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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o Spain cargo train:
The fi rst train to complete a journey on the world’s 

longest railway line, connecting Spain and China, has 
returned home. The 16,156-mile round trip on the 
new Yixin’ou cargo line through China, Kazakhstan, 
Belarus, Poland, Germany, France and Spain. The 
82-container cargo train began its journey in November 
in the eastern Chinese city of Yiwu. It arrived in Madrid 
on 14 December, in time for the thousands of small 
shops and Christmas markets to stock up on the cheap 
Chinese goods...
浙江义乌直达西班牙马德里货运列车全线开行
浙江义乌直达西班牙马德里的“义新欧”铁路国际货运
班列今天开行，将行程13000多公里，穿越7个国家，
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新起点。出口商义乌天盟实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火车运输
线路：途径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向西由阿拉山口
出境，再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
国、法国，到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全线长约13052公
里，全程运输时间约20天。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5)

载歌载舞 印州各地迎新春再掀高潮 

纽约梁警官白宫请愿案剖析
    上周大陪審團決定對梁警官以二級過
失殺人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刑事
過失殺人，魯莽危害，二級襲擊和兩項濫
用職權罪起訴。梁警官被起訴，立刻引起
不少華人不滿。
    见第三版 

TEENS’ PERSPECTIVE 
Dealing with Differences 

Steve Wang, a visiting student at Park Tudor High 
School. from Beijing No. 4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Campus, sharing his Indy experience with our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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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人复出
将征战北美足球联盟

前巴西足坛传奇罗纳尔多
近日宣布自己将在不久后
重返绿茵场，而他将会代
表劳德代尔堡前锋队(Fort 
Lauderdale Strikers)征战北
美足球联盟。
见第九版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

魏晋时期的音乐成语：
“击节称赏 ”
见第十一版

美国安部关门危机倒计时
House will vote to prevent Homeland Security shutdown

    对生活在印第安纳州的华人来说，春节是最
忙碌、最热闹的时候。各个地区的华人团体上
演的一台又一台精彩的庆祝活动，节目之多真
是有点数不清楚了。
ICCCI：巧合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春节晚会空
前热闹（第六、七版）
Bloomington: 印第安纳大学的同学们精彩的除
夕夜联欢会（第十版）
Purdue: 春晚圆满落幕 迎春活动继续（第八
版）
Columbus： 哥伦布市春节联欢晚会暨年夜饭
热闹非凡（第12版）
IUPUI: 吉羊衔穗迎春至，小宝欢聚闹新春（第
八页）
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春节联欢会（第十版）
印城第一華人循理會春節愛的團园庆祝活动和
愛加倍華人敎會新年同欢晚会（第八版）

印第安纳波利斯-杭州姐妹城市协会年会
The Indiy-Hangzhou Sister City Committee

First Leadership Conference 
        一月二十四日，印第安纳波利斯-杭州姐
妹城市协会2015 年领袖年会在Formosa Seafood 
Buffett 隆重召开。 市长办公室国际事物主任 Jane 
Gehlhausen，印第安纳-杭州姐妹城市协会主席
Sherry Dong以及协会各部门负责人出席的会议。
会议通过网上问卷调查，对协会2014年在教育层
面、文化交流层面、政府层面、协会层面的工
作情况做了总结。Jane充分肯定了印第安纳的姐
妹城市协会取得的成绩，尤其在成立 2年左右的
时间里就获得了美国全球姐妹城市协会（Sister 
Cities International）“全美最佳姐妹城市项目 (Best 
Program in the US)” 的称号。协会各部门负责人讨
论了2015 年的工作计划。在教育层面要加深加强两
城学校的互访与跟进；在文化交流方面，在一年一

度的印城的文化艺术节要有所创新，并且要加深与
印城各大艺术团体的交流，例如印城交响乐团。最
后协会首席运营官David Hamilton 提出了对协会在
2015年运营方面的建议，2015年运营的工作重心要
放在扩大协会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例如建立网站，
招募志愿者，以及调动志愿者的积极性方面。
         会议还授予协会文化与艺术主席岳新民2014 年
印城-杭州姐妹城市
协会杰出志愿者的称号。于此之外，协会将公开招
募教育主席、活动策
划主席、市场主席、运营主管以及志愿者，
有意者可将简历发送至协会主席Sherry Dong 
（dszconnect9@yahoo.com）。

      美国国土安全部预算危机临近最后关
头。继国会参院打破僵局，令国安部拨款
法案通过首关之后，各界26日都将目光转
移至众院。尽管众院议长博纳仍在避免回
答下一步计划，但他当天下午召开党内闭
门会议，众院共和党人拟推出短期拨款法
案以避免国安部关门。
　　26日上午，美国国会参院民主党领袖
里德与众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召开联合记
者会。里德就众院议长博纳和参院共和党
领袖麦康诺两人没有沟通，在国安部面临
关门的危机时刻仍在耍政治手段表示不
满，督促共和党人尽快合作，以通过国安
部拨款法案。
　　里德同时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众院共
和党人在国安部拨款法案后附加修正案的
要求。
　　美国国会参院预计将在27日为无附加

修正案的国安部拨款法案投票，对奥巴马
的移民改革行政令反对最激烈的共和党参
议员塞申斯表态不会阻挠这个法案的投
票。若该法案在参院通过，众院剩下不
到24小时的时间可以行动，以避免国安部
关门。
　　众院议长博纳26日被记者逼问，如果
在参院通过后的拨款法案送至众院，将
会如何应对，他竟以数个飞吻避免回答
问题。
　　虽然博纳拒绝回答，但下午博纳召集
了党内共和党人召开会议闭门会议。据多
家媒体报道，众院共和党人正在考虑新方
案，或许将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令国
安部可以继续运转一个月，再通过另一个
可以为国安部拨款至9月的法案，但条件
是撤销奥巴马的移民改革行政令。
 （摘自 中新网）

Year of  Goat Celebration Continues

特刊

庆祝ICCCI成立二十周年
祝贺舞狮队威震芝加哥

                          见第六、七版

    舞狮队在ICCCI春节晚会上表演。      摄影 赵立明

美国国会众院议长博纳26日在记者会上向记者“飞
吻＂回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