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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所美国著名医学院的新生入学数
                                                      看华裔医学生的现状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Dr. Edgar Huang 
黄少华博士
SATEnglish@gmail.com
317-804-4060

https://sites.google.com/site/satenglish/

•	 学生在SAT英语阅读和写作两方面有100-550分的提高。自
2008年，Carmel高中每年约三分之一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
finalists（基于PSAT成绩）荣誉的学生曾在SEEC受过培训。

•	 SEEC所教内容是美国高中和初中里不系统教授但SAT/PSAT/
ACT要考的。学生在SEEC所学的知识和技巧终身受益。	
SEEC学生来自印州、美国其他州，加拿大和亚洲国家。

•	 SEEC常年授课。学生可任意一周加入。请email或打电话联
系。SEEC免费试听课，免费评估英语能力。

•	 SEEC另有两项服务：	(1)	给高中生提供长达四年一对一的名校
升学指导，(2)	给毕业生的大学申请提供关键的个体化指导。

黄博士自2015年2月
开始教新SAT，具有
丰富的经验。欢迎6年
级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英语提高班

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Japanese Restaurant for Sale
Asking $100, 000 only

6 Hibachi Table Sushi Bar
Please contact:

May Lau, 317-900-0614 
or 317-702-4648

Castleton Square Mall
6020 E 82nd St, Indianapolis, IN 

(Inside Castleton Mall, near Macy’s entrance)

Phone: (888)DOT-BOBA 
          (888-368-2622)

Website: www.chatimeindy.com
Facebook: chatimeindy

时尚健康 新鲜泡制 自然风味 品种繁多

吴晓波

  适应需求 融合发展
—第十届孔子学院大会在中国上海成功举行

今年“光棍”不剁手，
动手包起饺子来

第十届全球孔子学院大会于2015年12月6到7日在中国上海世博中心隆重举行，
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校长、孔子学院代表共2300多人出席大会。
大会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上海市教委、华
东师范大学承办，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协办。本届大会以“
适应需求，融合发展”为主题，旨在总结经验，密切交流，加强合作，促进
孔子学院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IUPUI副校长Cathy 
Johnson教授以及本孔院的中外方院长全程出席了本次大会。
开幕式由教育部部长、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副主席袁贵仁主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孔

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并为孔子学院先进集体和个人颁
奖，为示范孔子学院颁发证书，宣布成立孔子学院校友会。大会开幕式前，刘延东副总理
还主持召开了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
大会期间举办了18个中外大学校长和孔子学院院长论坛，举办了国际汉语教材资源展等

系列活动。代表们就各国当地民众对孔院的新需求，制订今后五年发展规划，孔院更好地
服务“一带一路”，深化中外大学之间的合作，促进中外文化互联互通等议题开展深入讨
论。
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世界各国民众学习汉

语，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进行人文交流、促进多元多
彩的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截至目前，通过中外双方合作方式，全球5大洲134个
国家共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190万人，现有中外兼职教师
4.4万人，网络孔子学院注册用户达800万人。（孔院 吴门吉 整理， 徐造成 供图）

为了推广巴特
勒大学的中文项
目，2015年11月12
日，就在光棍节第
二天，巴特勒大学
汉语教师关春梅老
师和孔子学院志愿
者余佳佳老师为同
学们组织了 一
次难忘的 饺
子“晚会”。

 为了组织好
此次活动，两位老
师从一周前就开始
准备，邀请了系里的老师、中文班的学生以及所有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全
校师生。

关春梅老师是包饺子行家。她用幽默的讲解引起阵阵笑声。“面团就像你的
女朋友或妻子，
所以对面团你要
温柔、耐心、细
腻，只有这样面
团才会光滑。”
语毕，关老师鼓励
男同学们先尝试
动手，Daniel（王

丹）揉得最好，获得“最佳
男朋友”称号。

同学们一边包饺子，一边
观看中国的娱乐节目。在语
言实验室的另一边，余佳佳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菊花茶、
铁观音和毛尖。看到茶叶在
水中舒展，菊花缓缓盛开，学生不禁惊叹中国茶的魅力。

 吃着饺子喝着茶，活动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此次活动得到了师生们的极大支持，
参与人数达40余人。通过包饺子，师生距离进一步拉近，大家对中国文化也有了更深的了
解。很多学生表示，中国饺子太好吃了，包饺子就是一个神奇的过程，从面团到饺子，就
像变魔术一样。(汉语志愿者老师 余佳佳 供稿 供图)

代理多家保险公司,保证一步到位

汽车保险，房屋保险，财产保险，健康保险，
商业保险，人寿保险，投资理财，奥巴马计划

Auto, Home, Rental, health, Commercial, Life, Investment, Obama care

电话 (Phone)：（317）688-1684
电邮：cyoung1@lillyoptimum.com 网址：www.lillyoptimum.com

一 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校园的走廓上，看
见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今年的新生名
单和照片。这是一所美国著名的医学院，它
在权威的《美国新闻与世界周刋》的全 美
最佳医学院排名中曾经最高排过第二名。我
们正好可以借此公布的信息，从一个侧面分
析美国顶尖医学院的华裔学生的概况。

在123位新入学的医学生中，华裔占22位
（只有一位姓氏不肯定, 大陆拼音的陈姓氏
的”Chen”就占了四位)，韩裔3位，越裔
1位，日裔1位，这样非印度裔的亚裔占了
21.9%。我 在十几年前看见过类似的名单，
这个数字当时就是这样了，显示瓶颈或配额
效应，更说明华裔家长逼孩子们学医的热情
不减。这个名单的华裔医学生中，男女比例
令 人难以置信地严重向华裔女生倾斜，22
名华裔有幸入读的医学生中，女生为16位，
占了73%。这几乎是在为华裔的男孩敲警
钟，竞争的劣势已经非常明显。

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韩裔的数字如此之
低，况且华大管医学院招生的资深官员还是
位韩裔。
当然，这
也不排除
我把那些
与汉语姓
氏一样的
韩裔划归
了华裔。
美国的升
学统计与
英国不
同，印度
裔和巴基
斯坦裔等
南亚洲国
家裔的学
生也包括
在亚裔
内，所以
如果加上

他们，华大医学院的亚裔医学生肯定会超过
25%。

印 度裔虽然在美国做医生的多，但是那些
多是从印度直接来的，他们属于通过了美国
医生执照考试的外国医学毕业生。从华大数
字看，印度裔在美国顶尖医学院的入学 与
华裔的差距还是巨大的，这与我们看到的高
中的情况是相似的。印度裔在美国大学做教
授的人数也没有亚裔那么成气候，他们在IT
行业的杰出表现在某种程度 上，给人们造
成了很多他们在美国非常成功的错觉。

以US News的Student Selectivity (学生选择
性）为标准评价入学医学生的质量，在我的
记忆中，至少过去超过十五年的时间，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都是持续在全美国排名第
一，虽然华大医学院现在 的整体排名为第
六名。这个结果并不奇怪，如果你知道那么
多从华大医学院出去的领袖级人物的话，全
球首个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的资深副总裁

就是华 大医学
院毕业的华裔。
《美国新闻》
的“学生选择
性”以MCAT（
美国医学院入
学考试）和本
科GPA为唯一的
评价指标，入
学华大医学院
的医学生需要
在本科 GPA 3.7
和MCAT 考分
38的范围，比哈
佛，斯坦福和霍
普金斯还要求
高。(若需美国
升学咨询服务，欢迎联系我们：电子邮件: 
wu_xiaobo@hotmail.com;
电话：314 497 1597)。

圣 路 易 斯 华 盛 顿 大 学 医 学 院 的
2015年新生

IUPUI与会代表合影

吃餃子喝茶，其樂也融融

王丹（左3）揉面获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