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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
运动的朋友们积极参与，
运动项目有佳木斯快乐舞
步、小苹果、广场舞等。

地点：Season Clubhouse
           11985 131st St
          （W Main Street）
           Zionsville, IN 46077      
时间：周日下午4：30
联系人：陈艳艳 
              317-363-9040

华裔男家暴妻子获罪 妻哭求法官解禁

江玥生活照（来源：侨报）

［本报讯］印州政府称，在印
州西南部发生禽流感，为预防其流
行，动物管理组织在10个家禽农场
的40万只家禽处以安乐死。这些家
禽包括鸡、鸭、和火鸡。截止到周
三（1月20日），还有两个农场的1
万3千只火鸡等候处理。

发言人Derrer称，引起本次禽
流感的是H7N8病毒，与在去年夏
天致死4千8百万家禽的H5N2病毒不
同。

女司机枪杀中国学生 否认犯罪未显悔意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美国许多华裔新移民不知道夫妻之间闹矛
盾不能轻易动手，否则会引来警方逮捕，还可能坐牢、被驱逐出境。

亚凯迪亚华人男子张海祥（Haixiang Zhang）2014年6月因用致命武器攻
击、非法跟踪妻子等多项罪名被捕。后来他在巴沙迪那法庭认罪，最终被
判处两年监禁。服刑结束后，他将被递解出境，并且永远不能再来美国。

但此案并未结束。本案受害人即张海祥妻子，12日在律师和中文翻译
的陪同下来到法庭，她不仅没有提出民事赔偿要求，反而开门见山向法官
Darrell Mavis表示，“希望解除我先生的禁止令”。由于张海祥攻击妻子，
虽然他们夫妻还没有离婚，但法庭早在去年就判决他在未来十年内，均不
得在其妻子周围30米的地方出现，所以已经与离婚无异。

法官要求张妻陈述理由，张妻刚一开口就已泣不成声。她表示，“我
很爱我先生，非常想念他，希望法官可以撤销他不能接近我的禁止令，以
便我可以去狱中看望他”。他表示，下个月是先生生日，想见见他，给他
庆祝生日。她说，再过几个月，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我和女儿都很需要
他”，希望张海祥能出席女儿毕业典礼。

法官表示，“张海祥现在服刑，法庭判罚不能接近你，我不能同意你
的请求”。不过法官愿意退让一步，再给这对夫妻一次机会。法官表示，
将要求张海祥完成一些心理辅导课程，此后将再对他评估。过一段时间，
如果张妻仍坚持要见丈夫，可以再次上庭提出要求，法官会根据他的最新
情况做出考虑。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报综合】1月16日，亚利桑
那州马里科帕县坦佩发生一起普通
交通事故。不料，肇事司机竟然下
车对受害车驾驶司机——中国女留
学生江玥连开数枪，导致其死亡。

江玥男友还原生死一幕
据侨报报道，与江玥一同坐在

车上的中国留学生陈恩东是江玥男
友，事故发生后陈恩东悲痛交加，
精神也受到极大惊吓。直至19日，
陈恩东精神状况稍有缓和，于是向
《侨报》记者讲述了事件始末。

陈恩东说，事发当天下午他和
江玥一起到UPS寄东西，当时江玥
开车，他坐在副驾驶。江玥打算左
转，于是将车停在左转道上。

陈恩东说，在戴维斯（Holly 
Davis）的车撞上他们之前，他们
就已经注意到后面的车很“怪”：
“她（戴维斯）的车走走停停，她
在距离红灯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
了下来，然后又发动油门，撞上了
我们的车。”

戴维斯撞到江玥的车以后，陈
恩东下车查看发现车后被撞了一

个坑，当时江玥仍然坐在车内。陈
恩东看到戴维斯坐在驾驶位，手里
拿枪，透过车玻璃对着自己，于是
立刻回到车内对江玥说：咱们走，
这人有枪。于是江玥转动方向盘，
但是被右前方的一辆货车半挡住去
路。

此时戴维斯手持手枪来到江玥
一侧，用手枪隔着车窗玻璃对准江
玥的头，江玥立即慌乱，问陈恩东
怎么办。陈恩东说把方向盘往右打
死，踩油门立即走。

据陈恩东事后回忆，当时的车
已经在行车档，如果江玥立即踩油
门，他们本可以走掉。“可我俩都
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江玥也慌
了，立即移动档位，移到了N档，
发现走不了，再移动到D档的时候，
戴维斯就开枪了。”

当时戴维斯开枪数次，可是陈
恩东能够记得的只有两次，两次都
打在了江玥身上，其中一发子弹打
进江玥左肩。

江玥中枪后车子失控，继续按
照惯性向右边滑动，直到撞上另外
一辆轿车后才停了下来。

陈恩东右太阳穴部位有两道血

东北同乡会
春节联欢晚会通知
时间：1月30日 星期六 下午5-10点
地点： Seasons Clubhouse
           11985 131st Street(W Main Street)
           Zionsville, IN 46077
活动内容：文艺联欢，弹拉歌唱，舞          
          蹈，东北二人转，扭秧歌，自
由活
          动，交友。
主食：饺子，东北美食大聚会

欢迎东北老乡踊跃参加！
联系人：陈艳艳 

317-363-9040；yychen6051@gmail.com

                   

                                                                                                     
When: 9:00am-6:00pm. Feb 13, 2016
Where: Table Tennis Club of Indianapolis. 8009 E. Washington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19.

Tournament Director: Jian Tan
ICCCI Cup Committee: Keyue Chen, Hong Hu, Weiming Li, Jerry Lu, Jin Lu, Hua Luo, Wenyu Ming, Youfang 

Pan, Jian Tan, Youyan Zhang, Caiqing Mo
Email Registration Deadline: Responses (Name, phone#, rating, double partner and rating, Event selection) via email to:

iccci_sports@yahoo.com must be received by Feb. 5, 2016. Late entries may be rejected if space does not permit.

On-site Registration (Feb. 13, 2016): Please come 30 minutes earlier for on-site registration.
1. Entry Fee: Pay $10.00 cash per player. 2. Submit Registration From. 3. Free food and water will be served for lunch.

ELIGIBILITY: 1. Players at all levels; 2. ‘Junior Single’ event is for students 18 years old or younger; 3. ‘Senior Single’ event is for players
of age 50 years and older; 4. The combined rating for each double pair for ‘Open Double’ event must be <=3600; 5. Maximum 2 events 
can be registered for each player. 6. The Nittaku Premium 40+ ball will be used.

RULES: All standard table tennis laws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followed. http://www.ittf.com/ittf_handbook/hb.asp?s_number=2&

FORMAT: Group of 4-6 players play round robin. Player(s) with the best record in the group will advance to the single elimination draw. 
                          All matches are 3 out of 5, 11 point games, except that Open final will be 4 out of 7, 11 point games. 

The ICCCI Cup committee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format or cancel specific events.

Contact:  Jian Tan 509-9492 Youyan Zhang 919-0897

Event 1st Place 2nd Place 3rd Place
1   Open Single $100 $25 $15

Class A $25 $15 $10

Class B $15 $10 $10

Class C $15 $10 $10

2   Women’s Single $25 $15 $10

3   Junior Single(<=18yrs) $25 $15 $10

4 Senior Single(>=50yrs) $25 $15 $10

5 Open Doubles $30/pair $20/pair $10/pair
(The combined rating of a double pair is limited to <=3600)

Please fill and submit this Registration Form below at the registration desk on Feb. 13, 2016.
…………………………………………………………………………………………………………………………………..….

2016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Table Tennis: ICCCI Cup
February 13, 2016

Nam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hone______________ Rating (or Estimate)___________
Stree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City____________________State_______Zip___________ 
Doubles Partner/ Rating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ircle Desired Event #’s 1 2 3 4 5            **(Maximum 2 events for each player)
Registration Fees ($10.00) _________

I accept full responsibility for my participation and relieve all sponsors, the Table Tennis Club of Indianapolis, LLC and all ICCCI 
Cup officials of any liabilities for injury to myself or my property. I agree to abide by all decisions of the ICCCI Cup officials.

SIGNATURE (Parent or guardian if junior under 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6 Chinese New Year (Monkey) Celebration              
Table Tennis: “ICCCI Cup”

Sponsor: Indianapoli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c. 
http://www.indy-chinese.com

Open Championships
2005    Mark      Brader
2006    Yuenian   Zhang
2007 John          Chan
2008 Hua            Luo
2009 Jian Tan
2010   Stephen     Clyde
2011 Jian Tan
2012 Jian Tan
2013 Vladimir    Shukyurow
2014      Stephen     Clyde
2015      Hua            Luo

油价直落 美国人存款激增1150亿
随着石油投资和制造业陷入颓势，股市又直线下

坠，美国不少民众不禁怀疑，不知何时才会看到油价低
廉所带来的好处。

原油价格在今年下滑至每桶30美元以下，这个价
格在一年半前根本难以想像，当时的油价是每桶110
美元。凯投宏观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分析师墨菲
(Steve Murphy)表示，过去18个月的低油价，已让美国人
存了1150亿美元，而不是将这笔钱花掉，“个人储蓄已
增加至1200亿美元，显示家庭支出已将从低油价所省下
的钱都存起来”。

理财专家估计开车族每年可以省下700元到2000
元，并建议都存起来，真的会积少成多，至少今年一定
可以存到钱。《市场观察》报导，至少有五种可以善用
省下的油钱的方法，一是存到免税的退休帐户、带家人
出去享用美餐、付掉信用卡债、外出旅游、趁目前是电
影颁奖季，带全家去看卖座电影。

低油价也让航空公司省下大批油费，以三角洲航空

为例，财报预估今年上半年油费成本将会大降，反
而突显人事成本。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低廉的油价终究会带来好
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圣泽维尔大学经济
系教授凡加凡德(Reza Varjavand)表示，无论如何，
在美国的赢家都会比输家多。他说：“交通业、航
空业、消费者——他们都是赢家。输家大多在海
外”。

华盛顿彼得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尤白德(Angel 
Ubide)说：“从净效益来看，油价下跌应会对美国
经济造成正面影响……但因为负面影响来得更快、
也更集中，所以民众负面感受较深。”“如果以两
年或三年的时间来看这件事，我们就能推断，油价
下跌的净效益是正面的。”

尤白德则认为，“只要储蓄增加至一定水平，
消费者就可以把这些储蓄拿来消费。”

（来源：世界新闻网）

痕，但是陈恩东已经不记得是如何
造成的。目前陈恩东与同学居住在
一起。

嫌疑人否认犯罪 
戴维斯随犯驾车逃逸。江玥被

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陈恩东及第
三辆汽车车上的5名乘客受轻伤。据
报道，受害者江玥来自中国重庆，
年仅19岁，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
学生。

“这是一场毫无道理的暴力行
为”。美国广播公司17日引述坦佩
警察局发言人加尔布雷斯的话这样
写道。“江玥 是一个无辜的受害
者。霍莉·戴维斯对江玥犯下了暴
行，对此我们深感悲痛。” 加尔布
雷思称，嫌犯戴维斯将被控诉4项重
罪：一级谋杀罪、持致命武器重度
攻击他人罪、持致命武器行为不当
罪以及私藏致命武器罪。据报道，
嫌犯驾车逃逸后，一直开回自己的
家，并立即清洗车辆和衣服。由于
现场目击者记下了戴维斯的车牌
号，警方于数小时后找到嫌犯。但
当警察抓获戴维斯时，她否认犯罪

事实，也未显示出任何悔意。
美联社引述警方报告称，戴维

斯被捕后，承认曾在案发不久前使
用羟考酮药物。这是一种精神类药
物，被列入联合国《1961年麻醉品
单一公约》管制的品种。此前嫌犯
还曾因拒绝接受警方调查，在密苏
里州被判3年。报道称，由于嫌犯有
案底，一旦定罪量刑可能加重。

根据美国亚利桑那州法律，一
级谋杀罪可被判处死刑。一名美国

华人律师对《环球时报》记者称，
在江玥案件中，如果戴维斯被证明
是“蓄意杀人”，有被判死刑的可
能性。不过，由于戴维斯自称服过
精神类药物，如果不能确定她杀人
时是否处于迷幻状态，很难判定她
是否“故意杀人”。

为防禽流感，印州
40万只家禽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