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12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May 8, 2015 社區文化 / CULTURE 

Brebeuf 中文課家長為台北成功中學同學送行
兩週的交換學生生活很快過去了。 Brebeuf 學生家長為台北成
功中學同學送行:。

也和來自台北的同學說「台北見」，部份Brebeuf 學生很快將
前往台北作交換學生。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教育組代理組長林逸(後排左
三)，五月一日在和州教育部門會談後，前來替同學們送行。

第一排: (由左到右) Michelle Hipskind, Hwee Voon Davis, Shihling 
Chui (中文老師崔世玲), Sarah Stelzner, Andrew Davis, Steve Davis

第二排:  Pi-Chen Tsai (成功中學帶隊蔡必箴老師), Janice Cota, 
Jackie Walsh, Qing Shue, Laura Donahue

第三排:  Jimmy Lin (林禹丞), Elliott Moore, Alex Chen (陳博銉), 
Brendan Donahue, Alden Guo (郭子榕), Dan Ingram, Eason Weng (翁
毅)

第四排:  Kevin Hipskind, Dan Moore, John Lin (TECO 教育組林逸
代理組長), Kimbo Chen (陳騰鴻), Matthew Davis, Wilson Huang (
黃韋齊)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理事会召开2015年度会议

     5月1日上午， 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理事会在IUPUI召开2015年
度会议。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孔子学院发展远景（Future Growth of 
CI-Indy）”。来自中大的理事会代表包括：颜光美副校长、附属一院
肖海鹏院长、外事处古文力副处长、汉语推广办公室冯洋女士。IUPUI
代表：校长 Charles Bantz； 常务副校长Nasser H. Paydar；负责国际事
务的副校长Gil Latz；慈善学院创建院长Gene Tempel；人文学院副院
长 Thomas J. Davis；当地社团代表：印第安纳经济发展中心副主任Steve 
Akard； Baker & Daniels律师事务所 Mark Shope；印城华夏中心主席
Eugene Zhen。孔院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孔子学院徐造成院长报告孔院2014年的工作概况，以及
2015年的发展规划。理事们首先肯定了孔院在2014年所取得的丰硕成
果，接着各位理事就孔院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讨论。IUPUI的代表希望
中大与IUPUI两校的相关文化交流能够常规化，愿意派遣教授去中大医
学院讲学，并肯定了孔子学院在促成两校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形成，
以及两校学生交流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中山大学颜光美副校长对去
年中大校庆时，IUPUI派出的乐队到中大各个校区的表演表示了感谢，
肯定了孔子学院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平台的重要意义。对孔院正在进行的
相关中美文化交流活动表示了赞许与支持，并希望孔院能更进一步地促
进中大与IUPUI慈善学院的交流与合作。肖海鹏院长提议可以在中大举
办“印第安纳周”活动，可以把相关的学术交流、文化交流捆绑在一
起，得到了各位代表的支持。本次会议高效务实，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吴门吉 供稿  吴克蓉 供图)

第七届中国语言文化节周末中文学校金奖获得者名单
                             ICCCI 中文学校
雍新培  苏思杨  肖子仪  Adam 郑可心 廖小雨 王几迷  刘妮可  
Ava Luo   钱安然  巩和李  司悦德  米家根  杜泽宇  罗可为
梁其城  梁玉兰  Jacob Salzinger    Haley Corsaro  

                             IUPUI 中文学校
谢挺华 黄宇霆 李晟 罗晓洋 金千卉 李晟 张瀚翔  
雷贺佳 高恩欣 金千荷 Skyler   刘瀚容  陆宇翔 
方悦悦  韩枚玫 Jimmy 

                             CSCCCI 中文学校
 唐瑞可 李洋洋 徐恺佳 Zayjah Marshall    Zaji Marshall   杨若楠   

                             TSCCA  中文学校
                            敖凯瑞 胡裕灵

 论语 学而
 选录（三）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
无骄，何如？”子曰：“可
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子贡曰：《诗》云，‘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

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Zi Gong said, “ What would you say of a man who, though poor, does not fl atter; though rich, is 
notproud?” “He is good enough,” replied the Master, “but better still is the poor man who is cheerful 
and therich man who is fond of rites.”Zi Gong said, “Is this what is meant when it says in The Book 
of Poetry, ‘onemust be something like  jade which is  fi rst  cut  and carved,  fi rst  chiseled and 
polished?’”  The Masterexclaimed, “with you I can now discuss  The Book of Poetry. When I have 
told you what precedes, youknow what follows.” 摘自《论语》（中. 英文对照版）（2004，刘世范
等编，山东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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