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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来美国三十年参加的第一次政治
集会居然是大嘴川普的集会。在纽约初选
大胜后的川普来到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
纳波利斯造势。想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没
有从政经验，滿嘴跑火车的人能在共和党
初选中遥遥领先，我决定到现场去看看。
尽管提前半小时到，停车场已经全满，

只得停到远处。会埸门口有几十个抗议
者。多数是黑人兄弟。

会場里记者们架好长枪短炮准备拍照
采访。没想到川普在发言中一度指着这些
记者说媒体大多都是不诚实的。我还是第
一次在美国看到这种当众打脸不给面子的
事。
几千人的会场里绝大部分是白人，各

年龄段都有。东方人面孔不超过十个。川
普演讲翻来复去还是那几点：非法移民，
在墨西哥边境修墙，中美贸易差，北约组
织成员国该多出钱，各种贸易协议让美国
工人失业等等。听众们不时举着标语牌附
和，高喊USA, USA。

集会中也不时有抗议者搅局，被保安带
岀会场。但没有看到肢体冲突。

演讲结束后川普下台和群众握手。很多
人挤上前与他互动。

说来惭愧，我来美国30年了才第一次
参加总统选举集会。除了梁警官事件的因
素，今年的总统初选确实是太另类了。共
和党的候选人出了个富二代大房地产商川
普，百无禁忌。政治上的事情什么不该说
就偏要说什么。原来以为是看闹剧，结果
将所有十几个候选人打得落花流水。官二
代小布希的弟弟，前佛罗里达州长尽管
有总统哥哥站台，筹款一个多亿，也很快
就没戏了。而支持藤校毕业川普的大多数
人是无大学文凭的篮领工人。民主党则出
了个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要劫富济贫，砸
烂大银行，全民医疗免费，读大学免费。
得到许多年轻人支持。前总统夫人前国务
卿希拉里尽管有钱有人脉，也被追的很狼
狈。
美国总统真是不好当。这几位都是70

岁左右的人了，全国到处跑，天天演讲拉
选票。不管你什么出身，只要有老百姓支
持，给你投票你就可以当总统。等希拉里
来了我也会去看看。比较一下这两位很有
可能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参加年底大选的
候选人的气埸，在美国也参一把政！。
到时我会投谁的票，且看下回分解。

由Carmel Arts Council主办的“第一
届Carmel春季主题儿童绘画比赛”经过
激烈的角逐，评选结果于近日揭晓。获
奖情况刊登于网站，链接如下：https://
www.facebook.com/CarmelArtsCouncil/
posts/597703937065628
“玩美童画”工作室(warmcolor4 

@ gma i l . c om )的10名小朋友脱颖而
出。Austin Shen，Janelle Xiang和Ethan 
Li包揽了Kindergarten组的一，二，三名; 
Luke Jiang获得一年级组第三名; Taylor 
Zhuang和 Allison Shen分别获得二年级
组第一和第二名; Alan Lai, Michael Gao和
Ethan Wu包揽了三年级组的一，二，三
名; Sarah Chen获得五年级组第一名。
颁奖活动和作品展示于2016年4月13

日在CAC Children’s Art Gallery举行。
恭喜我们得小小艺术家们，为你们骄傲！    

肝癌，能躲开它吗？（上） 
胡培怡，全科医生       

一位51岁刚完成第一年住院医生训练的中
国医生，丢下他的理想、爱妻和孩子，在发病1
年之后离开人世；

一位42岁的美女工程师，在用尽所有治
疗，包括她的坚韧，乐观，养生气功，中药，
化疗，在发病2年半之后丢下她心爱的丈夫和女
儿离开人世；

一位39岁的2个可爱孩子的父亲，丢下他的
亲人和辛苦打拼出来的餐馆，在诊断后半年就
离开人世。

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还有更
多，不一一列举。

他们，都被肝癌夺去正当年的生命。
肝癌(原发性肝癌)是亚裔常见的癌症，普

查资料显示，在中国肝癌的年死亡率仅次于胃
癌和肺癌，居第三位。因为肝脏是人体多种重
要物质的代谢中心，还有解毒、分泌、排泄等
重要功能，一旦肝脏出现癌肿，对人体的健康
危害极大，如果不是很早期发现，死亡率极
高。

肝癌有哪些症状呢？比较常见的有：
肝区疼痛。有半数以上病人以此为首发症

状，多为持续性钝痛、刺痛或胀痛。
全身和消化道症状。早期常不易引起注

意，主要表现为乏力、消瘦、食欲减退、腹胀
等。部分病人可伴有恶心、呕吐、发热、腹泻
等症状。晚期则出现贫血、黄疸、腹水、下肢
浮肿、皮下出血及恶病质等。

肝肿大。为中、晚期肝癌最常见的主要体
征。在不少情况下，肝肿大或肝区肿块是病人

自己偶然扪及而成为肝癌的首发症状的。
肝癌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手术

切除癌症包快，肝移植，局部热灼，经动脉化
学阻塞， 放射治疗和化疗，等等。存活率比较
高的是有极少数很早期的肝癌患者可以作肝移
植，这取决于癌症的部位，分期，以及是否有
合适的供体肝。但是大多数出现以上症状的患
者已经是晚期，即使经过救治，存活的机会还
是很小。

那我们怎么办？让肝癌继续夺去我们的同
胞，朋友和家人的生命？不！不能！

哪里有突破口？请看：以上列举的几个我
们周围的肝癌患者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乙
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这就是突破口！请看看这
些统计数字：

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原发性肝癌90%以上是
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的患者或者病毒携带者，也
就是说，乙肝病毒的持续感染是肝癌发生的最
主要的原因。

中国及东南亚地区是乙肝病毒高携带区，
携带率占人群8-20%（根据不同的地域）。

所以在中国和东南亚人群中减少肝癌发生
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预防：

控制乙肝病毒的传播，减少乙肝病毒携带
者和慢性乙肝患者人数；

对现有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慢性乙肝患者
进行检查和治疗，将肝癌的的发生消灭在萌
芽。

那么如何控制乙肝病毒的传播和保护现有
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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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选举问答
今年2月梁警官案件让我们许多华人

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参政，我们还会受
到不平等的对待。”正好今年是美国大选
年，很多华人朋友对参加选举有些疑问和
看法。以下就有关选举问题的解答。

问：可以告诉我们今年各种大小选举
的日期吗？
答：印地安那的初选（Primary）是

5月3日。可以到你所住区域的投票站投
票。投票站开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6
点。
全美国的大选日期是11月8日。

问：5月3日是印地安那州两个党的初
选，如果我不注册某一个党派，可以参加
初选吗？
答：可以。只要当天到投票站后告诉

工作人员你是准备投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就
可以投票了。
问： 我有一个孩子今年七月份才满18

岁， 请问他可以参加5月的primary和11
月份的大选吗？
答：法律规定要在投票选举当日年满

18岁的才有资格投票。 你的这位小孩在5
月3日因为没有达到18岁所以不能投票。 
不过他可以参加11月的大选投票， 因为
到11月8日他就满足年龄要求了。

问：如果投票日当天我不在本地如何投
票？
答：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提前投票

（early voting），你不需要任何特别的理
由就可以提前投票。4月5号开始就可以去
你当地的选举办公室（elections office）
就primary投票，需要出示政府颁发的证

件。Marion county和Hamilton County的
投票点见下面列的选举办公室的地址。
第二种选择就是申请用Absen t ee 

Ballot (缺席选票)。65岁以上老人和有残
疾的人也可以用缺席选票。
首先要到这个网页去下载缺席选

票的申请表：ht tp : / / fo rms . i n . gov/
Downloads/47090%20fill-in.pdf填好后
寄到、或送到、或电传（fax），或电子
邮件（email）到你住址所属的办公室。
然后选举办公室会把正式的选票邮寄到你
填写的地址。你可以填好正式选票后再按
指定地址寄回去就可以了。 
注意参加5月3日初选的朋友，必须在

4月25日（周一）晚上11点59分之前将
表寄/送到以下地点。参加11月8日大选
的朋友，必须将申请表在10月31日以前
分之前将表寄/送指定地址。

Marion Co. Election Board
3737 E. Washington St.  Suite A
Indianapolis, IN 46201
电话：317-327-5100 
电传：317-327-4815
网址：http://www.indy.gov/eGov/

County/Clerk/Election/Voter_Info/
beforeed/Pages/Early-Voting.aspx

Hamilton Co. Elections Office
1 Hamilton County Square Suite 106
Noblesville, IN 46060-2219
电话：317-776-8476
电传：317-776-8218
网址：http://www.hamiltoncounty.

in.gov/222/Current-Election-Information

来美后第一次政治集会
作者 徐造成

 

印城华人医学会向印州华人社区推出科普讲座 

你知道乙肝吗? 
主讲人：胡培怡 医生 
 
时间：5 月 18 日（周三）下午 6 点 
地点：宝岛海鲜自助餐馆 

（Formosa Seafood Buffet） 
6304 East 82nd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参加者免费 buffet 晚餐 

免费乙肝筛查 
报名电话：317-550-9703 
 (参加者必须报名。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第一届Carmel春季儿童绘画比赛
“玩美童画”工作室硕果累累

文：玩美童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