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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花絮：梅威瑟 vs 帕奎奥
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
比赛轻易打破了职业
拳击历史的电视转播
和票房纪录，甚至一
张门票可以卖到14万
美元。又是什么样的
两个人可以“一拳千

金”，一场比赛就可以拿到上亿的出场费？一
个是从未吃过败仗的梅威瑟，一个是现世界八
个级别的冠军、“菲律宾国宝”帕奎奥，一场
拳击迷等待了数年时间、传闻中涉及数亿美元
的比赛吊足了全世界的胃口。
  （第九版）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印第安纳州2015市政选初举结束
Indiana 2015 Municipal Primary Election

【本報記者:　傅竹生】印第安那州的黨
內初選，在本星期二圓滿結束了。在保守的
印第安那州，除了像印城這大城市，和幾個
大學城，比如布魯明頓之外，幾乎全是共和
黨一黨專政。 所以在咱印州多數地區，共和
黨的黨內初選，才是兵家必爭之地。得共和
黨黨內初選者得天下也。特別今年又不是總
統大選年，投票率相對較低，所以本報前此
曾多次說明，非大選年的黨內初選，您手中
的一票最值錢，區區幾票就可定奪天下。

黨內初選 卡莫兒市長有驚無險
Albert Chen 大力推薦市長政績

今年在華人聚集的卡莫兒市(Carmel)，市
長初選就面臨這低投票率的尷尬。現任市長
博內爾(Brainard) 雖然再度大勝。但是選前情
況並不是這般明確。

博內爾市長已連任五任，二十年的亮麗
政績，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但是顯赫的政
績，也讓卡莫兒市的債務引起議論。如果非
大選年的黨內初選，支持他的群眾因為疏忽
而沒投票，他絕對有可能失去市長大位。所
以他公開表示，他雖然有強大的選民支持，
但是顧慮低投票率可能會是他的危機。

卡莫兒市的華人商界領袖，Telamon 公
司的主持人 Albert Chen 先生，在選前數天的
節骨眼上，為博內爾市長籌辦了一項募款餐
會。

   （接第三版）

2015 IUPUI 中文学校 暑期欢乐派对 

时间：  2 0 1 5年 5月 1 7日  星期日   1 2 : 0 0  P M –  5 : 0 0 P M   
地点： E A G L E  C R E E K  P A R K  S H E L T E R  C  
活动方式：中午午餐，下午游戏。  
             学校会准备烤肉，热狗及餐具。  
             欢迎参加家长带来您的拿手好菜与大家分享。  
             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也准备了丰富有趣的活动  
             让孩子与家长能共同欢乐。  
 
欢迎全体学生，家长及亲朋好友参加我们的聚会！    

                                

                          I U P U I中文学校及家长委员会    2 0 1 5 . 4 . 2 2  

已五次連任的卡莫兒市長博內爾，在党内初

选中再获大胜。

洩氣門調查「布雷迪可能知情」
NFL Considering Punishment for Brady

NFL季後賽美聯冠軍賽爆出「洩氣
門」事件，聯盟調查結果發現，新英
格蘭愛國者（Patriots）的工作人員可
能涉嫌將球放氣，四分衛布雷迪（Tom 
Brady）則可能「至少知情」。

該場比賽愛國者以45：7擊敗印第
安那波里斯小馬（Colts），但賽後卻傳
出愛國者在比賽用球做了手腳。由於指
證歷歷，聯盟與決定介入調查。

NFL指派威爾斯（Ted Wells）主持
調查工作，厚達243頁的報告在6日出
爐；報告指出：「愛國者的工作人員很
可能違反規定，蓄意違反規定。他們可
能在裁判檢查之後將球洩氣，另外，布
雷迪也很可能知道這個狀況。」

證據顯示，愛國者的工作人員曾將
檢查過後的比賽用球帶到球場旁的浴室
裡大約100秒，「這樣的時間足以用球
針將球洩氣」。

另外，工作人員去年10月以及今年
1月間的短信，顯示布雷迪可能要求他

們將球的氣壓減到每平方英寸12.5磅以
下，再早之前也曾對比賽用球的品質多
所抱怨。另外，工作人員的簡訊也似乎
透露，完成布雷迪的「要求」之後，要
跟他索取球鞋以及簽名球。

消息人士指出，NFL正在考慮對布
雷迪以及這些工作人員紀律處分，或許
再過一陣子就會公布。

至於愛國者總教練比利契克（Bill 
Belichick）及其他人，並無證據顯示
他們知情。射門時用的球，也都合乎
規定。

愛國者拿下美聯冠軍後，在超級盃
擊敗西雅圖海鷹；愛國者老闆克拉福特
（Robert Kraft）先前強力捍衛球隊的清
白，在報告出爐後還是堅稱球隊沒有做
錯任何事：他說：「我們對報告內容很
遺憾，內容並沒有明確或確切的證據，
只有粗略的描述。」

 (来源  http://udn.com）

最初的梦想：珠峰
当尼泊尔大地震引起珠穆朗玛峰
大雪崩的时候，作为中国登山队
一员的周华先生正在珠穆朗玛峰
南坡的营地。周华先生安全地从
山上撤离，但是这次雪崩造成二
十多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成
为历年来珠穆朗玛峰发生的最严
重山难。
本报有幸得到周华先生的同意，
从这期起连载他的文章，和读者
分享他为实现攀登珠穆朗玛峰梦
想而努力的经历和感受。
  （第11版）

GOVERNOR‘s 
MISSION

       Governor Mike Pence will lead 
a delegation of Hoosier business 
leaders to China this month on 
his sixth international job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ission as 
governor. 

 on  Page 6

China Investigating Siemens’ Business 
Practices

Siemens AG said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probing its 
marketing and business practices there, in the latest 
instance of offi cial scrutiny of foreign health-care 
companies.The German maker of medical devices, 
among other products, said offi cials in 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were looking into the marketing and business 
practices of its health-care laboratory diagnostics units. 
Its business practices are “common world-wide in the 
industry,” the company said in a statement...

中国工商总局调查西门子医疗部门商业贿赂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工商总局去年

开始对西门子旗下医疗部门涉嫌贿赂医院使用其高
价医疗产品一事展开调查。报道称，该知情人士透
露，工商总局指控西门子公司及其经销商通过免费
提供医疗器材的方式，换取院方在此器材上独家使
用西门子公司开发的化学试剂，其行为违反了中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该条款规定：“经营
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
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
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
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