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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初選 卡莫兒市長有驚無險
Albert Chen 大力推薦市長政績

（接第一版）會中，Albert Chen 細說了多年前博內爾市
長對工商界的支持，特別是對Telamon的支持。他提了華人同
胞耳熟能詳的「飲水思源」的觀念，說自己不牽涉政治，但
是誰做得好就支持誰，呼籲大家除了投自己的一票之外，更
要向朋友催票，或是以捐款的方式，支持做得好的候選人。

在餐會中，記者注意到在博內爾市長的談話中，聽不到
口號，談的全是施政上的一些細節。政治人物能不喊口號，
多談實事，也不容易。

Albert Chen 先生介紹市長時，他幽默的說他上台講話，
可以讓大家欣賞他的外國口音。其實，做為第一代移民，每
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在乎自己說英語時的口音。但是簡單的一
句幽默，常讓大家都輕鬆。

博內爾市長談到了下一任內的主要計劃，是希望在 Gray 
Road 和 Hazel Dell Parkway 用聯邦經費多蓋一些圓環，爭取96
街和Keystone 的雙層圓環，和卡莫兒文化區南邊，也就是131 
街南邊的項目。 

WHEN/ 时间:  
1 p.m. – 2 p.m., 
Sunday, May 17, 
2015 
2015年5月17日，周
日下午1-2点

WHERE/ 地点:  
8604 Allisonville 
Road, Suite 375, 
Indianapolis IN 
46250

Experience the 1989 spring of 
Tiananmen Square through the eyes 

of a documentary photographer.

通过一个纪实摄影家的眼睛来经
历1989年春天的天安门广场

Tiananmen, 1989: A Photographic Journey 

1989 天安门：摄影历程

SPONSOR: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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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Parking/免费停车

COST: The presentation 
is free. All is welcome. 

讲座活动免费。

Dr. Edgar Huang 
Associate Professor, Media Arts 
and Science, IUPUI 

黄少华教授，（IUPUI 媒体艺术
与科学)

与H-1B签证擦肩而过？可考虑O-1
张哲瑞律师事务所供稿

今年的H-1B申请抽签，堪称是有史以来
形势最严峻的一次。4月13日，美国移民局宣
布，4月前五个工作日内共收到233,000份申
请，比去年的172, 500份申请多出六万以上, 
并完成了抽签程序，选出了65,000个常规申
请和20,000个留给在美国获得硕士或以上学
位的申请。

也就是说，23.3万名申请中只有8.5万
人能被抽中，中签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那
么，如果申请人与H-1B签证擦肩而过，还有
其它的选择吗？我们建议，如果申请人符合
条件，可考虑申请O-1签证。

O-1签证是为在科学、艺术（包括电视，
动画产业）、教育、商业或者体育业界拥有
杰出能力的外籍人士入境美国所设定的非
移民签证。O-1签证持有者可以在美国境内
居住和工作，并且，如同H-1B，L-1签证那
样，O-1签证也允许持有者拥有“双重意向”。

我们知道，签证是入境某个国家的法律
文件，而美国的签证大体可以分为移民签证
（比如家庭移民签证，职业移民签证等）和
非移民签证（比如学生签证F-1，工作签证
H-1B、L-1，商务旅行签证B-1/B-2等等）两
大类。移民签证允许申请人具有移民美国的
意图，而通常而言，非移民签证是不允许有
移民意图的，这也是签证官考量是否发放非
移民签证的重要前提。但具有“双重意向”的签
证类别却是一个例外，它们虽然有着非移民
签证的一些特征，比如有时限，附条件等，
但另一方面却允许持有者拥有移民意图。就
是说，美国移民法和相关的政府机构不会对
该类签证持有人是否具有移民意图做任何考

察。然而，对于那些要求没有移民意图的签
证，比如F-1，B-1/B-2等，其持有人在当初
申请该签证以及后来保持该身份的时候都不
能有移民意图。换言之，如果这些签证持有
人提交绿卡申请势必会影响当前的非移民身
份。但是H-1B，L-1以及我们现在谈到的O-1
签证的持有人则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也就是
说，通过“双重意向”的设定，O-1签证持有
者如果完成了PERM劳工证申请或者提交了
I-140移民申请，或者其他的移民程序，都不
会因为具有了移民意向而影响当前的非移民
身份，并且也不会因此影响到O-1签证的延
期。另外，移民法也不要求O-1签证持有人有
放弃国外居所的意图。

我们之前提到了H-1B和L-1身份（签证）
同样具有“双重意向”，只是这两种身份均拥有
一定的时限。通常来说，H-1B雇员的时限为
六年。而L-1A身份可以延期最多到7年。相
比之下，没有法律规定O-1的时限，因此理论
上O-1身份是无限期的。当然，O-1身份的时
限取决于持有人为申请人雇主的工作何时结
束，在那之前，只要其他条件满足，O-1身份
则可以无限的延期下去。因此，对于有条件
的申请人， O-1签证是他们稳定合法居留美
国并且在等待移民申请结果的同时继续工作
的不错选择。

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成立19年来，已
经成功地为许多客户获得了O-1签证的批准。
如果您对O-1签证有兴趣，您可以发邮件到
info@hooyou.com 向我们咨询。我们经验丰
富的律师团队将评估您的条件并在24小时内
给予您答复。

Albert Chen 在聚会时讲话

“追” Runner
作者 朱昆

“追”, 是我的网名。两个意思：第
一，我是个runner; 第二，我是菜鸟，只
有追的份儿。大家叫我追哥。

1.中毒
未名空间是美国最大的华人论坛。未名

上面有个跑版。版上经常讨论，大家怎么
开始跑步的。跑步那么无聊枯燥，这帮人
怎么会那么变态爱跑步？长期周期性讨论
的一至结论是: 中年危机。别笑，事实确
实如此。看看美国这里的大众长跑比赛成
绩，最强的年龄组都是40到50岁，因为年
轻人没那么无聊去玩跑步。沙发，电视，
再加上酒吧，是典型的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公司第一个马拉松达标波士顿
标准的，是一个和我经常有工作接触的
director. 40岁时他过生日，站在镜子前
面，看着里面不认识的那个胖子，从此就
开始了跑步。45岁时他哥哥患了肝癌，他
捐了60%的肝给哥哥。带着剩下的40%，10
个月后，他又站在了芝加哥马拉松的起跑
线上，并且最后成功达标了波士顿马拉松
（Boston Qualification，或叫BQ）！在
跑步中，达标波士顿就是考上清华哈佛的
意思。他的奇迹被采访上了报纸。我后来
发现，这样开始跑步的，其实是典型案
例。

你们问我怎么开始跑步的，说来有点
离奇。200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一
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赛跑。醒来以后
觉得很可笑。不过转念一想，Why not？头

脑一热，就忽悠了另外两个印度同事，一
起报名了一个5千米比赛。去了才发现，比
赛原来是个嘉年华，男女老少好多人，十
分热闹好玩。我跑到要吐血，看着前面的
小屁孩愣是追不上，结结实实地被羞辱了
一次。最后成绩22:29. 不过和印度同事
比一下，却是快了太多，心里好不得意。
（两年后才发现，其实这水平在跑版基本
就算不及格…）尝到了甜头，第二年提前
两三周练了一下，又去玩一回，居然又进
步了一点。又是窃喜。这两年只能说是对
跑步有了兴趣，还没有常规跑，不算个
runner。

正式开始跑步是2011年初。这时候，开
始决定训练冲击第一个半程马拉松。对于
原来只偶尔跑二三十分钟的我来说，想想
半马要跑两小时，心里还是很打鼓的。而
且我膝盖前一年出现了问题，很怀疑能否
坚持训练。就这样，一个春天小心翼翼，
耐着性子很慢很慢地跑。老天保佑，耐心
终于得到回报，最后完整地站到了起跑线
上，虽然膝盖下面还是缠着一道紧箍咒
（knee strap）。不跑步的人听到比赛想
到的都只是比赛的拼搏。殊不知，能成功
站到起跑线上才是最大的胜利。

第一次跑这么长比赛，没有经验，闷
着头，跟着大部队就冲了出去。跑完头5千
米，一看表，哎呀妈呀, 居然和我一年前

的5千米记录只差两秒。怎么会？不累呀？
但是水平再提高也不会这么蜕变，于是意
识到自己跑太快了。这个发现正确而无
奈，已经太晚了。后面跑的是越来越慢，
生不如死。旁边加油的大叫，“You are 
looking good! Keep going!” 行行好吧，
不要骗我了好不好，杀猪一样还差不多。
越跑越累，只好尝试别人的跟美女战术，
还是不灵。美女一个个地穿着露脐装，身
材惹火没商量。但是跟在后面的我看着健
美的背影，却是有心无力。目送花儿们一
个一个绝尘而去，我只有望尘莫及！到了
最后半迈，本想总算快到了。结果一拐
弯，天哪，又是一个长长的上坡。哭的心
都有了。拖着沉重的双腿，好歹最后一步
没走地跑完了，成绩1:41:03，达到了既定
目标，还不算慢。和公司女跑友一起出去
吃饭庆祝，被她认为跑得非常快。又小小
地成就感了一把。

2.渐入佳境
从这次半马训练开始，我接触了未名

空间的跑版，后来认识了一大班跑友。
跑版也有风风雨雨。故事另外收费，这里
不提。不过每年生日有一帮跑友说生日快
乐，这是在中学之后好久没有过的美好感
觉了。这算是爱上跑步的意外收获吧。

这个时候，2011年，马拉松和自己还
不沾边，只在跑版上看热闹。每次看着别
人比赛，我自己激动老半天。呵呵。我的
右膝老出问题，当时琢磨着自己没法承受
住马拉松的训练强度。另外，马拉松训练
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还是等小孩大了再说
吧。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在心里默默地许
下了一个愿：这辈子要完成一个马拉松。
至于将来能达标波士顿，那确实想都没想
过。给你个概念，我这吐血跑出来的半
马，连续跑两个凑一块儿算一个全马，离
达标还有好一段距离。所以达标就是个天
方夜谭。在旁边看看人家的热闹就好。

从这时候开始到2012年，就一直这么慢
慢地跑着，不时参加个短距离的小比赛。
这个在美国很方便。春天到秋天，每个
周末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民间比赛。正经
跑的，凑热闹走路的，年轻体壮的，老幼
病残的，什么样的人都有。比赛一般都是
为了给某个慈善机构筹款。大家也乐意交
钱折磨自己，经常全家上阵。这么跑着跑
着，赛着赛着，渐渐发现身体是个很奇妙
的东西。原来需要狗一样呼哧呼哧地拼的
速度，慢慢地变得轻松了。比赛成绩也越
来越好。我悟出了两个道理：1）别人比你
跑的快不是因为别人比你能忍受身体的痛
苦，而是在你痛不欲生的时候人家还轻松

愉快；2）靠坚强意志是没法跑步的。没实
力，跑不动就是跑不动了，即使后面放狗
追，前面裸女勾也没用。训练实力决定赛
场一切表现。

3.转折
转折点是在2013年春。话说我们这里虽

然土，但是美国最大的半程马拉松就在这
里---- One America 500 Festival Mini 
Marathon. 算名牌吧, 哈哈。由于人太

多，我原来一直没有去参加。其实公司每
年都有很多人去，这一年我决定也去凑凑
热闹。

比赛有3万5千人，够大，够热闹。但
是大比赛有大比赛的问题，车老远就被堵
住了，搞得我差点漏掉比赛。最后还被迫
在车里解决内急问题。这里就不详述了，
另外收费。这比赛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前
500名可以另外拿到一个 “500 club” 的
奖牌。当然，这奖牌也是梦想之外的。可
是，这大比赛鸡血效应意想不到地强，一
路上花枝招展的拉拉队小姑娘们太给力。
脚下收不住，越跑越快，一路超额完成任
务。最后成绩比预料的好不少，1:30:43，
居然有幸拿到了这个 “500 club” 奖牌！
我当然也没注意到这是那个特殊奖牌，人
晕晕的，闷头往外走。快出赛道的时候，

又有人给我挂第二个奖牌。我一看，哇，
这个奖牌比刚才那个大多了！甚喜，竟然
把 “500 club” 牌牌摘下来还给别人…把
人家笑的不行。反正我窘事多了，也不多
这一个。呵呵。

回家以后我就上网在跑版汇报比赛。有
好事者一二就开始往我的心里种草 -- “追
哥，这水平可以BQ了。快去跑全马吧。”
。啊？真的假的？俺年纪不小了，不要乱
开玩笑哈。脆弱的小心灵抗拒了好几回，
这草终于还是让它发了芽儿 --刚好秋天
有个不错的马拉松，而且马上岳父岳母大
人要来半年，可以帮忙。没有更好的时机
了。牙一咬，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