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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概述： 

Californians for Equal Rights Foundation（CFER） 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在多方面达成了很

多既定的目标，包括：州立法监督、选民宣传、研究报告、法律诉讼、媒体公关等。在大家的

支持下，CFER 证明了我们是一个既有理念又有执行力的组织。 

州立法监督 

成功叫停种族配额提案 AB105。监督民族教学法案 AB101。出版法案研究报告。 

选民宣传 

联合社区、政府机关和同盟组织。提高公众对侵蚀平等权益各种政策和思潮的知识和意识。 

研究报告 

以严谨研究、科学数据和事实加固选民教育工作。 

法律诉讼  

协同专业法律团队、寻求法律途径挑战政府违宪行为。 

媒体公关 

通过采访和写作在媒体发声，宣传平等权益的重要性、种族优惠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危害。 

展望未来 

我们的资金来源完全来自大家的支持，除了 CFER 各位理事捐赠的超过六万美元之外，其他资

金全部来自公众的支持。我们的开支预算在二十五万美元左右，主要是全职人员的工资、研究

费用、律师费用以及其他行政、财务、办公、IT 支持等各项费用。目前还有$35,000 左右的

缺口，如果每一位包括您能够捐赠$50，CFER 就可以实现 2021 年收支平衡。请审阅下面的

年度工作报告，请考虑每个月给 CFER 固定捐款$50 长期支持 CFER 的工作。在抗击极左思

潮的征程中，CFER 与你同行！ 

CFER 执行团队 

2021 年 11 月 

  

 

“CFER 成立第一年，立志于加强公民对平等权益和择优选择

的公共意识。我们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达成了既定目标、并成

为了加州乃至全国对抗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核心领军组织。” 

https://cferfoundation.org/support-us/
https://cferfoundation.org/suppo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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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法监督 

CFER 给自己确定的一大任务就是在州立法层面关注是否有违反 Prop 209 宪法，对

不同种族肤色进行区别对待的立法。如果发现，则通过组织联盟、草根呼吁、媒体发

声、发布研究报告等方式进行干预。 

成功叫停了违宪种族配额法案 AB105 

CFER 从年初开始一直跟踪这个提案到最后，不停地发布分析报告，在州议会讨论这个提案时

发言反对，游说相关州政府机关，最终成功迫使州长否决了这个提案，其否决声明所使用的两

个依据都是 CFER 反对意见中反复表达的。这次成功说明，只要有理有据、坚持到底，是有可

能让当政者听到我们合理的反对声音的。 

 

成功推迟了新版数学教学框架 

CFER 组织了大量义工一起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发言反对充满了种族斗争概念和反智概念的新框

架，迫使教育厅推迟讨论将近半年。CFER 得到 Young Kim 国会办公室的信任、帮助撰写加

州的国会议员团队该框架的反对信。我们将继续关注和监督这一框架的进程！ 

 

成功制止了加州小企业事务办公室违宪 

今年 1 月和 3 月间，CFER 联手太平洋法律基金会（PLF），监督加州小企业事务办公室 

(CalOSBA)关于针对小企业的疫情援助项目。在 PLF 的帮助下，CFER 就小企业疫情援助启

动了一场宣传战役，收集该项目对少数族裔和女性企业主优待的证据，发布新闻稿，并且给加

州 235 个本地商会发送了通知。我们的介入和施压最终使得 CalOSBA 撤回了原来对少数族裔

和女性小企业主的优待政策，而是平等帮助所有“社会经济指标受到不利影响”的所有企业。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History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105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CFER-Monthly-Legislative-Digest-0111.pdf
https://www.senate.ca.gov/media/senate-judiciary-committee-20210713/video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202120220AB105_Senate-Committee-On-Labor-Public-Employment-And-Retirement.pdf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AB-105-1082021.pdf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urges-the-california-department-of-education-to-consider-overwhelming-public-opposition-to-the-draft-mathematics-framework/
https://cferfoundation.org/zh/math0719/
https://www.cde.ca.gov/ci/ma/cf/mathfwrevtimeline2021.asp
https://youngkim.house.gov/media/in-the-news/critical-race-math-meets-critical-public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California-Members-Math-Standards-Letter.pdf
https://careliefgrant.com/wp-content/uploads/2021/01/FOR-WEBSITE-ONLY-CRG-All-Businesses-Program-and-Application-Guide-Public-1.pdf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calls-upon-small-business-owners-to-apply-for-assistance-now-and-demand-equal-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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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跨种族多党派联盟反击批判性民族研究 

自今年 1 月起，CFER 就联合了加州和全国多个组织一起来宣传加州最新民族研究样板教程

(ESMC)的分裂性质思想框架问题。我们主办了多场研讨会、并组建了一个 29 个组织的联盟向

加州州政府和议会发出反对基于 ESMC 的强制民族研究课程成为高中必修课的 AB101。 

 

虽然由于加州议会太左，我们没有能够成功阻击 AB101 提案，但是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结识了很多合作组织、开发了提案自动追踪软件，为今后更好地执行州立法 Watchdog 工作奠

定了基础。CFER 的顾问 Joe Nalven 教授更是在加州各个学区继续走动，推广将批判性种族

理论（CRT）剔除的民族学研究课程护栏（guardrails）。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enters-a-growing-alliance-to-counterbalance-critical-ethnic-studies-in-california/
https://cferfoundation.org/act-now-voice-your-opposition-to-the-divisive-ethnic-studies-model-curriculum/
https://fb.watch/4gMVpWQsiS/
https://www.cde.ca.gov/ci/cr/cf/modelcurriculumprojects.asp
https://www.cde.ca.gov/ci/cr/cf/modelcurriculumprojects.asp
https://www.facebook.com/CaliforniansForEqualRights/posts/214078463689577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TztxFS4-5KjqK1TcpLrnpPnSB2XeKk0/view
https://cferfoundation.org/pr_0729/
https://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NavClient.xhtml?bill_id=202120220AB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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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宣传 

CFER 意识到，要反对极左的思潮，必须要能够有效地向选民进行宣传，让选民可以尽快意识

到极左思潮和政策的危害。因此 CFER 非常注重选民宣传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没有选战那样

激情澎湃，但是更需要长期扎实专业的工作。 
 

协助橙县教育局举办专家讲座 

CFER 与 Orange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做了两场关于民族研究和 CRT 的讲座，其中

大部分专家嘉宾是通过 CFER 主动联络邀请到的，两场讲座参加人数都超过两百人。 

 
 

专注地区和学区的宣传和基础建设 

CFER 在圣地亚哥组织了多场游行活动以及组织选民参加学区会议发言，呼吁选民关注圣地亚

哥学区、Poway 学区、Coronado 学区、Chula Vista 学区、Oceanside 学区、San 

Dieguito 学区、Solana Beach 学区等多个学区的 CRT 入侵教学和行政的现实。 

 
 

https://cferfoundation.org/pr_0728/
https://twitter.com/wu_wenyuan/status/1430339433862078468?s=20
https://cferfoundation.org/pr_0830/
https://cferfoundation.org/action0909/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pr060821/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pr060821/
https://cferfoundation.org/action-alert-in-poway-unified-voice-your-opposition-to-pusds-proposed-k-5-critical-race-training/
https://cferfoundation.org/zh/cfer和plf合作迫使calosba遵守宪法/
https://cferfoundation.org/actionalert0927/
https://cferfoundation.org/actionalert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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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R 主席 Frank Xu 和执行总监吴文渊博士等还接受了多个组织的邀请发表英文演讲，与选

民直接沟通以事实、数据和逻辑解释 CRT 的危害。CFER 也成功主办了一场针对 CRT 理论和

现实的专家讲座。 

 

 

 

目前 CFER 在南加地区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地面宣传网络，有大量的家长、社区成员和 PTA 成

员作为义工，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各学区内的最新进展。2022 年希望能够将这个地面宣传网络

拓展到北加和中加！ 

 

 

 

 

https://www.kusi.com/frank-xu-discusses-critical-race-theory/
https://youtu.be/Nl3EDnt-Vdo
https://youtu.be/Ey6n3z0f62Q
https://youtu.be/KVXhFtnFpGI
https://fb.watch/9ix_cLyV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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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CFER 认为要做好选民教育工作，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研究报告工作，这样选民

可以从 CFER 完成的研究报告中获得相关的事实和数据，这样在跟选民所在的学区董事及其他

民选官员打交道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理性平和，也更加容易争取到中间选民的支持。 

 
 

研究型反对 CRT 领军组织 

CFER 发布了一份宣传反对 CRT 的手册、

一个特别报告和一个指导学区家长如何反对

CRT 的网站 www.rejectCRT.org。 
 

学区层面针对性研究报告 

CFER 根据各个学区家长的要求针对性地对

不同的政策、教材做过深度研究报告，以便

学区家长可以有理有据地跟学区进行沟通。 

 

首创 CRT/DEI 积分卡 

CFER 做了一个各个学区教 CRT、DEI 和

批判性民族研究课程的计分卡(需要大量的

资料查找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圣地亚哥郡

所有 44 个学区以及其他几个学区。希望在

2022 年能够完成所有学区的计分卡工作。 

  

CFER 相信家长应该是孩子教育的主要决策人和利益相关

方。家长、社区成员和纳税人都有权浏览课程材料，要求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公开透明和基于科学、而非意识形态。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2021-Brochure-CRT.pdf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7/CFER-Report-CRT-in-Action.pdf
http://www.rejectcrt.org/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pr060821/
https://cferfoundation.org/crt-in-school-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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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反对 CRT 宣誓书 

CFER 还和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一起开发了一个给学区董事候选人签署的反对

CRT 宣誓书，并将所有签署该宣誓书的候选人姓名发布在网站上，也开发了一个相似的公民宣

誓书，起到一个给选民提供更多信息的作用。 

 

 

 

反驳种族主义思维的学术研究 

CFER 另外还归纳总结了目前美国第一个市层面研究工资差距的报告，并系统性地、从理论和

实践角度批驳了斯坦福大学教授背书民族研究被过度广泛使用的现状。 

 

CFER 立足严谨和科学的实证研究，有效开展公共宣传工作，

以知识“武装”家长和公民。 

 

https://cferfoundation.org/school-board-candidate-pledge/
https://cferfoundation.org/pledge-signers/
https://cferfoundation.org/voter-pledge/
https://cferfoundation.org/voter-pledge/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san-diego-pay-gap-write-up.pdf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CFER-Analysis-on-2021-ES-Stud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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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诉讼 

法律诉讼是做好 Watchdog 的重要支持工具。在掌握法律资源地情况下，议会或者州长会更加

慎重地考虑我们的意见。因此 CFER 在 2021 年与很多专业的律师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 

CFER v.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CFER 今年与 Thomas More Society 合作，针对加州最新民族研究样板教程（Ethnic 

Studies Model Curriculum，ESMC）中违宪的部分将加州、加州教育厅等一起告上了法

庭。目前此案仍在审理中，CFER 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州层面、从法律诉讼角度挑战批判性种族

理论和批判性民族研究的组织！ 

 

 

 

CFER 认为，加州政府用公共资金和资源来推广崇拜阿兹特克

宗教和约鲁巴宗教的赞颂词，涉及违宪，更是加州乃至全国中

小学教育中融入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冰山一角！ 
 

 

 

 

 

https://cferfoundation.org/pr_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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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就绪挑战种族配额法案 AB105 和违宪种族优惠 

在反对 AB 105 的过程中，CFER 与 Pacific Legal Foundation（PLF）一直保持紧密的联

系。如果该提案被 Newsom 签署通过，我们已经做好了把加州再次告上法庭的一切法律准

备。目前 CFER 也在和 PLF 一起研究北加某市一个种族优待政策，正考虑将该市告上法庭，

告其违反 Prop. 209 和美国宪法第十四号修正案。 

发起全美第一个挑战 CRT 的民权申诉 

今年 4 月，CFER 带领本地相关组织一起发起了针对圣地亚哥联合学区的民权申诉，这是全美

第一例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例针对 CRT 培训的民权申诉。在学区试图踢皮球把我们的合理

申诉转给其他组织时，CFER 和一家专注学区法律事务的律师事务所合作，向圣地亚哥学区提

起了行政复议，目前还在等待回复中。 

 
 

在圣地亚哥联合学区对其老师的培训材料充斥着 CRT。这样的

理论必然会导致种族关系的紧张，对支撑美国两百多年繁荣与

发展的美国社会价值观造成不可逆的解构。这项申诉是全美第

一例针对 CRT 的申诉，在全美具有很强的标杆作用！ 

 

 

https://cfer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1/04/Filed-SDUSD-COMPLAINT.pdf
https://cferfoundation.org/zh/opposecr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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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对哈佛反亚裔录取歧视的诉讼 

今年 3 月，CFER 和美国民权项目（American Civil Rights Project）合作，向美国最高法

院提交了一封法庭之友陈述书，我们呼吁最高法院接纳学生公平组织对哈佛的诉讼，矫枉过

正，从司法层面摒除高等教育中的种族优惠体系。 

 

 

 

呼吁可口可乐投资人诉其种族歧视 

今年 5 月，CFER 再次与美国民权项目组织

合作，召集可口可乐股票持有人作为原告，

打一个 class action 的官司，控诉该公司

在制定政策时没有把股票持有人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考虑，一意孤行推出种族歧视的政

策。 

 

寻求起诉加州大学种族优待 

CFER 今年也在和知名法学教授以及有在最

高法院打种族优惠官司经验的法律组织接

洽，合作寻找合适的法律资源，寻求起诉加

州大学在录取时种族歧视／种族优待的可能

性，如有进展，也会向大家及时通报。

 

 

 

https://cferfoundation.org/cfer-submits-an-amicus-brief-in-support-of-sffas-certiorari-petition-to-the-u-s-supreme-court-in-the-harvard-discrimination-case/
https://cferfoundation.org/petition-stage-final-brief/
https://cferfoundation.org/zh/cokeactionalertzh/
https://www.coca-colacompany.com/media-center/bradley-gayton-on-commitment-to-diversity
https://www.coca-colacompany.com/media-center/bradley-gayton-on-commitment-t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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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公关 

媒体公关也是对选民宣传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我们的声音能够在媒体上发出去，那么我

们做的工作就可以得到更多选民的关注。 

 

 
 

CFER 在 2021 年发表了二十多篇观点文章，其中有一篇介绍 Coronado 学区情况的文章还发

表到了审核非常严格的 Fox News 上, CFER 的吴文渊博士更是被国家学者协会纳入成为专栏

作家。吴文渊博士、Gail Heriot 教授、Saga Conroy 和 Frank Xu 等都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

访，CFER 在知名媒体报道中被提及上百次。 

 
在与媒体大量打交道的过程中，CFER 也能够成功地把主流媒体对我们这一方的压制行为予以

曝光。在美国司法部抹黑家长是“Domestic Terrorists”并启用 FBI 介入的时候，我们也第

一时间和 Parents Defending Education 以及 California Policy Center 合作，发出公开

信，并通过媒体发出反对声音，最终合力成功迫使 CSBA 收回他们给白宫的信。 

 

只在 2021 年，CFER 接受了包括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彭

博、华盛顿时报、洛杉矶时报等上百家知名媒体的报道！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iAg-3Csp30AhXwRzABHcTRArgQFnoECAIQAQ&url=https%3A%2F%2Fwww.foxnews.com%2Fopinion%2Fconservative-school-official-doubled-down-on-her-cries-of-racism-its-a-display-of-arrogance-and-prejudice&usg=AOvVaw1lo7wVxz3NnWh2j85Qav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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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newssearch&cd=&cad=rja&uact=8&ved=2ahUKEwjNj7TXs530AhXEtp4KHcZ7DR0QxfQBKAB6BAgOEAI&url=https%3A%2F%2Fwww.forbes.com%2Fsites%2Frichardvedder%2F2021%2F10%2F18%2Fdiversity-equity-inclusion-new-criticisms-and-challenges%2F&usg=AOvVaw0NTGnpCssdzB9VSy6oE5js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newssearch&cd=&cad=rja&uact=8&ved=2ahUKEwjW6fWStJ30AhVJvJ4KHf8zCioQxfQBKAB6BAgGEAI&url=https%3A%2F%2Fwww.ocregister.com%2F2020%2F11%2F23%2Fasian-americans-and-the-dawn-of-a-new-national-civil-rights-movement&usg=AOvVaw30oFgydGyk37qPDI2qvwZQ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newssearch&cd=&cad=rja&uact=8&ved=2ahUKEwjA78iHtJ30AhVT7J4KHVQ4Bqg4ChDF9AEoAHoECAUQAg&url=https%3A%2F%2Fwww.washingtontimes.com%2Fnews%2F2021%2Foct%2F5%2Fcritics-say-doj-move-stop-school-board-threats-wil%2F&usg=AOvVaw0S4ipYDSzAiMNCeI716pNB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Q94CrtZ30AhWTRTABHTBlB_MQFnoECAcQAQ&url=https%3A%2F%2Fwww.yahoo.com%2Fnow%2Fconservatives-aren-t-only-ones-193000903.html&usg=AOvVaw2JCIuC1qxGNYyksjtpgNi2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cad=rja&uact=8&ved=2ahUKEwjQ94CrtZ30AhWTRTABHTBlB_MQFnoECAcQAQ&url=https%3A%2F%2Fwww.yahoo.com%2Fnow%2Fconservatives-aren-t-only-ones-193000903.html&usg=AOvVaw2JCIuC1qxGNYyksjtpgNi2
https://californiansforequalrights.us10.list-manage.com/track/click?u=b78c84756813bc7a3a38500a0&id=350c4c8c95&e=0111f1f5cd
https://twitter.com/ParentUnionCPC/status/1445514696493174794?s=20
https://cferfoundation.org/pr_100521/
https://cferfoundation.org/pr_10052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1/oct/5/critics-say-doj-move-stop-school-board-threats-wil/
https://us10.admin.mailchimp.com/campaigns/show?id=518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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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 CFER 2021 年的工作报告，我们对于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完成这样大量的工作非常

自豪，同时还完成了 CFER 501(c)(3)免税申请的全部过程，所以您对 CFER 的捐款可以抵

税。我们自信在您的支持下，CFER 在 2022 年可以更好地发挥抗击极左思潮的作用，逐步将

CFER 建成一个在社区有理念、有 track record、有信誉、有知名度又有执行力的组织，在反

对 CRT、呼吁美国社会继续任人唯贤（merit）的一线做盐做光。请考虑每个月给 CFER 固定

捐款$50 长期支持 CFER 的工作。 

 

 

 

 

https://cferfoundation.org/support-us/
https://cferfoundation.org/suppor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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