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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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ff for early birds (Before 1pm, Monday to 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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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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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ly_david168@yahoo.com 

Hanbridge Learning Academy 
汉桥课后学校 ：汉语教育从这里启航 。。。 

Tel: 919-208-4461 (Tracy) 
Wechat: 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Web: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汉桥课后学校为孩子提供优质的课后服务：辅导完成作业、中文课，每周不同主题兴趣课一次。让孩子在兴趣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免费为每位孩子（K班以上）提供中文课和特色课的试听服务各一次。同时提供school’s out camp，day 
camp 和春假、暑假camp。 

 为学生免费提供接车服务、提供健康有营养的
小食品 

 辅导学生完成美国学校的作业  
 生动有趣的中文课 
 注重学生特长培养：语言艺术、舞台表演、用

中文演讲、画画、face painting等课程。 
 

 Free pickup service and snacks provided  
 Mandarin learning and Chinese culture 
 Homework assistance 
 Language speaking art, stage performance,  

drawing, creative crafts, singing, face 
painting and more 

 Day camps, summer camps 
 

 
授课时间：Monday-Friday 3:00pm-6:00pm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Piano Solutions 对面)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接车司机 

   普 林 斯 顿 这 次 没 有 屈 服
吴晓波

2015年的11月份，普林斯顿校长的办公
室成了学生静坐示威的场所，当时校园还
有炸弹威胁的传言。美国自由派媒体推波助
澜，全力跟踪报道，长达32小时的静坐在普
林斯顿校长签署了妥协文件后才得以结束，
这位上任不久的可怜的普林斯顿校长应该是
一夜未眠。

那 么 原 因 是 什 么 呢 ？ 这 跟 普 林 斯 顿 的
校友，前校长和美国第28任总统Woodrow 
Wilson（威尔逊）有关。威尔逊担任了两任
美国总统，为美国呼吁放弃孤立主义国策和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影响深远的美国总统，
也是联合国前身的国际组织的倡导者。作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领袖，威尔逊曾经代 
表美国参加了战后在巴黎郊外举行的凡尔赛
会议，羞辱中国的凡尔赛协定传到北京后直
接诱发了五四运动。威尔逊是普林斯顿的骄
傲，为普林斯顿毕业的两位美国总 统之一，
所以校园内很多标志是纪念这位杰出校友
的，包括建筑物上他的名字，本科的威尔逊
住宿学院，以及更为著名的威尔逊公共和国
际事务学院。

把普林斯顿校长逼到墙角的是一个名为
黑人正义联盟的组织，他们认为威尔逊当政
时主张种族分离，所以威尔逊应该是一个彻
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校园内任何关于威 尔
逊的标志都是对非裔的不尊重或污辱。有非
裔学生公开表示：走在拥有威尔逊纪念标记
的校园里，他会感到不舒服。他们的静坐要
求普林斯顿校长必须签署一份协 议，担保普
林斯顿校方同意去除校园内威尔逊的标志，
包括将威尔逊的名字从那所经过无数校友和
教授的努力才在国际事务领域享受崇高威望
的学院中去除。当时威 尔逊公共事务学院
的黑人主管无可奈何地说，在校友们心中威
尔逊就是他们的品牌。另一项具有讽刺意味
的示威学生的要求是，普林斯顿校方应该安
排专供非裔学生 活动的文化场所，这不是公
开要求新形式的种族隔离吗？校长如果不签
此协议，学生静坐将会持续。最终校长还真
妥协签了，并且承诺不会报复示威的学生，
这样才 换来了优雅的普林斯顿校园的平静。

但是普林斯顿校长签的是一份有条件的

协议，那条件就是
普林斯顿校方将会
建议普林斯顿的最
高决策机构，也就
是普林斯顿大学董
事会，批准去除威
尔逊的名字，因为
这么重大的决定普
林斯顿的校长也不
能做主。经过数月
的举证调 查，普
林斯顿董事会于周
一（4月4日）对外
宣布：普林斯顿将
会保留建筑物和学
院的威尔逊名字不变, 学生食堂的威尔逊照
片也会保留。当然为了安抚，董事会开出了
包括招更多少数族裔博士生等一系列校园多
元化措施，普林斯顿甚至还略微修改了它的
校训语（Motto) 。

普林斯顿这次没有向极端的政治正确闹
剧屈服，董事会坚称，他们需要客观地评价
这位首次让妇女拥有投票权和因创立囯际组
织而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杰出校友，并且称赞
威尔逊担任校长的八年期间的努力使普林斯
顿从平庸走向学术的辉煌。

任何历史人物的功过都是正面和负面并
存的，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应该把他
们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以现在的
标准来要求历史人物是相当荒唐的。在威尔
逊担任总统的1913-1921的年代，美国黑奴早
已解放，他的主张种族分离的政策当然充满
歧视。然而，你怎么能指望他作为 自1848
年以来首位当选的南方裔美国总统（他来自
弗吉尼亚州），威尔逊会在种族问题上特别
正确？但是他自己至少没有机会被指责为奴
隶主，如果按照普林斯顿那帮闹事学生的标
准，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总统蓄过奴，并且
与黑人女子有染后还生了私生子，那么费城
的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是不是应该也
必须改名？(若需美国升学咨询服务，欢迎
联系我们：微信: XiaoboWu554; 电子邮件: 
wu_xiaobo@hotmail.com;

普林斯顿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

上图: 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

美国总统威尔逊：上图为普林斯顿学生餐厅的威尔逊照片；下图为签署凡尔赛协定时的威
尔逊，合影从左到右分别为英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的首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