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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 fi ned $1m in China over toothpaste 
advertisement:

Consumer goods giant Procter & Gamble has been 
fi ned close to $1m in China for what Shanghai regulators 
said was false advertising of its Crest toothpaste brand.
They said P&G overstated the effects of its toothpaste 
in a TV ad featuring a popular Taiwanese talk show 
host.,. 
特技太白被罚600万：佳洁士广告已停播
    使用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只需一天，牙齿真
的白了”，这是台湾艺人小S(徐熙娣)作为佳洁士
双效炫白牙膏代言人，在公众面前的话语和表现。
是否有不少小伙伴看了心动了呢？3月9日，上海市
工商局披露，根据上海市工商局的调查，画面中突
出显示的美白效果是后期通过电脑修图软件过度处
理生成的，并非牙膏的实际使用效果……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柴静现象背後的反思
柴靜的《穹頂之下》，讓空氣污染問

題再度成為中國民眾熱門的話題。能讓民
眾參與討論，本身就是成就。但是柴靜現
像的背後是不是又反應了另一些問題呢?
    见第三版 

Art Meets News
Beginning Saturday, March 28, the Indiana State 

Museum will host Art Meets News: The Work of 
Photojournalist Bill Foley, which explores the work 
of this Pulitzer Prize-winning photojournalist.   
   Page 6

吃着火锅看世界杯？
卡塔尔世界杯真要冬天办

     穿着棉袄开着暖气，
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火锅
一边看世界杯？这样前所
未有的体验很有可能在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
发生。

 见第九版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

魏晋时期的音乐成语：
“陶琴无弦) ”
 见第十一版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Brebeuf高中开始中文教学
Brebeuf Chinese Language Class

印城著名的由天主教耶穌會創辦的 
Brebeuf 高中，开始中文教学。你知道崔世
玲老師是怎麼要求學生的嗎? 耶穌會和中
國的淵源又有多深呢? 見第五版。

After years of preparation, Brebeuf 
Jesuit Preparatory School started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 this year.  Ms. Chui,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teaches the classes through 
a great variety of activities, including games, 
field trips, cooking lessons, singing and cultural 
lessons about Chinese New Year.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a pen pal letter 
exchange project with students from Cheng 
Kung High school in Taipei. 

More in page 5. 
Brebeuf 高中校長 Mr. VanSlambrook (右二)，崔

世玲老師 (左一) 與同學合影。

中国驻芝加哥刘军副总领事访印第安纳波利斯
Deputy Consul General Liu visited Indianapolis

中國駐芝加哥劉軍副總領事（中）与印第安纳州副州长艾尔斯波曼女士（右二）、外交事务
顾问龙伟林女士（右一）等合影。

【本报讯】中國駐芝加哥劉軍副總領事，
在三月四日和五日，前來印第安那波利斯市，
拜會州政府各級官員，就中國和印第安那州的
共同事務和友好合作交換意見。 劉副總去年年
底剛就任副總領事一職，這是他第一次前來印
第安那拜會。刘副总在州议会大厦拜会了副州
长艾尔斯波曼、州长办公厅主任艾特霍特、众
院议长波兹玛、多数党领袖麦克米林、参院多
数党领袖赫什曼、少数党领袖莱侬、临时议长
办公厅主任帕帕、印州经济发展署主任阿卡德
等等。

印第安那州和中國在商務，文化各方面的
關係相當穩健。中國也是印第安那州重要的農
牧產品出口對象。前任州長丹尼爾斯 並曾多次
訪問中國。

庆祝圣帕特里克节 沾点爱尔兰的好运
Celebrate St. Patrick’s Day in Downtown Indy

【本报讯】3月17日星期二是圣帕特里
克节（St. Patrick’s Day），一年一度的圣
帕特里克节游行将于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三
点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中心举行。在印地
市中心，周末将有很多有趣的圣帕特里克节
庆祝活动。如果有时间，不妨去印地市中心
去逛逛，沾点爱尔兰的好运。别忘了，身上
穿戴点绿颜色……

作为正式的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活动，
第24届Shamrock Run and Walk将于14日，
周六中午10点到中午12点举行。无论男女
老少，都可以参加这项活动，入场费25美
元。参与者穿着绿色服装，或走（不计时）
或跑（计时）从Monument Circle到 Fountain 
Square再回到Monument Circle，全程共4英
里。

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在乔治亚街有免
费户外庆祝活动Blarney Bash。现场音乐、

绿色啤酒还有丰盛的美食，不过你一定要满
21岁才能参加这里的狂欢。

星期天下午2点到3点在市中心图书馆可
以免费欣赏恩尼斯·克莱尔乐队表演爱尔兰
民间音乐。

星期一下午5点到5点45分是“绿化运
河”仪式。届时有音乐、跳舞等许多欢庆活
动，不过最精彩的是将运河染成绿色。

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高潮，当然是要星
期二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由印第安纳州彩票
主办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游行的队伍将由
本地的高中的军乐队、花车，天主教学校，
爱尔兰舞者，鼓乐队，爱尔兰团体和政要等
组成。

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活动很多很多，无法
在此一一列出。读者可以到Downtown Indy
的网站（www.downtownindy.org）看完整的
节目单。 

2014年圣帕特里克节“绿化运河＂仪式。

巧克力的味道
哥伦布市的第二十五届“巧克力的味

道＂(Taste of Chocoloate)义卖活动得到
了三十多个组织和公司的支持，以甜点义
卖的形式筹款，来支持各项社区活动。
   见第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