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 Annie Shaw, 王昭文 (Katie Wang)
     去年（2016）十月，地主通知租戶，要租戶在

該月月底之前遷出。約有半數的租戶不知自己的權

利，立即遷出，而且不求補償。餘下的八個租戶則繼

續居留。他們是大部份來自越南和台山的老人家，已

經在這裡居住了二十年以上，沒有他處可去；另有來

自墨西哥和韓國的，他們年齡小些，也比老人家更沒

保障，但願與老人們團結在一起。

     眾租戶在地主的威脅下相互支持。他們懂得權

利，每當收到驅逐通知時，合力對待。地主以換鎖、

禁水禁電相威脅時，租戶堅定不移，因為它們違法。

地主想用現金換鑰匙或晚上從外面鎖門時，租戶還是

不搬，因租戶自己懂得法律，也知道自己沒有做錯。

      大眾也出來支持。三百多名簽署支持租戶的

請願書。當租戶與2919 百老匯街鄰居聯合行動時，

他們與大家分享經驗，並鼓勵全體鄰居一起起來保護

權益。他們的行動得到中國城和林肯崗許多居民的支

持。大眾的壓力促成地（主）租（戶）談判。結果所

有的租戶都得居留，地主並接受租戶大部份的要求。

      不過，地主不雇用一名清潔工，逼使老婦女去

清掃公共場所。近來地主又想非法加租，並要在百度

高溫時拆除冷氣機。但租戶再也不怕了，仍然堅持不

懈。大家要繼續支持住戶抵制這類挑戰。只要搭76號

林肯崗往中國城的公共汽車，總會看見1907 強生街

的居民。他們還在積極支援其他租戶維護居住的尊

嚴。

您可從 Sofia Chang 錄影帶看到這些可敬的老人家：
http://bit.ly/1907johnston

者/ 李諾言 (Promise Li)
     今年(2017)夏季，華埠公平發展會(CCED)開始去組織阿特街(Ord)和百老

匯街(Broadway)的單身房客。如今已到十月，CCED已經打敗了非法調升房租

的企圖，並繼續為達到合理的居住環境而努力。今年年初地主Robert Chan把
非法的升租通知發給房客，有些房客升幅幾乎達到50%。對於住在那裡已經幾

十年的房客來說，房租已穩穩上漲到加倍，而社保金額卻幾乎沒漲什麼。

     兩年前CCED的志工聽到不良的居住環境會影響房客的健康和安全，便

開始與房客接觸。組織房客有好幾層障礙。三十單位的單身房客講不同的語

言：國語、廣東話、其他中國方言、越南話、西班牙語以及英語，光是談話

就不容易。又因廉價公寓正迅速地減少，房客自然也怕無處可住。不過，非

法漲高房租的事使大家聚集起來。在房客領袖和CCED志工一再催促之下，房

客之間開始溝通、一起工作。他們認識到，大家要行動一致，否則只有任憑

地主宰割。開會時用幾種語言翻譯。彼此在文化和語言上相互尊重，也促成

堅定的社區意識。

     我們剛開始調查租金調漲案件時，發現地主的調漲通知並不能生效：銀

行（也是地主所有）只用筆手寫上漲金額，並不是正式通知。我們與若干房

客鼓勵其他房客拒絕地主調升的租金部份。房客們團結一心，決定一起公然

到銀行付房租。他們付的是匯票，總有書面憑證，證明他們付了房租，以防

銀行和地主不開收據或否認房客按時付租。銀行第一個月接受了房租 ；但第

二個月拒收，並叫來警察威嚇沒錯的房客們。但房客姿態堅定；經過一系列

的電話和討論後，地主兼銀行老闆終於退讓，房客繼續支付原有的租金。

     房客在今年夏天的勝利，使他又可進一步推向其他議題。合不合住？是

個長期困擾中國城的問題，它也是Ord和Broadway房客的問題。房客舉出好些

長久沒能處理的問題：例如公寓後門的鎖壞了，使房客不得安全；沖浴把手

壞了；走廊從來沒有清乾淨；蟲害時常發生等。房客們在既非法又不義的漲

租議題上，團結起來並取得勝利，使他們在合不合住的議題上站據有利的地

位。他們在CCED、社區友伴、鄰居的支持下，投出公開信，要求地主出面處

理居住環境的問題。他們已有超過3000名居民和支持人士簽名請願。

請表達您的支持，簽Change.org petition在：http://bit.ly/2wyLtRb
     俄特街和百老匯街房客最近的勝利，就像林肯崗和城中區公寓的鬥爭一

樣，顯示有色工人階級社區能夠反擊中國城的地主、公司。房客一邊學會無

分公寓內外要加強團結，同時也體會到改善他們物質生活惟一可靠的途徑是

組成集體。群眾的力量能抵制中國城的上等化和住宅問題。

阿特街和百老匯街單身房客的

組織和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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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街和百老匯街單身房客拿著他們的支票，肯付法律規定的房租。

者/ 張景雄 (King Cheung)
     在我們爭取可負擔的居所住房和租戶權利的鬥

爭中，華埠共平發展會集中組織力量幫助低收入移民

居民，他們是受到非法租金增加和驅逐影響最嚴重的

居民。

     我們需要對抗一些強大的體制制度力量，例

如房東、發展商、政客及資本主義的利潤制度，所

以我們需要盟友。 除了與城市其他租戶權利團體合

作，華埠共平發展會還與唐人街可持續發展對話小組

（CSDG）合作。 CSDG是由羅省同源會（CACA）、美

籍華人大洛杉磯組織（OCA-GLA）、南加州華人歷史

學會（SCCHS）、華埠共平發展會（CCED）、Castelar
小學家長以及其他獨立社區成員所組成。

     CSDG意識到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否則我們所知

道和愛護的唐人街將不復存在。 在利潤動機的推動

下，外界企業為了增加利益，將會接管我們的社區。 

因此，在我們的眾多顧慮當中，CSDG致力爭取可負擔

的居所住房，使現在和未來的移民家庭及老年人有一

個可稱為家的地方。 我們亦關心維護唐人街的歷史

文化特色，希望通過促進社會經濟、培養家庭及種族

民族多樣性來建立一個穩定的住宅核心，為唐人街的

社區機構和企業提供支持。

華埠共平發展會與唐人街可持續
發展對話小組(CSDG)合作

1907 強生街租戶
抗驅逐行動得勝

翻譯/ Mei Lois Koa     感謝/ Janice Iwanaga Yen     設計/ 張嘉莉 (Lucy Truong)
           Chao Ming Yen      



一九七一年Alex Cheung在中國城的

重慶路開了一家古董店。 他來自

香港，在洛杉磯沒有熟人。我問他

七零年代重慶路的情景，他說，

當年相當繁忙，既有座椅，每天八到十點還播中國音樂。藝人像 Leo 
Politi 和 Tyrus Wong 把人帶到重慶路。當年並沒有畫廊，卻有珠寶

店、傢俱店、禮品店。中國城的居民和遊客來這裡採買，並在中國春

節看游行慶祝。

    如今重慶路上很少行人， Alex 的店也快要關了。他說，“重慶路

沒希望了，零售店一走，就不會回頭。我問他重慶路怎麼會失去零售

業，他說是因為畫廊入侵的原故。它們不是真正的畫廊，是工作坊。

它們打斷生意，因為別人不能進去。

    Alex 描述了重慶路當年繁華的情景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音量

變大。 我在（CCED）已一段時間，時常在中國城內做導覽，走過空

蕩蕩的重慶路畫廊，不禁會想，“畫廊到底做什麼用？誰從中得到好

處了？”我的結論是：得到好處的是那些買得起好幾千塊藝術品的

人，而不是長期居住的低收入居民。請讀者親自到重慶路看看僅存的

古董禮品店。

者/ 戚曉敏 (Shiu-Ming Cheer)
     特朗普自從上任以來，他習慣性地使用仇外言辭，以新

移民來成為國家問題的替罪羔羊，使他們的生活比以往更加

困難。他對美國的看法，認為是一個應以白人至上為主導地

位的國家。除了包括六個穆斯林國家在內的難民和穆斯林禁

令外，政府還在二零一七年九月五日宣布廢除「童年入境暫

緩遣返」計劃(DACA)。 DACA是一個在奧巴馬時代，非常具

有影響力的移民改革政策，它允許八十萬年輕的無證移民，

獲得工作許可證，使他們可以財政上支持他們的家庭，並為

他們的社區作出貢獻，當中有廿四萬二千人居住在加利福尼

亞州。無證移民及其盟友以往努力不懈地組織和宣傳，使這

場勝利成為可能，並展示了基層組織的可能性。現將「童年

入境暫緩遣返」計劃廢除，會使其受助人有被驅逐出境的風

險，及剝奪了他們可以追求夢想工作和學位的可能性。

     政府當局亦支持不合理的“美國移民改革促進就業法

案”。這是一項參議院擬議的法案。這項法案會大大削減家

庭團聚簽證，將會影響到目前居住在美國的一些家庭成員簽

發的簽證，如合法的美國居民和公民的父母、祖父母、以及

美國公民的已婚和未婚成年子女。 RAISE 法案旨在將合法移

民人數減少百分之五十。 相反，它將建立一個基於技能的制

度，根據年齡、教育程度、收入、就業前景、英語水平及其

他因素來給予簽證申請者一個分數。 想知道如你符合RAISE
法案的移民資格，請點擊這裡。 公民權利和亞裔美國組織譴

責 RAISE 法案是一項種族主義和排外性的立法案。 自一九六

五年以來，家庭團聚一直是移民法的基石，也是亞裔美國人

和太平洋島人士遷移到美國的主要途徑。

     此外，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一直在積極地增加拘留和

驅逐某些移民人士出境，特別是拉丁美洲裔人士。當中包括

突擊搜查移民人士，將警察轉職成為海關執法人員，並使用

納稅人的錢來建立一個無效的邊境牆。以這些行動來嘗試清

除這個國家的移民是一個卑鄙的企圖。

     這些反移民政策深深地影響到唐人街，因為許多家庭薈

聚雜處在這裡，當中有些人可能是美國公民，而其他人可能

只持有綠卡或無證移民。

     您可以採取以下幾項行動來表現您對DACA和移民的支

持：

• 請到以下網址簽署請願書：http://bit.ly/cleanDACA
• 閱讀並分享在這裡找到的資訊: 
       http://weareheretostay.org/#fightback
• 來參與我們的每月外展活動，了解更多關於移民權益問題

華埠公平發展會外展：每月第三週日，下午1:00-4:00 
地址：418 Bamboo Lane, Los Angeles, CA 90012

者/ 阿福 (Craig Wong)
     種族主義不是過去的遺風，亦不是歷史; 在特朗普的美國，它還

是活著而且蓬勃發展。

     在八月十二日，為了回應拆除聯盟(象征着“反對廢奴”)的雕

像，納粹、三K黨（Ku Klux Klan）成員以及其他混雜的右翼分子、種族

主義者和白人至上主義的追隨者分別舉行火炬遊行，並於次日日間舉

行遊行抗議。

     數千名反種族主義人士以壓倒性的數量，譴責聲討白人至上主義

的示威者。不過，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故意駕車撞向反種族主義示威

者人群，導致一名32歲的白人女子Heather Heyer慘遭殺害，她曾積極

參與反偏執和種族主義鬥爭的抗爭。

     特朗普總統起初並沒有譴責納粹、三K黨及其他右翼種族主義

者。 後來，他一同讉責種族主義示威者和反種族主義人士的暴力，並

聲稱雙方都有“好人”。

     華埠共平發展會會員哀痛悼念Heather Heyer的慘死，並支持反種

族主義示威者，他們有權利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與白人至上主義者

鬥爭對抗。 右翼勢力正在以非裔美國人、婦女、無證人士、穆斯林/

美籍穆斯林人，LGBTQ(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酷

兒)人士和美國社會中其他邊緣化群體作為鬥爭對象，對其發動公開破

壞活動。 我們在唐人街社區必須再次加入對抗特朗普、右翼分子及白

人至上主義者，以各種形式起來抗爭。 讓我們清楚知道我們站在哪一

方，並讓我們一起努力。

移民最新資訊

者/ 宮川 鯛治 (Taiji Miyagawa)
   今年二月十一日，林肯崗(Lincoln Heights)
有兩套公寓的租戶上街游行，引起洛杉磯市

民的廣泛支持，並有媒體報導。這些居民所

以站起來，是為了抵制貪婪地主施加的恐嚇

和驅逐威脅。另外，華埠公發會(CCED)本來

就已經與1907 Johnston 街大部份說廣東話

的租戶合作好幾個月，如今也得知離幾段路

的2919 N.Broadway 公寓，它與Griffin Ave相
近，已採取行動。

   CCED得知2919公寓事件的經過如下。

有一位叫Martha Ponce 的2919房客與CCED
聯絡，問有關非法提高房租的事。Martha
的女兒當時住在華阜的Victor 崗，她曾經收

過 CCED每月在街上散發的傳單並保存起

來。Martha就照女兒的建議到CCED求助。

後來CCED還得知有些2919的房客還租過三

十年以上。

    早在2016年八月，2919 Broadway的新地

主Neilson Hammer YA,LLC就僱用兩家房地產

管理公司NBK Realty和De Miranda。這兩家

公司用“現金換鑰匙／自願搬出”的辦法開

始以小錢驅逐房客。地主除了用“現金換

鑰匙”之外，還加上惡劣的恐嚇手段，例如

沒先知會不分日夜猛敲房門等。而那兩個管

理公司也恐嚇房客，號稱要通知警局，其實

他們於法無據。大部份的租戶並不知道自己

的法律權利，為了安全，擔心被趕出公寓。

他們大部份是在2016休假季節中被趕出的。

但公寓裡有五個租戶，他們在懂得法律權利

後，決定要與地主抗爭。

     CCED的積極份子、抗逼遷藝術家同盟

以及其他支持人士與租戶建立良好關係，並

把1907 Johnston的住戶也聯系在一起。這兩

群住戶同意在二月十一日的公開場合勇敢的

站在一起，並以數種語言向鄰居說明大家的

權益，呼籲他們站起來奮鬥。錄影帶、傳

單、旗幟、游行都使用英語、廣東話和西班

牙語。

     由於律師Fred Nakamura的鄰里法律

服務處(800-433-6251)的幫助，在2919 N . 
Broadway 留下來抗爭的租戶終於得到金錢

上的補償：根據的是洛杉磯租金穩定法(Los 
Angeles Rent Stabilization Ordinance)。(2919 

N. Broadway 蓋在1978年十月以前。) 拿這些

抗爭的住戶與沒抗爭的住戶相比，抗爭者所

得的補償金額明顯高出。他們中間還有人贏

得庭外和解，使他們能搬到林肯崗或附近。

不幸地有一對傷殘的老夫妻被迫搬到堤瓦

娜。一般而言，住戶除了得到金錢補償外，

他們的聲音得到回響，士氣也得到鼓舞。對

於參與抗爭的住戶來說，發出聲音和彼此鼓

勵比向地主拿到金錢更有意義。

     林肯崗社區如今雖被種族主義的開發

商拿走一棟公寓，但由於租戶勇敢地站出來

公開抗爭，鼓舞了鄰里居民：租戶一旦團

結，就能抵制地主的騷擾和骯髒的恐嚇，並

保衛法律權利。自從二月十一日行動以來，

住戶團結抗爭的事蹟一直流傳好幾個月。他

們擁有知識並能與支持者合作，結果不再恐

懼，反而贏得尊嚴，能與不同文化的人們團

結一起，為將來出現類似情況時預先樹立榜

樣。

收看林肯崗高齡華人抗爭逼遷：
https://youtu.be/fi-IpGVJb8E   
收看2919 N. Broadway抗爭 ：
http://bit.ly/LHseniors

林肯崗團結一致反對逼遷

最後一間禮品店 
者/ 王昭文 (Katie Wang)

華埠必加入對抗右派
與白人優越主義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