●多樣性和包容性，
●所有人的機會和平等，

我們想積極參與其中，所以在2011年我們
選擇歸化成為美國公民誰會想到所謂“積極參
與”的方式竟是競選公職？如果有人告訴我，作
為移民要去競選公職，我會說：“你變瘋了”

但是，當我看到我在德國的成長經歷，我

自己的移民經歷，在美國發生這樣的事情，應
該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們在2015年搬到喬治亞州，我立即參與
了政治活動。就在我們旁邊鄰里，這個城市正
計劃建造一個大型比賽公園不適合 Chatta-
hoochee河沿岸的自然環境，所以我的鄰居和
我決定抗爭它，我們讓這個城市改變了方向，
並提出了一個更可接受的計劃。這個過程讓我
學到了很多關於地方政治的知識，讓我意識到
了多少地方政治問題，在地方層面，我們擁有
最大的政治影響力。

換一種說法？如果你不喜歡某事怎麼樣？
做出自己喜歡的改變。

對我來說，下一步是2016年的總統大選。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轉折點，我在哪裡反思為
什麼我們作為移民以及為什麼我需要參與。

我決定我不再是一個閒置的旁觀者。我選
擇把這個國家稱為家鄉，我覺得我有義務堅持
我對自己和我的新祖國所作的承諾。

新聞中最近的趨勢和報導讓我很擔心。事
實上，無論黨派如何，我認為應該擔心每個人。
這個國家完全由努力工作的移民所建立，
我覺得整個群體對移民的誹謗也是對移民的
一種攻擊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找到了新的呼喚，並通過參加第六
屆國會的競選活動得到更多參與，我成了一個
社區組織者，動員最大的人投票區出來投票。

HD 50 和 Johns Creek 是一個令人難以置
信的多元化區。

事實上，它是喬治亞州最多樣化的地區之
一，少數民族人口超過49％，超過30％的少數
民族人口是外國出生的。到現在為止，我所在
的地區也可能被稱為少數族裔多數區。

在考慮競選公職時，候選人面臨的一個重
要問題是：“你適合參加競選嗎？
●在喬治亞州最多樣化的地區之一，少數民族
人口占50％， 移民候選人可以公平準確地代
表該地區。
●作為該州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嗯 - 我有兩個研究生學位，
●它也是GA最富裕的地區之一

經過一番考慮，很明顯我是一個非常合適
的候選人“眾議院席位的候選人”。

2018年11月，我贏得了選舉，成為第一個
德美人的喬治亞州眾議會的眾議員。

我相信我們作為移民是有資格創造我們
需要的變革，並保持同等重量，因此我們需要
增加移民選民投票率。所以問題仍然存在：我
們需要做些什麼來建立文化之間的橋樑以鼓
勵和激勵移民更多地參與其中嗎？

為了準備今晚，我看著你們的網站，不得
不微笑......

“在 NACA-Atlanta，我們的使命很簡單：
我們致力於跨越文化，培訓領導者並從中受益
。服務我們的社區“你有什麼更好的使命 - 特
別是來自一個獨特的移民觀點？

巧合的是，你是中國人和來自德國的我這
兩個人分享建築牆體這種獨特但非常不同的
體驗。

中國的長城，從未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
的奇蹟之一，但中華文明的持久力量，卻起到
了強大的作用去有效地防止入侵者進入中國。

柏林牆不僅是物理障礙，也是冷戰的象徵
，意味著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但最終，
它不可能承受人民的力量和他們自由的動力。

我作為候選人和州眾議會眾議員的使命
是“......支持喬治亞州，我們相互擁抱而不是彼
此恐懼，多樣性得到讚賞和重視。建造橋樑而
不是建築牆壁。我想幫助創造機會，每個喬治
亞州人都能找到成功和獲得更美好明天的機
會“ - 因為這就是移民來到這裡的原因。我想
告訴別人，“如果我能做到，你就可以做到”。

我們這個國家需要的變革，我們一直都是
，因此，我們有義務介入參政。

我想以總理安吉拉•默克爾的名言作結
束：『個人自由不會白得。民主不是理所當然。
既不是和平，也不是繁榮。但是，如果我們打破
了讓我們陷入困境的牆壁走向開放，勇於接受
新的開端，一切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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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uote from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Our individual liberties are not given. Democracy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take for granted.Neither is peace, and neither is prosperity. But if we break down the walls that hem
us in, if we step out into the open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embrace new beginnings, everything is poss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