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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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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比利时当地时间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及
地铁站发生连环爆炸案，造成三十多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布鲁

塞尔关闭机场，暂停火车、地铁、公交等所有大众运输服务。比
利时及许多欧洲国家处于高度警戒状态，提升了反恐警戒程度。

据报道，布鲁塞尔的炸弹袭击被认为与去年11月发生在巴黎
的暴力袭击有关联。“伊斯兰国”（ISIS）组织声称是巴黎和布
鲁塞尔袭击的幕后策动者。

布鲁塞尔机场监控视频显示三名嫌疑人影像（左图），警方
仍然在追缉布鲁塞尔机场三名嫌疑人中的其中一人（白色衣服）
，其身份仍未得到确认。

比利时警方出动大批警力，紧急追捕涉嫌并在逃的恐怖分
子。有消息说，目前共拘捕6人，被捕者涉嫌与机场和地铁站恐袭
事件有关。

另外，比利时传媒引述警方消息称，布鲁塞尔连环恐袭案的
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原本计 划袭击境内一座核电站，但可能因为
警方日前的搜捕行动，改变计划。

(更多相关消息见第11版）

比利时遭恐怖袭击 欧洲国家加强警戒
Terrorist Attacks in Brussels, Belgium 

【本报综合消息】引起各方强烈关注
的纽约前华裔警官梁彼得误杀黑人青年格
雷案本周星期三有了显著进展，起诉梁彼
得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汤普森向法官建

议，以较轻方式处罚被定过失杀人罪的被
告梁彼得。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肯尼斯·汤普森
星期三写信给梁彼得案主审法官，在20多
页的量刑建议中提出不要对之前被定二级
过失杀人罪成立的前纽约华裔警官梁彼判
监禁刑，代之以6个月监视居住，500个小
时社区服务，缓刑5年的较轻处罚。该罪名
最高可判15年监禁。

汤普森在信中说，“这一悲剧案件从
头就一直是要讨还公道而非报复。”他还
说，“由于对他（梁彼得）的监禁对保护
公众并无必要，也由于本案的特殊性，因
此 对其监禁是不必要的。”

2014年11月，梁彼得和同事在一栋黑
暗的公租房楼梯间巡逻时受惊吓开了一

枪，子弹从墙上反射到楼下，击中28岁黑
人青年格雷，致其死亡。

梁彼得的两位上诉律师随后发表声
明，认为梁彼得是清白的，“此案是意
外，不是犯罪”。声明说，该案的特殊之
处在于检方虽然在审判中获胜，却建议被
告无需入狱。

他们表示，“虽然不同意汤普森在梁
彼得罪责的根本问题上的看法，但他作出
梁案无需使用监禁的冷静、勇敢的决定值
得称赞。”不过他们表示，“无论法官最
终是否按检察官的建议判决，他们都将继
续为梁彼得上诉。”

法官定4月14日对梁彼得案作出判决。

华裔警官彼得·梁或将免于入狱服刑
New York prosecutor recommends no prison time for Peter Liang

Mark Zuckerberg meets top Chineseleader 
Facebook founder Mark Zuckerberg today met a
senior ruling Communist Party offi  cial in China,
which has largest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 the
world and where the popular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 remains banned. ...
马克·扎克伯格：互联网企业投资重点可转向
农村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2016”于3月19日-21日在北京举行。在
主题为 “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 的分
组会论坛上，Facebook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
伯格肯定了中国互联网发展取得的成果。他建

议，未来互联网企业投资重点可转向农村……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Governor Pence Signs ABLE Act into 
Law
   Page 7

NCAA疯狂三月继续上演，印州
球队几家欢喜几家愁       
        见第9版

新视角：
 踏上旅程，面向远方
  见第10版

共和党可能出现争执的代表大会
           见第3版

印第安纳大学首届国际学生招聘
会圆满落幕       
  见第11版

第四届华人摄影俱乐部摄影比赛
得奖作品
           见第4版

ICCCI协办护照签证通知

ICCCI订于4月10日下午1点至4点，在
卡梅尔高中（Carmel High School）收
集办理签证所需要的相关材料，并随后将
材料递送中国领馆，估计4月20日左右会
收到批准签发证件。签证$140每本，手续
费$25每本。签证有分类，大都选L旅行签
证，可选10年多次出入。

要用最新签证申请表格，必须打印，
不能手填。 邀请信要写上联系人姓名，地
址，身份证号码，与邀请人关系，国内地
址等等。护照第一页要一份copy 件。第一
次申请中国签证的华人，要递上原中国护
照，以便剪角作废。

用新护照签证，旧护照如果有最近的
中国签证，要附上原来签证的copy件。儿
童第一次办签证，要带上出生证原件和复
印件。

全部费用可开支票给ICCCI，个人支票
可以。现场不收信用卡。

《印州华报》鼓励读者朋友们积极参
与您所在州的初选！这是华人参与社区、

影响社区的重要手段，让社区听到您的声
音，让心仪的候选人代表您和您的州！

初选将决定谁会出现在11月8号的普选
中。全美435名众议院的席位，参议院一半
的席位，12位州长，以及上千个州和地方
的名额将在秋季迎来角逐。

印第安纳州初选的登记报名截至到
2016年4月4日。州初选日期是2016年5月3
日。

注册很方便和快捷，短短几分钟而
已。更多信息，请见政府选举资源网站印
第安纳州初选的登记报名截至到2016年4月
4日。州初选日期是2016年5月3日。

注册很方便和快捷，短短几分钟而
已。更多信息，请见政府选举资源网
站：https://indianavoters.in.gov

提前选举
所有的州都为那些不能在选举当天前

来的选民设置了提前选举方式。很多州也
允许注册选民提前选举。如果您不能选举
当天出席，或有各种原因需要提前选举，
请访：https://indianavoters.in.gov

左图：义务工作者帮助老年公寓的华
裔居民天下注册表。

更多信息见第2版。

现在就注册，参与州内初选吧！
Register now to vote in your state’s Primary Election

For AD info: Call 317-625-0623 or 
   Email: Tina.Tian@indyaat.org

有关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详情请见第8页。More on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see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