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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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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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微杜渐：别让留学成为人生不可挽回的错！
海遇留学∙HiElites.com供稿

（接四月7日第五版）

校园性侵在美国已成为棘手问题，这
类问题离我们并不遥远。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应对是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海
遇为大家奉上以下建议，

1. 在外出之前，不妨告诉自己的舍
友、朋友，“自己去哪，和哪些人，参加
什么活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如果搭
乘别人的车子，在出发之前，或者参加完
活动与同伴分别离开之时，让同伴记一下
对方的车牌号。

2. 在参与活动期间，要留心自己的
酒水，防止被人下药。

3. 80%-90%的性侵是发生在相互认识
的人之间。新生刚入学时候，被学长学姐
邀请去party时，要把握好自己的酒量，
不能喝时要坚决拒绝，不要迫于社交压
力，做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与自己信任
的朋友一起参加party，互相照应。 

4. 不少学校都提供免费安全的送行
项目（Safety Escort)，为晚上要出行
的学生服务。晚上出去玩太晚， 打电话
给学校的Safety Escort，不要自己走路
或搭乘不信任的顺风车。

5. 看到身边有可疑情况，比如有人
醉酒后被拉走，或有人下药等等，在确保
自己的人身安全的条件下及时报警。

6. 在任何情况下，“不就是不。No 
means No.＂ 千万不要在没得到明确准许
的情况下做冒犯另一方的行为。这里的行
为，不仅是性行为，更包括身体接触，语
言上的调戏等。同时，美国法律一律认定
在酒精影响或药物影响下的当事人无法给
合法的“同意（consent）＂。在美国，
对性骚扰、性侵犯的处置非常严厉，法律

非常健全。如果被举报查实，轻则被学校
开除，重则是牢狱之灾。

提醒大家，性侵的案件里，受害者无
论何时都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如遇不测，
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重。事发后一定要
及时到校医院或当地医院，首先保证自己
的身体健康，其次保留证据，以防日后
需要追求法律责任。绝大部分医院为保护
性侵受害者，所有性侵的检查化验均为免
费，所有记录也会绝对保密。

到达新的城市，总想出去走走看看，
探索一下即将度过几年新生活的城市。而
新生往往人生地不熟，格外需要注意自己
的人身及财务安全。由于没有经验，把名
牌包放在前座被砸车偷包的事件在大学城
屡见不鲜。2014年南加大24岁的中国研
究生纪欣然在回家路上被多人袭击，抢劫
后挣扎回到宿舍，在次日清晨被室友发现
时已过世。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一名就读于
语言预科项目的中国留学生高远在洛杉矶
附近的公路车道上驾驶一辆宝马750轿车
蛇形驾驶和超速而被警方拦截，因为没有
按照法律规定靠路边停车，最后演变成至
少有5辆警车和一架直升机的追捕事件。
事发后，高远在被起诉日没有到法庭露
面，以10万美元被通缉，并因此将面对更
严重的刑罚。

平安留学、健康成长是个很大的话
题，不可能通过一篇短文来完整阐述。最
后海遇留学为大家总结一些安全小贴士,
希望能够帮助广大留学生们平安度过留学
生活。

首先，出行最好要结伴，尤其是晚上
出行。出行前可以告诉室友或邻居自己去
哪里，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出门在外保证
自己的手机随时有电，如果遇到可疑人或
危险情况，千万别犹豫，直接拨911。

其次，买了车的同学要注意，不要留
值钱的东西在车里，如果不想随身带，要
用衣物掩盖，或者放进后备箱里。护照这
样的重要证件最好不要留在车内。

再者，如果真的遇到抢劫，一定要镇
静。大部分抢劫犯只是为了要钱。把身上
值钱的东西和现金全都交给对方，注意不
要看犯罪人的脸。在确定自己人身安全后
立刻报警。铭记在心，保证自己的生命安
全是最重要的。

最后，切记遵纪守法。如果被警车鸣
笛叫停，务必减慢速度停车到路边，打紧
急灯，摇下车窗，将双手放在方向盘警车
可以看到的地方，等待警官盘问。由于美
国很容易买到枪支，因此切勿下车，或者
做出从衣服口袋、副驾驶手套箱（glove 
compartment）取东西的动作，否则会被
警察误认为你要掏枪袭警。如果警警察
认为你有可能威胁到警察或其他公民的安
全，他/她极有可能掏枪对你射击。

除了以上的几个小贴士，海遇着重强
调一下美国警方与中国警方的不同。来美
国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大街小巷经常
有警鸣声响起。这多半并不是因为治安不
好，而是因为在这里，不管多小的事情，
你的猫爬树上下不来了，你的门口有人
喝醉了堵着你回不了家等等，只要你有
需要，警察就会火速冲到你面前。晚上太
晚公交车停了，打911搭警车回家的也大
有人在。 在美国，出警是再寻常不过的
事情。千万不要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或者“这个事情不值得警察跑一趟＂这
种想法放弃报警的良机。你只需要报警，
至于有没有证据这些问题由警察来搞定。 
当大家来到美国，一定要充分利用这里的
警力资源。要知道，美国警察的观念是宁
愿出警千次没有任何问题，也不能冒险一

次不出警。

大部分华人认为警察都是好人，是抓
坏人的。很多人觉得道德就是法律，只要
自己的自身行为在道德标准上没有什么问
题，那么警察肯定不会莫名其妙来找自己
麻烦的。可现实中常有人因为自己都想不
到的小事遭到起诉。美国警察并没有想象
的那么完美，他们是被允许钓鱼执法的，
地方警察在罚单里是可能有分红的。由于
华人有套近乎的习惯，很多人都喜欢和警
察聊天，问题是在美国和警察聊天往往越
聊麻烦越大。

警察虽然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他们
可以通过误导你等方式让你承担不属于你
的罪责。因此在美国，当你面对警察的盘
问，你不必将警察当做朋友，更不要跟他
们套近乎，你跟他们聊得越多，对你可能
越不利，他们很有可能抓住你说的某句话
来治罪。如果你遇到警察问话首先需要确
认的是自己为什么被警察找，在不确定该

如何回答盘问时牢记这句话：I’d like to 
remain silent and I will not say anything 
before my attorney is present. 

（完）

  
便携医疗诊断仪幻想成真 

可望几年后上市
美国科幻电视剧和电影《星际迷航》

系列里边，一名医师能够拿着手持装
置“三录仪＂来检查人的生命体征并且
诊断疾病。现在，这个幻想成真了。医
学设备竞赛高通三录仪大奖(Qualcomm 
Tricorder XPRIZE)，挑战着科学家来研
发类似三录仪的设备，改善全球医疗服
务。最近在美国洛杉矶，主办单位公布
了从全球三百件竞赛作品当中获奖的赢
家。

高通三录仪大奖首奖得主巴兹尔.哈
里斯说:“我还在震惊中，还是不敢相
信。这真的是过去五年以来，每个周
末和夜晚，疯狂的家族聚会创造出来
的。＂

这支由急诊室医师巴兹尔.哈里斯
和他专精于计算机科学、医疗和卫生政
策的家人，加上他们的朋友们组成的队
伍，通过研发这个行动医疗诊断设备，
赢得260万美金。

他们受到《星际迷航》电视剧和电影
系列里头的三录仪启发。哈里斯说:“当
我开始参赛的时候，研发三录仪，是个
疯狂的点子。所以，除了你的家人，还
有谁会听你说这些呢？＂

这个名为DxtER的设备，包含一些
非侵入性的感应器，用来搜集一个人生
命体征、个体化学以及生物机能。这
些感应器还能诊断多种疾病。哈里斯的
团队不是唯一一个获得高额奖金的队
伍。((End Courtesy))

获得高通三录仪大奖第二名的是动
态生医指标团队。动态生医指标团队成
员来自台湾、中国以及美国。因为研
发“DeepQ＂这项医疗设备，他们获得了
一百万美元的奖项。

这项设备的研发，是受到传统中医“
望、闻、问、切＂的启发，它也能够诊
断多种疾病。它可以监控生命体征，具
备血液和尿液检测装置，还有两个摄像
镜头，所以能够“看到＂你，再搭配一
个智能手机和应用程式。

得奖者彭仲康说:“我们想要达成一
项任务，那就是把有品质的医疗服务带
给每个人，比如说在中国的人。大陆曾
经有一段时间有赤脚医生，也就是因为
有一些区域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经过合
格训练的医师，所以他有一些方式，就
是用一些比较基础的训练，然后造成一
些能够服务乡村的医务人员。你可以想
像，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系统的话，他们
可以带着到所有的乡村服务，就是他有
个高科技的医疗箱，那么他带着这个箱
子，他到一个村子，基本上一个村子百
分之九十的医疗问题都可以解决。＂

彭仲康还说: “如果全部要经过药监
局的通过的话，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所
以我们会希望能够和政府合作，成立一
个特别的计划说，我们选一些区域做试
点，直接把这个机器就可以在那里试点
的时候就用起来，这样的话，可能一两
年內就可以达到他的效果。＂

高通三录仪大奖健康与保健执行主
任格兰特·康帕尼说：“我想，我们想要
着手处理的现有根本问题是，世界上有
好几亿人缺医少药，而且这些人位于世
界偏远地区。美国乡村就有这样的人， 
我们就是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足够的
护士，当然也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所
以，科技就是唯一的重要解决之道。＂

得奖者巴兹尔.哈里斯说：“这类设
备可以全面提高医疗服务。从偏远乡村
到市中心到难民营，这个东西可以被善
用而且真的做出一番改变。＂

来自台湾的团队希望能和中国政府合
作，把这项设备在几年后带到特定的乡
村。在美国，这些设备需要经过美国食
品与药物管理局严格的核准过程。哈里
斯说，可能要再过五到七年，一般消费
者才能以大约200美金买到这项设备。

（来源 美国之音）

（续）

卡梅尔学区系列报告

卡梅尔学区税替代公投
作者 郑琳

印 第 安 纳 州
法律规定公立学
区必须按照基金
会计的原理进行
收支核算。这项
会计核算制度建
立用于不同目的
的基金，每项基
金各自独立核算
收入和支出，严
格分开，绝不混
淆。卡梅尔学区
的财政预算和核

算系统共有以下六项基金，它们全部来
源于税收收入。

· 普通基金：用于运营费用包括薪
水，福利，用品和水电及煤气费等
项目

· 公投基金：也用于运营费用开销
· 资本计划基金：用于基建项目，房

屋修缮，购买土地，购买维护设备
和科技

· 偿债基金：用于偿还学区发行的主
要用于基建设施的债券

· 交通基金：用于学生交通费用
· 校车替换基金：用于购买校车

六项基金中金额最大的是普通基金。
它占学区财政的60%以上。员工薪水和福
利占了普通基金使用的93%以上。自2009
年以来，普通基金收入来自州政府征收
的销售税和收入税。其他五项基金主要
从房地产税取得收入。

在2009年前，普通基金收入的85%来
自于州政府征收的销售税和收入税，其
余15%是当地房地产税。在2009年，印
第安纳州代表大会把房地产税从普通基
金中剔除。这样普通基金百分百地依靠
州政府征收的销售税和收入税。这两项
税率因此从6%提高到7%。这些变化，加

上2008年经济大衰退的影响，导致包括
卡梅尔学区在内的许多政府机构收入锐
减。在2010年，全州的学区收入减少了
3亿美金，其中卡梅尔学区普通基金缩减
了380万美金。

自收入来源变化以来，包括卡梅尔学
区在内的许多学区纷纷推出公投法案，
请求提高纳税以用于补贴普通基金。法
律规定每项公投法案有效期最长7年。卡
梅尔学区现有的公投法案将于2017年底
失效。学区理事会已经提出替换公投法
案。5月2日会进行该法案的特别选举。

目前卡梅尔学区收到的州政府学生人
均拨款是全州倒数第二名。每名学生拨
款比平均数少786美元。替换公投法案将
会弥补这个差额。根据以上基金会计的
讨论，公投基金只用于教师，学术和课
外活动，不是用于建筑项目。

如果替换公投法案没有通过，学区会
在今年8月削减260个和高质量学术和课
外活动相关的职位。2017-2018学年就
开始受到影响。小学班级人数会从每班
平均24人增加到32人以上。初中和高中
会从每班平均28-30人增加到35-40人以
上.此外，卡梅尔高中会取消和毕业要求
课程无关的项目，诸如AP，IB，双学分
和其他选修课。替换公投法案的通过对
房地产税几乎没有影响。目前卡梅尔市
对每百元房产估值征收0.83美元房地产
税用于学区。替换公投法案通过后，该
税率仍然维持在这个水平。学区呼吁每
个选民都投赞成票。

如果您想获取有关公投的更多信息，
请到学区相关网页咨询 （http://www1.
ccs.k12.in.us/district/2017referendum）.

您 也 可 直 接 联 系 学 监 W a h l 博 士 ，
询 问 您 关 心 的 问 题 。 他 的 电 子 邮 箱 是
nwahl@ccs.k12.in.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