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17日 星期五 5                   Indy 500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June 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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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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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学习拼音的小朋友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暑假班将系统地为小朋友们“透露”拼音王国的“秘密”。
夏令营时间：7：30AM---6：00PM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擅
长各种才艺的老师、接车司机

联系方式：919-208-4461
Wechat：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网址: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了解：
Wechat：hanbridge2016
电话：919-208-4461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Piano Solutions 对面)

川普和克林顿的女婿们
川普竞选时口无遮栏，从穆斯林到妇女，再到墨西哥的非

法移民都被他骂遍了,  但是川普却誓言，他当总统后会倡
导更严格的起诉媒体诽谤罪的法律。因为现在美国媒体对公
共人物的批评，即使含有错误也很难被起诉。川普自己经常
起诉别人还 吹嘘自己能以此赚钱，他甚至起诉过称他不够
富有的人，他漫骂妇女和少数民族却不让媒体揭他的短。川
普对媒体的威胁，可能直接诱发涉及美国保护言论自由的宪 
法第一条修正案的宪政危机。

但是川普对犹太人却特别友好，他是以色列最好的朋友，
他常以自己有位犹太女儿在媒体上讨好美国的保守派。川普
乃苏格兰, 德国或瑞典后裔，首任太太为捷克的白人，他怎
么会有犹太的女儿？原来他的爆光率很高的女儿伊万卡嫁了
一位犹太丈夫：Jared  Kushner（杰瑞·库什勒）。并且伊
万卡是一不做二不休，婚前就叛依了犹太教，所以他们的三
个孩子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川普的犹太孙子。

川普盛赞库什勒不仅是成功的房地产商，还特懂政治。川
普在犹太游说组织AIPAC上的演讲稿就是出自库什勒之手，
他还委任库什勒参加组建川普政府的过渡期小组。奥巴马可
能是美国近代对以色列最不友好的美国总统，但是当年他的
竞选军师和首任幕僚长（现芝加哥市长）也都是犹太人。
 
库什勒在 2003年从哈佛本科毕业，但是他的私立高中的

校方官员这样告诉美国知名的教育记者Daniel Golden（戈
登）:  “在我们学校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库什勒能够
凭本事读哈佛，他的GPA不够格，他的SAT分数也不行。我们
都很肯定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不 可想像的
事就在这位新泽西犹太学校的高中生的身上发生了。戈登进
一步挖掘出了原因：库什勒的父亲查尔斯·库什勒向哈佛捐
了250万美元，可以说是直接从哈 佛那里买了入学资格。
这位亿万富豪还做了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因为他的这笔捐款
使他的二个儿子被哈佛先后录取。我倒是觉得这个价码太
低了，买耶鲁入读权可能比这个要价高些。身为犹太人的戈
登自己就是哈佛校友，他在揭露美国名牌大学招生腐败的书
中，首次称亚裔为新的犹太人。
 
库什勒的父亲为传统的民主党人，因为逃税和非法政治献

金还有过牢狱之灾；无独有偶，希拉里女儿雀尔西也嫁了犹
太人，只是没有报道称她是否信了犹太教，但是雀尔西丈夫
的父亲也因经济犯罪而坐过五年牢。不管今年美国总统选举
的结果如何，这点是肯定的：未来四年的美国总统将会是犹
太人的亲家。
 
川普除了对媒体的恶毒攻击令人不悦外，最近还因法官的

言论惹上麻烦。川普称美国印第安纳州出生的法官因为是墨
西哥人而不会公正审理川普大学的欺骗案，因为川普要修隔
离美国 和墨西哥的墙，并且他扬言当选后将跨越行政领域
去报复施法部门的法官，这是对美国施法独立的威胁。也就
是说川普认为，美国公民的父母的出生地会使美国人不公正
地从事法官工作，而美国人的祖辈又是来自世界各地，所以
川普的这种逻辑是在挑战美国的底线。
 
美国众议院议长说川普关于墨西哥裔美国法官的言论是“

教科书般的种族主义言论”
，参院共和党多数党领袖麦
康纳  (华裔美国前劳工部
长赵小兰的丈夫）说，川普
以种族背景说明美国法官不

能审判案子完全不能接受。被川
普攻击的墨西哥裔法官Gonzalo  
Curiel曾经还受到过墨西哥毒
品集团的威胁，不说他的背景，
仅从长相上看，我都可以认为他
是白人。川普发表声明仅说他的
言论被 “misconstrued”  (
相当于误解的意思），但是没有
道歉。川普触及了美国的立国根
基，连相当保守的前议长金里奇
都觉得他的言论不妥。伊利诺州
的共和党参议员Mark  Kirk已
经决定不会支持和投本党候选人
川普的票。今年因为川普所作之
恶，可能使共和党不仅无缘白
宫，还可能失掉参议院，到时大家看着希拉里任命更自由的
大法官并且轻松通过参议院吧。
 
让一个像川普这样充满种族語言的煽动家当美国总统，

一个可以跨越总统职权去报复已经是美国人的墨西哥裔法
官，一个可以公开侮辱妇女和少数族裔的人当总统，我们
走在任何地方都是中国人模样的儿子和女儿会在美国有前
途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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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314 497 1597)。

川普和女儿伊万卡（中），女婿库什勒（左）

审理川普大学欺骗案的美国
加州联邦法官Gonzalo Curiel

两位坐过牢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亲家公：川普家的查尔
斯·库什勒（左）和希拉里家的Edward Mezvinsky（右）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女儿和女婿。库什勒读了哈佛本科和
NYU的法学院和商学院（上）；希拉里的女婿为她女儿在
斯坦福的高班同学（下），虽然他们在斯坦福之前就通过
两个政治家庭认识

兒子走了。花了許多時間看他的筆記。他
在笔记本里留下了很多话，从中基本上可以
归纳出他的内心世界的变化。

他从小就被我灌输各种科学和社会的知
识，锻炼出很强的逻辑思
维能力。他在小学四五年
级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宇宙
的真理和人生的意义。那
时候就觉得宇宙和人类毫
无意义。

大约在初中开始，我们
教会来了一个英文牧师，
讲道非常厉害。他就被迷
住了。从此认为上帝是世
界上唯一真神，自己活
着的目的就是为荣耀神。
所以他开始非常积极的人
生，全心全意地爱上帝，
帮助周围的每一个人，为
上帝而活。所以他应该没
有任何欲求，那时候就沉
醉在基督教里。一切尊从
主的教诲，为基督而活，
要求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基督徒。

他在别人面前确实做得很好。但是他是
人，人的七情六欲无法抗拒。所以内心深处
是非常矛盾的。我认为这是他抑郁的源头。
总是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不够好。

到了高中/大学，接触到不同的宗教派

系，渐渐开始怀疑自己信仰的基督教是不是
「宇宙中唯一真理」。如果是，基督教，回
教，又是什麼呢。。。那么上帝呢？谁又能
证明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如果没有上帝，那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他开始迷茫，在痛苦中挣
扎。前一分钟认为自己是无
神论者，后一分钟就祷告上
帝，祈求真理。最后走上这
条不归路：解脱自己的痛
苦，希望能够在天堂里找到
真理，看看哪个教派是唯一
正确的。

所有以上的看法，都是我
看过他的笔记后形成的。我
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会有抑郁
症，因为他从小就是那么的
阳光，照耀着身边的每一个
人。我们是粗心的家长。现
在想起来，忽略了很多小浩
的生活细节。完全没有往这
方面想。很多时候就觉得
teenager就应该是与众不同

的。

所以现在作为一个教训，提醒各位。不要
求完美----应该是我们给孩子们强调的，尤
其是名校的孩子们，很多已经形成要求完美
的习惯。父母更不能要求他們完美。

【第三期印地青少年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报名通知】

Toastmasters 培训有助于学员成为有效的沟通者和领导者。Toastmasters 培训提供具体方案
来训练学员演讲的技巧，说话的艺术及倾听与思考的能力。学员利用例会活动进行互动互
助的学习，提升演讲技能及综合领导能力。
       
前两期印地青少年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已圆满结束。第三期培训班报名
现在开始，截止日期是6月10日。按报名先后顺序，接收前20名学员。Toastmasters 专职培
训人员建议参加的学员最好是九至十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培训是免费的。

此次培训共有十次，根据与Toastmasters专职培训人员的协调，时间暂定如下，也许会有变
动。

第一次：6月05日 2pm一4pm
第二次：6月12日 2pm一4pm
第三次：6月19日 2pm一4pm       
第四次：6月26日 2pm一4pm
第五次：7月10日 2pm一4pm 
第六次：7月17日 2pm一4pm
第七次：7月24日 2pm一4pm
第八次：7月31日 2pm一4pm
第九次：8月01日 2pm一4pm
第十次：8月02日 2pm一4pm

地址：黄少华 (Dr. Edgar Huang) 教授家

致谢：印地青少年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是黄教授英语课为社区义务服务

之一。这个培训一直得到了黄教授夫妇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他们并且提供活动场地。

感谢Toastmaster 专职培训人员的指导和辛苦，感谢参加培训学生的家长们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孩子们的努力学习和进步，感谢黄教授夫妇为印地青少年教育持续不懈地支持和帮

助。另外，也感谢黄教授夫妇建立和维持的“子女关爱与教育微信群”帮助了众多的学生

及家长。

在这里预祝第三期培训圆满成功！

请扫二维码进入这个Toastmaster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专用群，以得到更多的信息和讨

论。                                              

You are invited to fill out the registration form for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Indianapolis Toastmasters 

Youth Leadership Training:

http://goo.gl/forms/7FQhnFC3h7VwQzWM2

一位失去兒子的父親
給其他父母的勸告

最近又有大學生選
擇結束了自己年輕
燦爛的生命, 讓人
猜不透為什麼。
我們得到允許，刊
出一位悲傷的父親
從兒子筆記中得到
的推論。他要求父
母們:「不能要求他
們完美」

吴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