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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PSA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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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提高。自2008
年，Carmel高中每年获得National Merit Semifinalists（基于
PSAT成绩）荣誉的众多学生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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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亚洲多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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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
开始教SAT，具有丰
富的经验。欢迎6年级
以上的学生参加。

SAT/PSAT/A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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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食言 沒人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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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2300多位科学家联合签署公开信，警告川普不要轻举妄动破坏人类关于全球变暖的初
步成果，22位参加签名的诺贝尔奖得主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气候专家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墨
西哥裔教授Mario Molina。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超过300位教授加上200多员工签名反
对川普的包括种族主义在内的极端立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人数只有1036人，也就是说
大约三分之一的教授签了名。这正是美国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后果
不堪设想。

如果我们还尊敬权威机构的意见，美国国
家科学院早已经发表过支持全球变暖存在
人类破坏的因素的核心结论，这代表了绝
大多数全球气候学家的观点。我想举一个
人类协同努力修复臭氧层的例子，臭氧
层能够逐步愈合，这是原始的科学发现
影响各国政府的决策以及全球协同迎接挑
战的成功典范。我们生活在适量的紫外
线照射的地球环境里，紫外线的益处不用
多说，但是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度，太空
的臭氧层的重要功能包括保护地球上的
生命免受太阳紫外线的过度辐射。Molina
和 R o w l a n d 的 理 论 曾 经 预 示 含 氯 氟 烃
（chlorofluorocarbons (CFCs) ）能够在太空分解，这个过程释放的氯化物具有破坏臭氧层
的作用，而CFCs正是我们冰箱里使用的制冷物质氟利昂。英国科学家于1985年发现太空
臭氧层的空洞，诺贝尔化学奖在1995年奖励Molina和他在UC Irvine的导师Rowland以及另
一位德国化学家。

这些科学家远在1974年的Nature文章里就警告氯化物可能破坏臭氧层，美国在1978年实施
禁止部分使用的政策。诺贝尔委员会在发现臭氧层空洞的10年后就迅速做出授奖决定的原
因，是因为国际社会根据基础科学的发
现而采取的一系列的协同努力使臭氧层
问题得到缓解。人类正是通过在1987年
签署的蒙特利尔协议，只在发现臭氧空
洞后的二年，在全球范围内逐步禁止使
用破坏臭氧层的工业物质。如果没有蒙
特利尔协议，最终臭氧层会在本世纪末
完全消失。那时候，在川普故乡纽约生
活的人们的皮肤约5分钟就会出sunburn（
皮肤紫外线的烫伤), 现在是15分钟；紫
外线致使DNA突变而诱导皮肤癌的比率
也将会大量增加。虽然意在控制全球变
暖的巴黎协议不那么容易产生蒙特利尔
协议的效果，因为造成冰川融化的全球
变暖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研究还发现
全球变暖也会影响到臭氧层。我们时隔
八年的二次阿拉斯加旅行，都能感受到
那里冰川融化的加剧，邮轮里的旅客不那么容易理解每天都在哭泣的冰川。

拥有人类良知的美国科学界呼吁川普能够静心听取专家的意见，现
在的迹象表明，毫无疑问川普是代表美国寻求极端发展的大财团和
商家的利益的。川普在竞选时骂希拉里与华尔街勾结，他现在的内
阁到处都是华尔街的人，刚被任命的出身耶鲁的财长就是明证；昨
天又得知他重用苏世民为核心策略和商业小组的负责人。大家可能
知道清华的苏世民学者项目，苏世民为耶鲁富豪校友和黑石集团总
裁Stephen Schwartzman的中文名，他这地道的中文名不知是否与耶
鲁校园学中文的热情相关。耶鲁几乎满校园的自由派教授和学生，
但是领导美国保守派运动并导致里根上台的William Buckley就是耶
鲁人，现在川普的两位重量级经济人物也来自耶鲁，Buckley和苏世
民都是耶鲁骷髅会成员。苏世民首期投资一亿美
元给清华，后期会使资金达到四亿五千万美元。
他建立的这个学者计划是为了直接与牛津的罗德
氏学者竞争，清华苏世民书院的建筑也是美轮美
奂，与耶鲁住宿学院的庭院风格相似。

抛弃任何政治党派，种族甚至国家，川普如果
像他竞选中誓言的将美国退出巴黎关于全球变
暖的公约，他将是地球的公敌。美国政客又称
Politician，这词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他们以说
骗人的话著称。川普虽然自称为圈外人，但是
说谎程度远胜政客，可能是美国总统之最。我们
还是希望他将收回退出巴黎协议的竞选承诺，我
宁愿看到他做食言的骗子都行，不然他那些在竞选中极力曝光
的众多儿女的生活品质，也会因为被他破坏了的地球而受到影
响。我懂得川普让他所有成年儿女去共和党代表大会的目的，
即使靠抄袭的演讲词也要作秀，那是为了炒作川普商业品牌的
真人秀，但是我始终不明白川普胜选演说时特意把他那10岁的
儿子放左手边是为了什么？美国知名人士都是尽力保护孩子的
隐私，川普确实应该阅读驾驶《The Spirit of St. Louis》的单引
擎飞机首次飞越大西洋的美国英雄Charles Lindbergh的传记，
他在誉满天下后女儿被绑架。

以北京为代表的雾霾现在又卷土重来，几月前当高铁火车驶入
上海的蓝天白云时，我的愉快心情立刻被属于西安机组的乘物
员的“我们那雾霾相当严重”的话改变。中国在吃尽苦头后，
现在迎头赶上，太阳能和风能都超过美国，我们尤其需要赞赏
习近平与奥巴马签署的中美气候协定。美国贪图享乐的生活方
式使它成为全球变暖的头号破坏者，非常遗憾这种美式生活方
式正在被中国仿效。中国不应该追求美国成为生活在车轮上的
国家，而是应该学欧洲把繁忙的地铁火车站修在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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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晓波

北极熊的挑战

苏世民

1995年诺贝尔奖授予解释臭氧层空洞原因的科
学家

清华苏世民书院

在美国企业里华人中能冲破职业瓶颈进入高级管理圈的为数并不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
没有一个强劲的职业品牌。在讨论如何有效地建立一个职业品牌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影
响它一个主要因素， 就是西方人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几种典型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 （Asian Stereotype）

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中最常见的有这样几个：

数学好，分析能力强(Good at math，analytical thinker)。 所以非常适合做数据分析这方面的
工作。
含蓄保守。(Socially reserved，not assertive)。在社交和工作环境下不常发言，也不冒进。在
表达意见时，不想得罪人，求和睦，结果显得缺乏自信。
工作努力(Hard working)。勤奋努力，也常常被认为在专业技术方面很强，能独挡一面。而
在更高层战略人才选拔时，未必是第一人选。
英文不好 (Poor English)。通常有口音的，常常被认为英语不好，甚至延伸到认为华人工作
沟通方面不是强项。

华人刻板印象 （Asian Stereotype）对华人职业发展的含义

由于这些刻板印象，造成了公司老板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华人员工有一些臆测，从而影响
到人事和工作分配的决定。比如说，因为有口音，可能会被认为英语不太好，沟通不够有
效，对于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类统筹的项目和职位可能不会委以重任。再比如，因为认为华
人分析能力强，就一味的派给他们数据分析工作，殊不知也许他们想要向其他领域有所发
展。觉得他们技术强，就不断给他们机会往专业深度发展，而错过了往广度发展的机会。
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人常常容易得到一些很专业的就业机会，而对于高层管理战略决策的职
位，公司往往很少考虑华人。
和 大 家 分 享 一 个 我 的 个 人 经 历 。 有 一 次 我 接 了 个 新 客 户 ， 这 个 公 司 要 雇 佣 一 个 新 的
CIO，CEO和人力资源总监，因此请我为他们看中的一个高级管理官员做领导综合能力评
估。评估结束后，我给CEO做了汇报，他非常满意，说”你提供的信息和总结非常有见
地。”　电话放下后，我给负责这个客户的合伙人(senior  partner)打电话，也问问她有什么

反馈。她的第一句话是：”既然你问了，我想说的是你有口音。”我没说什么，耐心等她
的下文。她接着说”不过，好在客户能听懂你。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的口音客户听不太
懂，我们后来只好换人。”先且不说这个“反馈”是否有价值，从中可见有时候即使工作
成果已经很清楚，因为一些偏见，还是会影响华人的在公司的印象。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
如何有效的打造自己的品牌。

华人如何有效的打造自己的职业品牌 *

了解自己(Increase self awareness)

谈到了解自己，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一些盲点（blind spot）。很多研究都一致表明，杰出领
导人的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不仅是指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强项和不
足，而且还能够随时将强项得以充分发挥， 并对不足之处能实时监控并加以调整。 要打造
职业品牌，第一步可以考虑通过自我评估，以及周围同事、下属及老板的反馈，加上一些
领导风格和性格测试，而先对自己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

明确职业目标(Identify career goals)

确定职业目标为建立职业品牌提供的是明确的方向。职业目标可以是一个具体的职位，而
对于资深的高层管理人员来讲，他们的职业目标更多的是指，要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impact)，并留下什么样的企业遗产(legacy)。 我个人还认为，也要想想自己人生的目标在
这个规划里是一个什么角色，就是你的人生目的究竟是什么。（what is your purpose?）

建立人际网络(Build a strong professional network)

很多人觉得只要掌握一门技术，成为那方面的顶尖人才，就会达到职业目标。 不是说这种
想法不对，但这样难免就忽视了人际网络和人际关系建立的重要性。想像一个这个画面：
你一直想要的职位终于空缺出来了，公司正在考虑人选。你是否有一个或几个支持者在席
间为你说话， 把你举荐上去并能够影响最终的人选决定？这种人脉资源是需要时间和精力
去培养的。

发展综合领导力(Build your leadership capabilities)

另一个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就是培养自己的综合领导力。比如说，如何带领大型团队，如何
制定全面的短期和长期商业战略，如何有效的影响重要决策等。一些非常重要的软能力包
括：影响力（influence）, 跨部门跨区域合作能力（cross function/region collaboration）， 沟
通能力（communication），战略思维（strategic thinking），等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和专业
技术的培养是同样，甚至是更为重要的。

华人在美国的企业里，常常是要给予加倍的付出，也未必能得到同样的回报。希望这里提
供的一些框架和策略能帮助我们华人更多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在实现职业目标时少走点
弯路。

<<作者Selena是光辉国际咨询顾问公司Korn/Ferry International（一家提供领导力和人才咨询
服务的国际公司）的首席顾问(Principal)，从事企业管理和领导力咨询十多年。获美国伊利
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人力管理和企业行为学博士学位。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任
何企业无关。>>

在美华人如何打造自己的职业品牌 Sele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