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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尔市首次庆祝中国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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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6月10日星期五下午5点
30分，由卡梅尔-襄阳姐妹友好城市委员
会、卡梅尔市图书馆和印州华报合作主
办的第一届卡梅尔端午节在卡梅尔图书
馆举行了简短而热烈的开幕仪式。仪式
上卡梅尔图书馆馆长Nancy Newport女士
和卡梅尔-襄阳姐妹友好城市委员会副会
长叶明女士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送上了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祝福以及对三
方合作的充分肯定。

本次活动主要集中在6月10日晚间和
6月11日下午。活动期间卡梅尔图书馆的
外走廊被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和中国服
饰装扮得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道。两天
共有两百多人兴致盎然地参与了活动。

主办方精心准备了各种介绍中国文化

历史、端午节来源和习俗的节目：Echo 
Wu老师为大家绘声绘色讲述的屈原和
端午节的故事；白玲女士表演的典雅茶
艺；本地艺术家冯雅芳（Jenny Feng）
女士展示的精湛中国画和书法；当地华
人社团，ICCCI Show Group和Sunshine 
Group表演的优美的中国舞蹈；知音组合
演唱悦耳风趣的民歌。

在儿童活动室里还有专门为小朋友们
准备的学写毛笔字、“包粽子”等手工
艺活动。平时寂静的卡梅尔图书馆里几
度响起的古朴优雅的中国音乐，给这座
现代化的图书馆增添了丝丝中国古楚风
韵。传统的中国端午节在印地安那州的
卡梅尔市落地生根了。

更相关消息及照片见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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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MEL LIBRARY CELEBRATED DRAGON BOAT FESTIVAL 

Father’s Day 父亲节
    Page 6

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给其他父母
的劝告
    见第5版

印州华人俱乐部
 扑捉动感和气氛
             见第4版

欧洲杯开始了，真球迷和伪球迷
的不同表现有哪些？  
        见第9版

新视角：
 生命消逝的瞬间
   见第10版

奥兰多恐怖攻击牵动美国敏感神
经    见第8版

职业移民排期依然停滞不前
    见第3版

Tech Company Moving to ‘Silicon 
Prairie’
    Page 7

卡梅尔图书馆馆长Nancy Newport女
士致开幕词辞。

（摄影 Mitch Zheng ）

加州众议会通过亚裔细分提案
华人或再遭挤压

　　据美国《侨报》6月16日消息，备受关注的细分亚裔的
AB1726 法案最近在加州众议会获得通过，将于6月22日在参议
会进行表决。
　　该提案要求从2017年7月1日起，加州公共高等教育系统和
医疗系统要针对华人、印尼等亚太裔居民额外增加附加表格及
其他表格，对所在血统族裔详细情况进行登记。报道称这些族
裔包括孟加拉人、苗族、印尼人、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
斯里兰卡人、泰国人、夏威夷人和中国人等。
　　这一提案将于6月22日在加州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举行听证和
票决。
　　据报道，AB1726法案提出后，在整个加州的华裔社区引起
了强烈反弹，不少社区人士担心，这项法案的最终目的是要推
翻加州平权法案，继而像此前的SCA5法案一样，对加州公立大
学亚裔入学比例起到消极影响。一些华裔人士就此发起了抗议
活动，他们认为法案的实际意图就是用它来孤立一些他们认为
应该受到限制的族裔，如华裔、韩裔等。
　　这项法案获得了邱信福、罗达伦等加州华裔州众议员的支
持，参与联署法案的罗达伦说，这些数据或许将为加州高等教
育方面立法的“公平平等”提供基础。
　　而加州参议员夏乐伯(Bob Huff)15日表示，他本人不支持这
个提案。很多人担心这个提案是反对华人的一个提案，但他并
不清楚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提案，既然其它族裔都没有被细分，
为什么突然要细分亚太裔？这是不公平的。他认为提案的起草
者可能是想要帮助其中一部分族裔，但是帮助了一部分族裔就
会牺牲另外一部分族裔的利益。
　　专家预测：一旦通过将影响华裔利益据媒体此前消息，暨
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张应龙认为，将来该提案获得通
过，对华裔学生入学虽然不会产生明显的“种族配额”这样的
恶性结果，但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教育资源提案中，会为了保
护弱势群体，而分走一些华裔学生的教育资源。
　　据悉，早在去年的10月，加州州议员就曾提出过关于细分
亚裔族群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州立大学和卫生机构为至少10
个亚裔族群搜集更详细区隔的资料。该提案经州参议院一致通
过，州众议院仅有一票反对。但加州州长杰里·布朗最终以此
举可能“鼓励分化”为由，否决了该案。 
 （来源 环球网）

9.4 million to sit for ‘gao-kao’
 Some 9.4 million people have applied to sit the 

two-day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hich begins 
on Tuesda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nounced on 
Monday. The number is 20,000 less than last year, 
but it is estimated that hundreds or thousands are not 
sitting the exam because they are studying abroad 
or have been granted early admission.The exam, 
called gao-kao in Chinese, will pit students against 
each other to be enrolled by top universities such as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Peking University. Many 
parents deem the exam to be a fate-changer for their 
family.The ministry has urged staff  nationwide to 
create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exam...
“史上最严”高考
2016年全国高考6月7日正式拉开大幕，全国将

有940万考生参加考试。今年的高考，采用全国
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增加至26个，此外，作为“
作弊入刑”后的首次高考，今年高考考场纪律也
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从报名人数来看，全
国高考报名人数在2008年达到历史最高峰1050万
人之后急剧下降，直至2014年起开始止跌趋稳。
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
942万人，较2014年增加3万人。……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地中海深处发现埃航客机残骸
Crashed EgyptAir MS804 
wreckage finally found 

据报道，一艘法国船15日发现了埃及航空公司失踪客
机的碎片。埃航这架飞机是上个月在地中海坠毁的，
机上66人全部遇难。埃及调查员说，法国船员操纵的
一个水下机器人在几个地点发现了埃航客机残骸。所
在水域约有三千米深。
寻找这架飞机无疑是跟时间赛跑，因为飞机的黑盒子
发送信号的电池预计到这个月底就会耗尽。黑盒子可
能会解开这架航班失踪的秘密。
5月19日，从巴黎飞往开罗的空客A320次航班失联。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飞机坠毁的原因。这架飞机从雷达
上消失之前发出的自动信息显示，机舱内有烟雾，临
近的一个厕所失火，驾驶室下面的飞行控制器失灵。
有关当局并没有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目前还没有组
织声称对这起坠机事件负责。

美国频现亚裔大学生自杀事件 
心理健康问题引关注

Concern over Asian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Suicide Rate

　　前不久，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
名华裔学生自杀身亡，再次引发人们
对于亚裔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关
注。
　　6月6日，也就是上周一晚，一名
从印第安纳大学学金融专业到纽约
实习的华裔学生罗伯特·刘被发现在
纽约大学一间宿舍里上吊自杀。警方
表示，这名学生之前并没有患过抑郁
症，自杀原因还在调查中。
　　听到又有华裔实习生自杀的消
息，不少同学觉得很震惊，猜测可能
他是刚从校园走进社会，遇到太大压
力所致。这是最新一起华裔大学生自
杀的事件。就在一个多月前，宾夕法
尼亚大学一名姓孔的女大学生跳进地
铁铁轨自杀，也曾经引起广泛关注。
　　过去3年中，宾大已经有10个学
生选择自杀。位于加州硅谷中心的帕
洛阿图，2015年下半年有4名高中学生
自杀，其中3名是华裔。有统计数据显
示，美国大学平均每年约有1100名本
科生自杀，首要原因是压力太大。
　　美国心理学杂志《职业心理学：
研究与实践》的文章指出，有6%的在
读的本科生和4%的在读研究生表示，
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有过自杀念头，尽
管从未把这个想法告诉过任何人。
　　根据全美健康状况统计中心调
查，从1950年以来，美国15岁到24岁
的青少年自杀率扩大了3倍。1950年，
自杀还只是美国青少年排名第五位的
死亡原因，到现在已经上升到第二
位，仅次于交通事故。在15岁到24岁
的青少年的女性中，亚裔女性的自杀

死亡数排在第一位。
　　亚裔大学生自杀率高与他们的压
力太大有关。在美国上名校是多数亚
裔和华人家庭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在
美国，上大学并不等于进了保险柜，
越是名校，竞争的压力越大。华人父
母里有很多“虎爸”“虎妈”，对孩
子的教育抓得严、促得紧，很多孩子
本身也追求上进，埋头学业，自我要
求很高。加上想上名校还要有才艺、
有课外活动、有社会实践、有社区服
务，他们承载的压力之大远超过国内
人们的想象。
　　即便进了大学，拼搏精神依然
不敢放松，因为作为少数族裔，只有
出类拔萃，将来才能找到好工作。由
于传统的关系，亚裔对心理健康问题
普遍重视不够，既不会认真研究，真
有问题也羞于出口，不会主动寻求治
疗。
　　其实，全美2/3以上的高校已经开
设了有关心理健康的专门课程，所有
大学都有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学生可
与心理健康医生进行交流，在其帮助
下学会舒缓压力。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引起华人父母
的关注。有一个著名高中的父母微信
群经常探讨这类话题。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既不
能逼人太甚，孩子的身心健康比成绩
和名校更重要。不想输在起跑线，更
不能跑不到终点线。当然话是这么
说，真正能彻底想得开的父母并不是
很多。
（来源 侨网）

California AB 1726 Designed to Segment 
Asian-American Residents 

Happy Father’s D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