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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姐妹城市：

印第安那波利斯－杭州

【本报记者 Echo】自2008年12
月印第安納波利斯市市長與杭州政府
簽訂姐妹城市協議，杭州正式成為印第
安納波利斯第五座姐妹城市以來， 印
第安納波利斯和杭州的友好關系已經步
入了第七年。這七年來，無論是經濟商
貿上的往來，還是各個領域的藝術文化
的交流，每次密切的交往都使得兩地人
民更加地互相了解，使得姐妹城市這一
紐帶更加堅固地將兩地人民緊緊聯系在
一起，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在交往過
程中，兩座城市各取其長，各補不足，
在各個領域之間的合作都取得了喜人的
成績。

杭州是一座經濟穩定的城市，並被
認為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經濟區之一。
印第安納波利斯選中杭州作為其姐妹城
市，是因為其作為汽車零部件制造產業
合作夥伴的巨大潛在價值。

杭州是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中國
國務院將杭州列為副省級城市。杭州
素有“人間天堂”之稱，其西湖美景每
年都吸引著海內外數量巨大的遊客前去
玩賞。杭州又被成為“絲綢之都”，其
絲綢市場的規模在國內數一數二。而作
為“茶都”，杭州是中國第一茶西湖龍
井的原產地。

杭州作為浙江省——印第安納州姐
妹省的省會，是其經濟，文化，科學，
教育的省級中心。

由於豐厚的歷史及文化蘊藏，杭州
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旅遊城市之一。收
益於其地理特征，杭州得天獨厚的農業
資源包括有豐富的植物，森林，動物和
珍禽。

印第安納波利斯－杭州姐妹城市
誌願者委員會

印第安納波利斯－杭州姐妹城市誌
願者委員會成立於2011年3月，由17位
主席和顧問組成。與印第安納波利斯和
杭州的市長辦公室合作，該委員會致力
於：一，確定交流的機會；二，聯系並
發起合作夥伴關系；三，提供夥伴關系
發展中的文化咨詢；四，組織活動以推
動兩地合作以及中國文化的交流。

委員會會長Sherry Dong表示，委員
會的會員資格開放給所有願意貢獻時
間，知識，捐贈物資或捐款以支持其活
動及運營的人。

委員會外聯負責人Aaron Goetz鼓勵

印第安納居民積極參與到委員會的工作
中去，他認為參與創造一個構建國際關
系，促進文化了解，啟發在地居民，並
促進世界各地相互信任和尊重的社區是
非常珍貴和難得的機會。

印第安納波利斯－杭州公共圖書館
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和杭州的姐妹城

市關系中，公共圖書館之間的合作已經
有著多年的成功經驗。兩座姐妹城市通
過創建免費的公共程序和圖書館工作人
員的交換幫助了兩端實現跨文化交流。

公共圖書館合作關系的第一次活動
是2012年5月7日至當年7月28日在印第
安納波利斯中央圖書館常規開放時間舉
辦的特殊書展“西湖引發的思考”。這
一免費展覽的展品包括了杭州公共圖書
館捐贈的中國表演藝術，音樂，樂器，
書法，繪畫，文學，城市發展和工藝美
術領域的圖書。這些書可供讀者從印第
安納波利斯公共圖書館免費借閱。作為
回報，印第安納的公共圖書館也回贈了
有關美國人文化及印第安納文學方面的
圖書。

在展覽期間，另一項文化交流活
動也吸引了大家的眼球。5月9日在中央
圖書館舉辦了一場特殊的演出“中國杭
州：共享文化，文化和人民的姐妹城市
慶典”，供活動參加者與來自杭州的人
民交流，品嘗中國美食以及參觀書展。
當晚的演出包括了中國傳統民間舞蹈，
音樂，樂器，合唱，武術。

印第安納波利斯公共圖書館是與姐
妹城市誌願者委員會及國際和文化事務
市長辦公室合作開發規劃交流機會的機
構之一。

印第安納味道
2013年10月1日，在杭州市公共圖

書館開展了“印第安納味道”主題活
動。活動呈現了印第安納在文化，體育
和商業方面的造訪價值。該活動有650
民中國人參加，在開幕儀式上真人大
小的印城小馬隊和步行者隊隊員站立
板在兩側歡迎大家，大屏幕上播出了
Monument Circle, Eli Lilly, the Indianapolis 
500, Bazbeaux pizza和其他印第安納波利
斯的代表性標誌。印第安納波利斯－杭
州姐妹城市委員會的成員出席了該活動
的開幕式，重申了兩座姐妹城市文化，
教育和商業之間的連接。

In the past 
seven years, 
Indianapolis 
and Hangzhou 
started from 
two distanced 
cities and with 
the efforts of 
two people 
from the two 
sister cities 
the distance is 

no longer far away. Each exchange 
activities allow two people to find 
common ground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Next issue,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will bring you the 
story of Bloomington and Jiaxing, 
Zhejiang.

In December 2008 Indianapolis 
Mayor Ballard signed the sister city 
agreement with Hangzhou government, 
Hangzhou has became Indianapolis’s 
5th sister city. Since the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Indianapolis and 
Hangzhou has entered the 7th year. 
In the past 7 years, the two was able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through 
economic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e sister cities relationship ties the two 
cities together firmly, people have been 
able to seek development in various 
fields and achieve common goals. 

Hangzhou is economically stable and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al zones of Mainland China. 
Hangzhou was chosen as a sister city 
because of its potential value as a partner 
in the automotive par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China, the City of Hangzhou is a 
historical city and a vice provincial level 
city. Hangzhou is known as “Paradise 
on Earth,” for its beautiful West Lake, 
“Home of Silk,” for its huge silk market, 
and “Tea Capital,” for producing one of 
China’s top tea, West Lake Longjing Tea. 
The ca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Indiana’s 
sister province, Hangzhou is the provincial 
center in economy, culture, science, and 
education.

Due to its history and cultural, 
Hangzhou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tourist cities in China. 
Benefiting from its geographical features, 
Hangzhou’s uniqu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including myriad plants, forests and 

animals.

Indianapolis - Hangzhou Sister 
City Volunteer Committee

Indianapolis - Hangzhou Sister 
City Volunteer Commitee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2011, and is composed of 
17 chairs and adviser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Mayor’s office of Indianapolis 
and Hangzhou, the Commission 
is committed to: First, to identify 
exchange opportunities; second, to make 
connections to initiate partnerships; Third, 
to provide advice during the partnership 
development, and fourth, to organize event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culture.

Committee President Sherry 
Dong said that membership of the 
Committee is open to all who is willing to 
contribute their time, knowledge, in-kind 
contributions or financial support to its 
activities and programs.

Outreach Chair Aaron Goetz 
encourages Indiana residents to join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Create a community 
that buil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promote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empowers local citizens, and fosters 
mutual trust and respect around the globe. 
Anyone can participate – businessmen 
and women, students, teachers, artists, 
humanitarians, retirees, adventurers and 
tourists are welcome. Join us today to take 
the first step on your citizen diplomacy 
journey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our world 
community.” He said.

Indianapolis -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In the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napolis and Hangzhou,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libraries have 
had many years of successful experience. 
Creating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through free public programming and the 
eventual exchange of library staff was 
result from the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anapolis Public Library 
and the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in China.

The first event associated with the 
Indianapolis-Hangzhou public library 
partnership is a special book exhibition 
“Reflections of West Lake” held May 
7, 2012 to July 28, 2012 in Indianapolis 
Central Library during its regular hours. 
This free exhibition consisted books 
donated by the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performing arts, 

1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对高中二年级的那次郊游记忆犹
新！ 
          我的老家广汉位于成都盆地中央，地势非常的平坦。  
高中二年级前，我遇到过最高的“山”充其量是一个十来米
的土坡！那时候，家乡的天空真的非常干净透亮，在夏季的
夜里，躺在草地上可以看到无数的星星在眨眼（虽然以后的
很多年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星星会眨眼！），而银河
又是那么那么的璀璨。从我进城读书后再也没见过那么干净
的星空，直到2012年我攀登四姑娘山时才又看到了同样干净
的星空，中间实在相隔了太多年！

当然，天空透亮还有另一个很大的好处：你可以看得很
远！小时候，在冬季的清晨，我常常喜欢站在小学教室的门
口凝视远方，因为可以看到远方的高山（长大后得知那是蓥
华山），看得入神时还真的以为能看到山上的人在动，感觉
好近好近，但始终看不清楚山到底是怎样的！这样的美景一
般在早上10点后因为雾气上升就慢慢消失了，但对于一个从
没接触过山的孩子来说，这已让我感到十分满足了。也在这
个过程中我对山的高大充满了崇敬与希冀，梦想有一天能亲
自攀登上这座高山，如果自己能站在那么高的山顶上，那是
多么令人激动的事啊（后面确实登了蓥华山）！ 
          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这个深藏心中的梦想终于
在我上高二时迎来了实现的机会！当时班主任组织全班同学
去青城山郊游，当我站在青城前山山顶时，我终于明白登顶
后激动的心情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一直深埋心中直到现
在。 
          2008年我大学毕业后已工作5年了，就在这年的下班跑
步过程中，我确定了我人生的远大目标：登顶珠穆朗玛峰！

最初的梦想：珠峰！
      中国珠峰登山队员 周华

在過去的七年中，印第安納波利斯和杭
州由兩個陌生遙遠的城市開始一路走
來，在兩地人民的努力下，兩座姐妹
城市的距離不再遙遠，每次的交流活動
中都能讓兩地人民為新發現的共同點
驚喜，為兩地互幫互助共同進步的關系
欣慰。
    下期，我報將為您詳解布盧明頓及
浙江嘉興的故事，敬請期待。

music, musical instruments, calligraphy, 
painting, literature, arts and craft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se books are also 
available for patrons to check out from 
The Indianapolis Public Library. In return, 
local public library has donated works 
representing American and literature of 
Indiana.

During the exhibition, a special 
cultural performance attracted attendees’ 
eye. On May 9, 2012 in the Central 
Library’s Clowes Auditorium, a series 
of Chinese cultural performances were 
presented. Titled “Hangzhou, China: 
A Sister City Celebration of Shared 
Literature, Cultures and People “, the 
program included Chinese folk dance, 
music, instruments, choir, and martial 
arts. It also included opportunities to meet 
individuals with roots to Hangzhou, taste 
Chinese cuisine, and view the “Reflections 
of West Lake” exhibit.

The Indianapolis Public Library is 
one of several organizations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volunteer 
Indianapolis-Hangzhou Sister City 
Committee and the Mayor’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to 
develop programming and exchange 
opportunities.

Taste of Indianapolis display of 
Hoosier life

On October 1st, 2013, the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launched the “Taste of 
Indianapolis” event. Event presented 
visitors aspects of Indianapolis’ culture, 
sports and business. The event welcomed 
650 attendee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was greeted by life-size cutouts of 
Indianapolis Colts and Pacers players.  
Photos and videos highlighted Monument 
Circle, Eli Lilly, the Indianapolis 500, 
Bazbeaux pizza and other Indianapolis 
icons. Indianapolis - Hangzhou Sister City 
Committee members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vent, reaffirmed the 
connections of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business between the two cities.

为此，我几乎每天坚持跑步，每当我跑不动时就仰望天
空，心中默念：Everest！然后就又有劲跑了。珠峰就是我跑
步的力量源泉，这种有梦想的生活真是太充实和幸福了！ 
          2011年12月1日，我经过艰苦攀登终于登顶人生的第一
座雪山：四姑娘山二峰（海拔5279米）！又于2011年12月22
日登上人生的第二座雪山：四姑娘山三峰（海拔5355米）！
两座山峰都属于入门级的雪山，加上天气晴好，所以整个过
程很顺利。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接触到高海拔山峰，也由此
更进一步迷上了大山，从此不可自拔！ 
          2012年7月7日，我成功登顶了新疆穆士塔格（海拔7543
米），然而就在我登顶穆士塔格峰后，我对高海拔攀登产生
了怀疑甚至恐惧！在冲顶穆士塔格峰前的最后一个营地的晚
上，我躺在雪地的帐篷里怎么也无法入睡，看到远处的夕阳
及大本营的小山头，突然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高得可怕、安静的可怕，感觉自己被世界遗弃了。想到家
人，想到朋友，想到城市生活，想到未来，而这些现在似乎
都与自己完全没有联系了。莫名的恐惧追袭心窝，不敢闭
眼，因为只要闭上眼睛心跳就加速，胸口也压抑得喘不过气
来，这种感觉让我无处可逃。自认为内心是非常强大而坚韧
的，以为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到我，但我必须承认，就在这一
刻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已轰然倒塌，如此的迅速而彻底！同
时也让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害怕，原来我也是一个胆小
的人！虽然第二天成功登顶，但这种恐惧的心理阴影都一直
伴随着我，甚至到现在想起来心跳还是会加速！ 
          自从穆士塔格回来以后，我觉得雪山也有狰狞的一
面，所以决定不再攀登雪山了，那个自认为“伟大”的梦想
就这样破碎了…… 
          当初为给登雪山储备体能、技术而开始长距离跑步（10
公里以上，以前都是以下）、攀岩。在梦想远去后，这两项
运动却意外地坚持下来了，以至于发展到跑马拉松及攀岩教
练。在2013年1月5日的厦门国际马拉松赛上，我以4小时6分
的成绩完成了42.195公里的人生第一个全程马拉松，从此便一
发不可收拾，陆续完成过6次全程马拉松，最好成绩为2015年
厦门国际马拉松3小时16分。在跑马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喜欢
上了越野跑，陆续完成过3次100公里山地越野正式比赛，最
好成绩为2014年 “大连100”越野赛，完赛为23小时9分。同
时，我也迷上了攀岩，有幸参加了CMDI培训及深圳登协攀岩
教练班培训，现在正在向5.12水平艰难奋进中。 
          这两项户外运动暂时减轻了我心中的那片疼痛，但却始
终找不回心中的那个梦想，我清楚的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
所以总感觉生活中缺失了一样东西，也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未完待续）

编者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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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 Sister Cities:

Indianapolis and Hangzhou
IAAT Staff Writer/Reporter Echo

杭州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