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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is Expanding in China and Shanghai 
May Become Its International Hub 

Delta Air Lines Inc. Chief Executive Offi cer Richard 
Anderson said he envisions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hub in Shanghai to build on a grow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rp.“When you think 
about what our strategy is long-term, we need to have a 
hub in Shanghai like the one we have in Amsterdam,” 
Anderson told employees in a recorded message.
达美希望与东航合作在沪打造国际枢纽
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安德森表示，希望

在与东方航空合作关系不断增进的基础上，在上海
打造一个国际枢纽。安德森在录音留言中向员工表
示，“就公司的长期战略而言，我们需要在上海打
造一个像在阿姆斯特丹那样的枢纽。”此番表态凸
显出他对拓展中国市场的重视。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2015: Municipal Election Year

聚焦 Westfield： 
   Cook 与, Harpe 的竞争
     Page 6

刘翔宣布退役
退役后的刘翔未来会做什么
样的选择，已经成为了很多
人关心的一个话题，甚至纷
纷为他设计未来发展道路：
比如从政走仕途，比如经商
变身刘老板，再比如干脆直
接转型担任田径教练，甚至
还有进军娱乐圈……
  见第九版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印城迎来NCAA四强战, 杜克获胜夺队史第五冠
Final Four: Indy in the Spotlight  Duke Claims Fifth Title

【本报记者 郭阳】一年一度的NCAA决赛4月6日在印第安纳波利
斯落下了帷幕，尽管当家球星奥卡福发挥一般，但老牌强队杜克大学
(Duke)后来居上，最终还是以68:63险胜威斯康辛大学 (Wisconsin) 夺得
了队史第五座冠军。而 他们的传奇主帅老K教练(Mike Krzyzewski)，同
样拿到了个人率队的第五个NCAA冠军。这样杜克和北卡、印第安纳大
学并列排在NCAA历史第三位，落后于8次夺冠的肯塔基和11次夺冠的
UCLA。

今年的NCAA决赛放在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卢卡斯石油体育馆
（Lucas Oil Stadium），这是印第安纳州第七次承办本项赛事。小马队的
橄榄球主场被改造成了篮球场。比赛的平均票价高达650美元，即便如
此，能容纳近7万坐席的体育馆也座无虚席。

然而，这一次开赛前，印第安纳州通过的一项关于“商家宗教自
由”的法案，由于这一法案可能会造成商家拒绝LGBT人士入内，遭到了

广泛的质疑，ESPN知名解说巴克利甚至认为比赛也应该挪至其他
州进行。好在这一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比赛的最终进行，虽然最
终四强战前后天公不作美，但是在两千余名志愿者和全体市民的
同心协力下，比赛、球迷活动和主题音乐节都得以顺利进行。

两雄激战 却是裁判引来争议
杜克的琼斯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外加5个篮板，他用出色表现

赢得了本赛季的MOP（四强战最杰出球员）的称号，不过他还没
有最终确定是参加NBA选秀还是继续在老K身边磨练一年。NBA
潜在选秀状元奥卡福本场处处受限，只得到了10分3篮板，选秀
前景看跌，另一位已经确定参选NBA的温斯洛获得11分9篮板3盖
帽，而确定留校的本场奇兵阿伦得到16分。威斯康辛这边，大四
生卡明斯基打出统治级表现，得到21分12篮板的两双数据，德克
尔12分8篮板，海耶斯则获得13分。

比赛中，主裁判的一次界外球判罚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比赛
结束前1：24秒，慢动作回放显示，球出界前碰到了杜克球员的手
指尖，但是当值裁判在观看录像后并没有改变之前的错误判罚。

老K成“1K+五冠”第一人
本场过后，身兼美国男篮的主帅的沙舍夫斯基的个人荣誉簿

上又多了一个冠军头衔，他的五次NCAA夺冠也仅次于UCLA传奇
主帅约翰·伍登的10次。在这次夺冠前，老K还独享NCAA中的另一
个纪录，他带领杜克大学已经拿到1017场胜利，他也成为了NCAA
第一级别联赛中首位率队拿到千胜的主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Coach K。

印第安纳堪称是老K教练和杜克大学的福地，1991年杜克大学
首夺NCAA冠军时就是在印第安纳。2010年，NCAA四强赛又在印
第安纳举行，杜克又一次问鼎冠军。这一次老K和弟子们又杀出
重围捧起冠军，这里绝对是他的福地。在又一次登上NCAA巅峰
之后，老K并不会停止他在杜克的执教脚步，虽然众多天赋新星
可能决定参加NBA选秀离开杜克大学，但老K和杜克的号召力足
以确保他们得到新的好球员，68岁的他也会继续努力追逐NCAA的
传奇教练伍登的旷古记录。

（图片来自网络）

ICCCI 中国签证服务
ICCCI Chinese Visa Service

为了方便印城华人回国签证
的需要， ICCCI受芝加哥中国领
馆签证组的委托，将于2015 年
4 月19 日 1- 5 pm 在Carmel High 
School Freshman Cafeteria 集中受
理护照申请并收取费用。

ICCCI会将申请材料一起寄到
芝加哥，在领馆发放签证后会派
人取回护照和相关文件，之后再
通知大家来领取个人护照。 符
合条件者可拿到10年有效签证。

具体材料要求，请到领
事馆网页查讯（http://www.
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qzhz/
qz/）。

签证费：$140每人; 手续费: 
$25每人。支票收款人： ICCCI.

感兴趣者，请与ICCCI联系： 
iccci.communication@gmail.com

To help with local community, 
ICCCI, with authorization from Chinese 
Consulate in Chicago, will group collect 
passport and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for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ICCCI 
will send the documents to Chicago, 
and will also send a person to Chicago 
to get them back.  All qualified person 
will get the 10-year visa.

For detailed requirements, please visit 
the consulate website （http://www.
chinaconsulatechicago.org/chn/qzhz/qz/
）。

Time: 1 to 5 pm, Sunday April 19
Location:  Carmel High School 

Freshman Cafeteria.
Fees: $140 visa fee and $25 

processing fee.
Please make your check to ICCCI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contact 

ICCCI:  iccci.communication@gmail.
com

《2015春季摄影展》

【本报讯】由印州华报、印州华人摄影俱
乐部和IUPUI中文学校联合举办的《2015
春季摄影展》将于2015年4月19日下午
12:30PM-5:00PM在IUPUI中文学校举行。
届时著名摄影记者比尔·弗利（Bill Foley）
将前来观赏，并在下午1：30 为各位摄影爱
好者做一个讲座。
        比尔·弗利是一位世界著名摄影记
者。他的作品曾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并且
多次上《时代》周刊的封面。目前印第安
纳州博物馆正在举办比尔·弗利的作品
展，题为《Art Meet News 》，展出时间3
月28日--7月19日。
       有关《2015春季摄影展》的更多信息
见第四版

Come to IUPUI Chinese School (SL 
building) on April 19th 12:30PM-
5:00PM, to enjoy “2015 Spring 
Photo Exhibition”, to meet Bill Foley 
and to hear his life experience as a 
photojournalist.

His famous photo ‘Last Smile 
of Anwar Sadat’ was on the Time 

magazine cover amongst many others.

《印州华报》网站新设计
IAAT Website Redesigned

    《印州华报》正式推出重新设计的网站。经过全盘“
装修”，以便利于读者为宗旨，新的网站增加许多新的
栏目并且开通了留言功能。《印州华报》网站将由专业
人员维护更新，争取第一时间传递信息。

    欢迎读者们光顾留言，并给我们多提意见，帮助我们
更好地为广大读者们服务。

2015 Spring Photo Exhibition

2015年市政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