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投票时可以玩“选举自拍”吗？ 
目前，在印第安纳州“选举自拍”是可以的

ICCCI中文学校举办专题座谈
《如何申请美国大学》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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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RCHITECTURE 
A Free Illustrated Lecture by Dr. James Glass 

Monday, November 14, 2016 
Riviera Club Ballroom, 5640 N. Illinois Street 

7:00-7:30 P.M. Coffee and Tea Served 
7:30 P.M. Lecture 

  

 
 

Come and share with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Dr. James Glass, as he describes the rich and unexpected variety of architecture in China.   Over 
3500 years, an advanced form of timber construction took shape in China and was refined to an exquisite degree.  Inventive buildings in brick 
and stone also made their mark, and some of the most splendid cities in the world were laid out and awed visitor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China means cities, palaces, walls, residences, temples, altars, and gardens.  It also means sculpture, painting, and water.  We will also touch on 
the impact of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 and recent Modern architecture.  The lecture will end with some illustrations of how Chinese 
architecture has influenced the United States.

 由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中文学校举办的专题座
谈会《如何申请美国大学》于10月23日下午在ICCCI中

文学校（CHS）内举行。座谈会特地邀请到了8位帮助子
女报考大学，并成功将他们送入美国著名大学的家长嘉
宾分享了他们成功的经验。共有80多名当地华人学生和
家长参加了活动。IUPUI中文学校和教会中文学校也应
邀参加了活动。

  讨论会由ICCCI中文校长李仁华主持。座谈围绕
着：高中的课程和课外活动的关系；大学入学考试测试
的重要性（SAT，PSAT，ACT等）； 大学择校的考量和
校园参观的必要；如何准备普通申请自我介绍essay和学
校特殊的自我介绍essay；提前录取和申请的利弊（Early 
decision vs early action）；作为父母如何帮助或影响你的
孩子。嘉宾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相互补充。在座家长
也积极参加了讨论，提出问题和个人见解。会场气氛热
烈，活跃。参加活动的家长表示受益匪浅。

（ICCCI 供稿  赵立明摄影）

ICCCI中文学校校长李仁华主持。

前不久，歌星Timberlake在网上发了一张他投票时的自拍。于是就有人说
这是非法的要禁止，也有人说这是合法的，言论自由嘛。那么到底这“选举自
拍”是合法还是非法呢？

目前，在印第安纳州“选举自拍”是合法的。 
随着提前投票的进行，“选举自拍”是否合法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个

问题在印第安纳一直有争议。在2015年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 ，禁止在投票时
拍照。 但经过印第安纳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起诉州政府的禁令，
一位联邦法官取消了这项法律 。 

今年，这次选举，印第安纳州的选民是可以在投票的时候照一张自拍的。
但是，有专家说，这种情况有可能会改变， 禁止在投票时拍照的法律要可能
会再次提出来。

就全美国来看， “选举自拍”是否合法 ，各个州的法律不一样。请看下
面的图解：

今天下午要出差十天，趁上午收拾好行李
有空去参加今年大选的提前投票。投票地点是
我们这儿市中心的图书馆(Camel Library)。

本来以为是周五应该没什么人投票，不料
一进门却见一长队人马盘旋在大厅。

工作人员说要等两小时，建议到郡政府的
投票点可能会人少一些。既来之则安之，不想
再开十五分钟车去另一投票站。铁了心排队。
咱小时候排队买菜买肉练出来的排队功仍在。

队虽长但在慢慢往前移。根据移动速度估
计一小时差不多。等待过程中与前后左右“队
友”聊天。前面是俩老太太，再前面是推着
两小孩的年轻妈妈。后面正巧是香港来的李先
生。上海来的何先生夫妇也来了，看见人多说
转头再来。让我感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行动不
便，杵着双拐也还要来投票。 来投票的人以
白人为主，男女老少都有。亚裔十个左右，只
见到两位非裔。看来投票人与本市人口比例相

近。

我以为因为
今年两位候选
人都不理想，
也许大家没兴
趣参与。看来
大家还是很
重视自己的权
利，要对选举

国家领导人投下神圣的一票。本州是共和党天
下，加上州长Pence是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我想大家一定会选共和党的人。但李先生不
这么认为。他说08年大选奥巴马就拿下印第安
钠，除了总统，还有参议员众议员及当地政府
官员和法官等选举，大家不一定都选共和党。
看来我还是图羊图森破。

排了一小时十分钟后终有进入投票室。共
有六台投票机。被工作人员验明正身，签名证
明我是我以后，再经过一老太太复查，然后被
一老大爷带到投票机前输入我的驾照号，告诉
我如何使用投票机，然后我就开始行使我的公
民权利。

霎那间感觉十分神气。老子喜欢谁就选
谁，拍拍的按着候选人名单真爽。除了总统州
长参议员众议员法官外，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要
选我们当地华人第一位竟选校区理事会的郑琳
女士。

今年挺梁游行后，美国华人看到参政议政
的重要性，一改只扫自己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
霜的习惯，极积投身全国及当地的参政选举。
不管今年总统是谁，反正我表达了我的愿望。
你问我选了谁？我不告诉你 :-) 投完票后接过
小姑娘给我的标签贴上。出来一看居然还有一
当地电视台在采访录像。

    投下我的一票
作者 Joe Xu

图书馆里，排队投票的人还真多，工作

人员说要等两小时。

作者在投票处排队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