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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CI公布理事选举结果

新选理事感言
作者 侯永浩

ICCCI的选举结果公布以后，众说纷纭，其中最
焦灼的无疑是对副理事会长一职位的意见。我借用
这个机会再重申一次我的几点想法。
在大家常聚首的微信群里，我讲过ICCCI发展20
余年的历史和成绩不容质疑，是所有既往和现任成
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大家都会异常珍惜。我自己的
孩子们也曾经在中文学校度过从~2005至~2013年的每
个周日下午，有时还有课外活动班，所以对ICCCI
并不陌生。我理解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适应性
和包容，同化功用。离开这些，文化就会变成静止
的，不进则退。可喜的是过去20几年来我们的形象在
美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与大量从中国来的移民在
此生根，给亚裔整体带来了活力和变化有很大关系。

见智的选择。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即便自己
不愿在美国久居，也是希望孩子们在这里久居的。
那么在美国久居并且有一个宜居的环境，大多要遵
从一个原则：JOIN THE GAME，THEN BEAT THE
GAME。
我们知道其中的一条路，似乎是爬藤校，上IVY
LEAGUE，仿佛这样可以一劳永逸。于是我们似乎走
近了上世纪犹太人的瓶颈之路，路越走越窄，孩子
们的觉越睡越少；在竞争激烈的领域和地方（不是
指印地），自杀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如何和当地
人一起改变这个局面，使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生
存环境，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有效的沟通。沟通需
要时间精力，也需要智慧。

我参加ICCCI的竞选，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
个组织更上一层楼。我希望可以用我们的现有资源
及新资源来扩大ICCCI的影响范围，从而增进ICCCI
和当地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为这个组织和当地做
成共赢局面。这里说的共赢，更确切地说是要让当
地政经团体意识到ICCCI背后是一个强有力的华人资
源库，如果当地团体想要接近这一资源库，ICCCI可
以作为一个交流的平台。我希望这届ICCCI理事会可
以松散地整合印地的各个华裔组织，跟各位现任和
卸任的领导，会员们合作，为各界ICCCI人士作出表
率，使大家在观念上理解并接受这种走出自我舒适
区域的理念，做好和当地人的融合，并且力争影响
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理解华夏传统及处世哲学。

我多次提到过我们不仅要展示我们文化魅力中当
地人没有的成分，也要巧妙地把我们文化中与当地
人为人处世相同相通的地方展示出来。当人们发现
他们和你有类似的处事理念以后，你的不同之处不
但不会被排斥，还会被视为珍宝。这样的文化自信
和沟通需要很多脚踏实地的工作来促成。比如参与
当地的社团活动，与当地的经贸交流和生意往来，
还有吸引当地人来加入我们的各项组织和活动。这
样可以在工作生活中探讨文化共同点，价值观，等
等。这些工作的具体实施可以在我们的组织内部与
有经验有能力的仁人志士共同协作。求同存异不论
是在我们组织内部还是在走入社区活动中，都是可
以依赖的一个好的原则。

在220挺梁运动的全国大潮里，各个印城华裔即
便是不同组织的，都能够走在一起完成一项共同的
目标，我们完全有能力和愿望利用ICCCI这一历史悠
久的组织为华裔谋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有很多人的
思路是要放眼世界，想要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所以是否在美国长期发展，对每位华裔来讲是见仁

最后我们ICCCI需要有新鲜血疑加入进来。印地
华人很多样化，相信会有很多持有上述共同观点或
理念。我们欢迎各种背景的华人从边线上加入壮大
这个团体。这些新鲜血液可以带来新的服务理念和
财富，为我们对下一代树立一个更多样化的父辈典
型。谢谢大家。

UCLA槍擊案：兇手確認系該校博士

武汉大暴雨,学生放学走”天梯”

警方還在Sarkar家中發現一份「死
2016年6月1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爆發槍擊案，
亡 名 單 」 ， 上 面 列 有 K l u g 及 另 外 兩 人 一名槍手涉嫌射殺一名教授，並隨即自殺身亡。事發後，警方在校園
的 名 字 。 美 聯 社 指 ， 其 中 一 個 名 字 為 內搜查可疑人士。(REUTERS)
Sarkar2011年結婚但分居多日的妻子
Ashley Hasti，她隨後被發現早已在明
Sarkar 自2006年開始在UCLA攻讀博士學位，
尼蘇達的家裏中槍死亡；另一人和Klug一樣是曾 至今未能畢業，他同時也是Klug研究小組的成
給 Sarkar授課的UCLA教授，已證實無恙，警方未 員。
透露其姓名。
槍擊案發生後，校園警報隨即響起，校方要
警方隨後在Sarkar生前的博客中發現他的殺 求全校師生尋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大批警車和消
人動機。Sarkar生前經營一個名為「狹長黑洞」 防車到場，警方派出配備頭盔、長槍的特種部
Long Dark Tunnel 的網誌。3月10日，他在一篇 隊，封鎖校園至正午12點。
文章中指Klug偷自己代碼交給另一名學生，他還
據多家媒體報導，死者 Klug 是一名機械與航
形容Klug是一個「令人惡心的人」，表示「要求
空航天工程教授，領導一個「Klug
研究小組」。
每個來到UCLA的新學生都遠離這傢伙」。這篇文
他的多位同事及友人稱他為一位「好爸爸、好丈
章後來被刪除。
夫」，指他善良且受歡迎，有着「溫柔善良的靈
洛杉磯警長Charlie
Beck指，Sarkar精神 魂和閃亮的心」。
狀況不穩定，且調查顯示「偷代碼」一事完全
受事件影響，UCLA當天全校停課，附近的多
為Sarkar的幻想。洛杉磯時報也引述匿名信源
所中小學也暫時關閉。據
UCLA 校方事後公布，
指，Klug一直在幫助Sarkar完成論文，儘管
Sarkar的水平並非一流，但Klug也在努力讓他畢 工程系將停課至週末，其餘所有學系則在6月2日
復課。UCLA
位於洛杉磯西部，約有4萬3千名學
業。
生，下週將舉行期末考試；槍擊案發生後，校長
來 到 U C L A 之 前 ， S a r k a r 曾 在 印 度 理 工 學 Gene Block 向全校師生發電郵，形容事件是一宗
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突如其來的悲劇」，並指校方會為受影響的學
Kharagpur）取得航空航天工程的學士學位，隨後 生、老師和職工提供心理輔導。
又在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取得航
(来源 https://theinitium.com/)
空與航天學碩士（Master）學位，還曾在德克薩
斯大學（University of Texas）任職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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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 (ICCCI Chinese School ) 是以
传授中华语言和文化为宗旨面向所有华人移民子女和中华文
化爱好者的业余教育机构，也是非赢利性的公益组织。

感兴趣者请将个人简历发到信箱：
iccci@yahoo.com，
并在邮件subject 注明：教师应聘。

据最新消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校（UCLA）槍擊案最新調查結果顯示，
槍手確認為38歲的UCLA工程系博士生
（PhD）Mainak Sarkar。調查發現，他認
為自己的導師William S. Klug偷走他的
開發代碼交給其他學生，因此於6月1日
上午10時用手槍射殺了39歲的 Klug，隨
後自殺。

We hope you enjoy this bi-weekly
Chinese-American Newspaper. This
FREE publication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readers like yourself. Please send
your donations to: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ICCCI中文学校
招聘中文老师

学校创建于1995年,目前已经发展为印州最大的华人中文
学校。学校目前面向社区，招募从学前班到4年级的中文教
师，有丰富教学经验者优先考虑。

當地時間6月1日上午約10點，美國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4號工程學大
樓的一個辦公室發生槍擊案。洛杉磯警
長 Charlie Beck 事後指，一名槍手涉嫌
以手槍射殺一人，隨後自殺身亡，現場
發現一封遺書和一支手槍。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
员，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
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
发行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
第安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
大读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
们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2016年理事会理事选举结果于近日公布。新晋理事成
员名单如下：
侯永浩，王贤忠，邹静，李仁华，莫才清，程裕功。
更多相关消息请见：https://www.indy-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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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凌晨3时
至上午10时，武汉
市出现大到暴雨天
气。据当地水务部
门消息称，降雨中
心位于江南地段，
其中洪山、光谷地
段降雨量达97-115
毫米左右，全市20
处地段出现渍水，
多处道路被淹，不
少轿车被困。许多
学校的学生下课后,
只好走"天梯"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