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9月16号亚特兰大餐馆女老板在家里用
枪击退三名入室歹徒的新闻出来以后，和
其他各地一样，本地的华人社区也激起了巨
大的反响。特别是最近引起了广泛愤怒的在
YouTube上的一首有鼓励抢
劫华人嫌疑的歌， “Meet 
the flockers”，更讓大家觉
得这则击退歹徒的新闻振
奋人心。

击退歹徒，一改往日华人
软弱可欺的形象，展现了
华人彪悍的一面。 很多
平时对枪不太感兴趣，甚
至是恐枪的人也开始打听
如何买枪了。本地的枪友
微信群也有很多新群友加
入，议题也多是请教如何
买枪和哪里有靶场可以练
习。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简称印地户协)的几位资
深枪友在为女老板的事迹高兴之余， 也難
掩一些忧虑。他们固然希望大家對槍枝有正

確的認識，不要恐枪，更希望能提醒大家，
特别是初学者，平时要注意枪支安全，多了

解枪械常识，也要学习和提高
射击技术。只有经常正确的练
习，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有效
的作用。另外好要多了解和遵
守和枪械，家防和自卫有关的
法律规定。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是一个以安
全教育为宗旨的本地华人非营
利组织组织，运作基于志愿者
们对公益事业的无私奉献， 旨
在提供安全教育讲座和培训。
印地户协长期提供中文授课的
NRA （美国长枪协会）认证的
枪支安全操作培训课程，

 
更多信息请联系： general@indyoutdoo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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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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選」為什麼要花錢

:文: 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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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
呼籲重視枪械安全

最近一次印地户协组织的手枪射击技术培训活动

今年的Carmel, 第一次有華人鄭琳女士競選
學區理事。本地華人同胞在對美國競選過程
不太熟悉的情況下，出錢出力，希望在華
人同胞喜歡居住的Carmel學區，能有自己的
聲音，更能透過我們共同對教育的關心，為
Carmel 地區所有的居民和子女，盡一份力
量。

可這「競選」要怎麼「競」法，電視上每
天有知名的候選人互相較勁，這我們做不
到。同時，鄭琳助選團隊向印州政壇前輩，
向當地極具影響力和政治經驗的人士請教，
也透過長期對學區事務的了解，理出了幾項
原則: 

一: 候選人的資歷極強，特別是在財經方面
的學識經驗，對學區事務會有強大的貢獻。

二: 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附合學區家長
選民的期望，也得到接觸過的地方人士的支
持。

但是，

三: 當地絕大多數選民不認識鄭琳。換句話
說，鄭琳沒有知名度。

在地方選舉中，很多選民在密密麻麻的候
選人當中，不知道該選誰。於是，能讓選民
了解自己政見的，有印像的，聽過名字的，
和個別選民有過一面之緣交流過的，被選民
相中的機會就大。

於是，

好的候選人必需讓選民了解自己的政見，
了解自己的資歷和能力，讓選民對自己有印
像，爭取和選民一對一交流的機會。

在方法上，就能在各地放yard sign , 選舉廣
告牌，在媒体做廣告，在臉書上發訊息，透
過信件讓選民了解自己。這需要經費。

還有，

就是和助選義工一起向選
民發傳單，和在人多的場
合和選民做直接交流，拜
票。這需要人力。

更可以直接登門造訪。這
需要時間。

還有，

選舉日，在投票所前，義
工直接和選民打招呼，有
相當百分比的票就是這麼
來的。這也需要人力。

這就是為什麼競選需要支
持者出錢出力了。對了，
必需是美國公民或是有綠
卡身份才能捐款。

如果你願意捐款，捐款方式如
下。
 

● Chase QuickPay: donate@
linzheng4schoolboard.org  
● 个人支票： 请写pay to: Lin for Carmel 
2016  
    邮寄地址： Lin for Carmel 2016, P.O.Box 
68321, Indianapolis, IN 46268  
● 现金捐款或其他捐助方式： 请先与我们
联系。
    联系方式：  donate@linzheng4schoolboard.
org  

如果你願意做義工，可以在這
個網站登記: 

http://signup.com/go/NhJfC6

比赛名称：印跑团5K季赛 - Vote for Lin 
比赛项目：1）跑或走5000米（3.11迈）  
                  2）跑或走2000米（1.24迈）
比赛时间：周六下午 10.15.2016   5:00pm 
比赛地点：Coxhall Gardens  （Address: 
11677 Towne Rd, Carmel, IN 46032）

比赛主题：为郑琳募集竞选经费

琳身为亚裔，参与卡梅尔学区理事竞选，
代表的是亚裔社区。希望大家不论是基于
族裔的角度还是她优秀的履历背景，都能
参与她的竞选活动并投她一票。

这次活动，希望朋友们全家总动员，不论
跑或走，积极参与，展示亚裔社区的团结
和力量。
 
比赛费用：5000米跑或走，报名费15美元
2000米跑或走，报名费10美元 
10岁以下儿童，报名5K或2K，报名费均为
5元
  
报名费以报名者本人名义全额捐助给郑琳
竞选委员会或卡梅尔学区。 有意愿参与捐
款但是因故无法到场，可以在报名表中选

择”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到场，愿意捐赠“
。捐赠数额随意。

http://indychineserunner.weebly.com/36305327
732592520107/9143536

編者按: 印
第戶協的槍友對

槍枝當然熟悉。在近
日的一場講座中，

他們
對槍枝安全的慎重，
卻又今人印像深刻。
這是他們對槍枝安全

的呼籲。

和選民直接接觸，是最有效的方法

印跑團为郑琳募集竞选经费

華人領袖 Albert Chen 
舉辦 鄭琳 籌款餐會

本地華人領袖 Mr. Albert Chen 
將於十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五點半
至七點，在 Madrine House 舉辦
籌款餐會，為鄭琳競選學區理事募
捐。Albert Chen 平日一向倡導華
人應該深入社區，為社區服務。此
次對鄭琳勇於參加競選，更是大力
支持。

在美国生活的亚裔群体在美国选民中的占
比逐年增多，尤其是今年美国大选，两派
都将注意力放在边缘化群体上，华人参政
为华人代言已经得到华人的共识，但在美
国，如何不当政坛“隐形人”依然是摆在
华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亚裔在全美参议院中所占席位少，无法形
成凝聚力。在美国的议员中，亚裔只有2%
的席位，如此低的占比让华人的力量无法
凝聚，在重大议题上更不能有效表达自己
的态度和意见，社会地位始终处在边缘地
带。

席位少，其实更多原因在于亚裔群体的
参政热情实在是太冷淡了。一来父母不支
持，大多数亚裔移民还是致力于提升自己
的经济地位，先从钱开始，能让家庭稳定
生活再去考虑所谓的政治话题，在他们教
育 孩 子 的 时 候 自 然 希 望 子 女 能 继 承 家 业
或者成为专业型人才来巩固自身的经济地

位。说白了还是因为穷怕了。

再来想要参政，去哪里筹钱呢？在募集
资金环节就已经砍掉大部分亚裔人的热情
了，缺乏有效的渠道来支持自己的从政之
路，空有一番雄心也只能夭折。

越是边缘，越是抱团排外，虽然亚裔人聪
明、勤劳、诚实，但作为少数群体依然有
着不可言说的敏感和自卑。但这种情况在
逐渐好转，应该相信总有一天亚裔能在美
国政坛上发挥不可替代作用的吧。

亚裔經濟成功 
在美国想参政有多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