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m members are all volunteers
Managing Director: Peggy Hu    
Editor-in-Chief: Liying Chen

Staff members:
Agnes Yam Wolverton           Da Wei Chang      Henry Fu 
Hong Li     Pingping Xie       Lily Jia          Yuming Gong  
Hong Yin Xiao Chen            Cheuk Gin    Jason Wang 
Biru Zhang         Yuxia Wang Yu Huang      Lu Wang 
Joanna Zhou Yang Guo      Henry Zhang, Tingyu Li 
Shuping Yu  Zach Yim       Chen Chen     Cheng Zhao       
Jianjian Song       Gang Lu         Zhiyong Zhu

IAAT MISSION: 
IAAT’s mission is to bring quality news,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to our readers in the 
Greater Indianapolis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nd beyond. We collaborate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help strengthen the Indiana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Indiana’s global presence and growth.

印州华报宗旨：
為印州社區提供一個時事新聞，经济及文化教育等

資訊的免費信息交流平台。同時，我们与社区的各社会
团体合作，增加美籍华人在印州社会的影响力，促進印
地安那的国际形象和发展。

印州华报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Indiana fi rst Bi-lingual Bi-weekly community publi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免费赠阅         Free of charge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is a bi-weekly,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publication which operates under 
China Journal Indiana, Inc.(CJI), a non-profi t organization 
(501C3).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by three local 
families through private funding for the purpose of sharing 
community news and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year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circulation increased 
along with name changes to meet business needs and to 
refl ect the style of the publication.  In 2008, China Journal 
Indiana, Inc. obtained its 501c3 status from the State of 
Indiana and continue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the free 
of charge bi-weekly, bi-lingual periodicals supported by 
sponsors and volunteers.

Addres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Email: editor@indyAAT.org  or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Website: www.indyaat.org or 
            www.indychinesenews.com
Phone: (317)-625-0623

The views of the columnists in IAAT are their own and do not 
necessary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老年公寓 W 86th/Ditch RD
ICCCI中文学校 (Carmel High)
IUPUI 中文学校
华人教会(E. 116th)中文学校
Eli Lilly
IUPUI Campus
Univ of Indianapolis
印城华人教会校园福音中心 
Walnut St. 
21st/Post Rd 教会
Telamon
中华超市(Asia Mart  6103 E. 86St)
亚洲超市(21st/Lafayette Rd)

天福京川餐馆(86th/Michigan Rd)
东亚超市(96th/Keystone)
越华超市(6334 E 82 Street)
Saraga (38th/Lafayette Rd)
幸运楼(38th/Lafayette Rd)
四川餐馆 （116th/Range Lane)
京园（Mandarin House, 116th/
Range Lane)
Formosa (82nd/Center Run Dr.)
胡医生诊所  Dr. Hu's Clinic
Cummins, Columbus, IN
Bloomington, IN
Terre Haute, IN 

本报发放地点 Drop-off Places翻译公证服务
Translation & Public Notarization  Services

笔译，口译，英译中，中译英
移民，教育，就业，法律

证件文件翻译兼公证
Low cost, high quality, fast turn-over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English

For documents in immigratio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law

317-625-0623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2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May 8, 2015 时事新闻·News

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大获全胜 获过半数席位

 英国大选650个选区中的570个选区完成计票，保守党
获得271个议员席位。虽然尚未完成所
有选区的计票，但保守党已锁定胜局，
卡梅伦将连任英国首相。图为8日，英国
首相卡梅伦携妻子亮相唐宁街10号首相
官邸。

英国大选产生首位华裔下议院议员
5月8日，英国大选计票结束，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和他所在的保守党确保了议会第一大党的
地位，以高于预期的结果击败了工党和它的领袖埃德·米利班
德(Ed Miliband) 。卡梅伦将获连任。在英格兰东南部汉普
郡的哈文特(Havant)，年轻的保守党成员、出生在英国的二
代华人Alan Mak得到了选区内51.66%的选票，成为英国历
史上第一位华裔下议院议员。

习近平抵达莫斯科
 将出席红场阅兵

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请，习近平将于8日至10日出席在莫
斯科举行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并访问俄罗斯。中
方近日表示，习近平此次莫斯科之行是一次维护和平、共创
未来的访问，也是一次全方位推进中俄关系的访问。

习近平将出席红场阅兵式、向无名烈士墓献花、欢迎宴
会等纪念活动。习近平还将分别会晤普京总统、梅德韦杰夫
总理，会见俄二战老战士代表、俄援华专家代表及亲属。两
国元首将签署并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
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双方将签署能源、航天、税务、金
融、投资等领域合作文件。

马英九大难临头 遭建议送特侦组调查
台湾总统马英九因其此前在台北市长任内与远雄集团的

大巨蛋案，被台北市政府廉政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建议移送特
侦组调查。 

正式名称为台北文化体育园区的大巨蛋案，是位于台北
市中心的官民联合开发案，该案是马英九此前任职台北市长
任内与远雄集团合作兴建。

　　台北市廉委会调查后说马英九＂涉嫌不法图利罪，
至为明确＂，除建议台北市政府向特侦组举发马英九追查法
律责任外，并建议就其政治与行政责任送交立法院决定是否
弹劾。

被同时建议移送调查者包括当时担任台北市财政局长的
李述德，李述德在马英九出任总统后曾升任为台湾政府的财
政部长，目前则担任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

巴基斯坦直升机坠毁四名外国大使死伤
　巴基斯坦一架军用直升机在北部山区坠机，6人丧生，

包括菲律宾和挪威驻巴基斯坦大使。
遇难者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大使的夫人，以及2

名巴基斯坦飞行员。波兰大使和荷兰大使受伤。
这家直升机当时正载着外国使节等要人去吉尔吉特参加

一个旅游开发项目的剪彩仪式。
军方发言人巴吉瓦对媒体表示，技

术故障导致直升机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
坦地区的纳塔尔山谷紧急降落时坠毁。
这架MI-17军用直升机上有11名外籍人
士，6名巴基斯坦人。

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是他们发射的导弹击中了这架直升
机。目前无法证实此言是否属实。

巴基斯坦煤矿爆炸无人生还
巴基斯坦官员说，俾路支省一座煤矿发生一连串沼气爆

炸，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再找到任何生还者。
爆炸发生时，井下共有50多名矿工。
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了30具尸体，有报道说，其中7人来

自同一个家庭。矿工的亲友在井口等待了一整天希望有他们
侥幸生还的消息。

巴基斯坦一名煤矿安全监督官员说，两个星期前就已经
宣布这个煤矿有爆炸危险，但是没有人理会这些警告。

尼日利亚一所大学遭炸弹袭击50人受伤
尼日利亚东北部约贝州波蒂斯库姆市的一所大学8日遭遇

炸弹袭击，造成至少50人受伤。
当地警方人员称，这所大学当天共发生两起爆炸。第一

起发生在停车场，自杀式袭击者引爆了汽车内的炸弹，袭击
者当场死亡，至少50名学生受伤；第二起发生在学生宿舍附
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爆炸发生后校园内响起枪声。

当地医院已收治50名受伤学生，安全人员迅速赶往该校
展开营救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
击事件。
  (陈立英 整理）

IUPUI中文学校2015夏令营
         IUPUI中文学校summer camp火爆开营啦！该校强大的
教师团队，特色的教学方法，丰富的课程设计和安全周到
的服务模式将为您的孩子带来一个不同寻常的夏天。
         中文夏令营的理念是让孩子们在一个轻松活跃的环境
下学习，巩固，提高中文语言能力。该夏令营侧重中文的
听、说、读、写,以听说为主，读写为辅.采用寓教于乐的教
学方法，运用网络和多媒体教学，贯穿中国文化有趣的故
事、益智多样的游戏活动, 和新颖的情景模拟训练等方式,  
让中文学习不再是负担，真正成为孩子们交流的工具。
         同时，书画、手工、唱歌、跳舞、体育运动和益智游
戏等也将作为辅助课程有机地贯穿始终。教学项目的融入
不仅可以拓展孩子的视野，培养兴趣爱好，更利于孩子身
心全面健康发展.

时间安排：6月8日-7月31日(周一至周五9:00 am-4:00 pm), 
同时提供before-school（8:00 am-9:00 am) 和after-school (4:00 
pm-5:00 pm).

地点：IUPUI校园内.
收费：每周: $125; before-school 和 after-school:  $5/小时.
报名方式：
           1.. Email或电话 (gaoj@iupui.edu, 408-799-0060).
       2.  网上报名 (登陆IUPUI中文学校:  http://www.

iupui.edu/~chinese1/，填写2015 Summer camp 报名表).

         想让中文成为您孩子的乐趣吗？想让您的孩子中文脱
口而出吗？想让您的孩子更自信、更阳光吗？快报名IUPUI
中文学校夏令营吧，相信在这个夏天您的孩子会有惊人的
改变！

起点就在脚下，跑步改变人生
       【本报记者 王天】周日下午在Carmrl High School 
Cafeteria，有中文学校的课程，因此这里就成了家长聚会的
场所，跳舞瑜伽太极聊天，华人周末生活多是围绕着孩子，
但仍然丰富多彩。
       远远就认出了我的采访对象，刚刚获得Carmel 
Marathon接力冠军的两名成员，朱昆和付浩达。在人群中
认出经常跑步的人很容易，无关胖瘦，是那股韧劲。
       两位初次见面的采访对象，明显对我刚刚结束的百英
里跑步比赛更感兴趣，开始十几分钟，我成了被“采访”的对
象。赶紧结束了对我的访谈，转入正题。
      
天：你们拿了马拉松接力的冠军，在本地华人圈子有不小的
反响，恭喜你们！
昆：谢谢大家！今天已经遇到好几个朋友见面就说我们是刚
刚出版的《印州华报》的头版头条。
天：是啊，介绍一下上头条的名人吧。
昆：这是我们连续第三年跑Carmel Marathon接力了。每年

都是姜勇负责报名，往年是我们公司四个人跑，今年袁祎、
姜勇和我只有三个人，因此把跑步的朋友浩达拉进来。马拉
松接力的参赛队伍不多，我们今年各个环节都没有出错，整
体表现的比较完美，最终运气不错拿了冠军。但最值得高兴
还是每年我们都有进步。
天：你们日常怎么训练的？
昆：我、浩达跑的多一些，有时候在公司的跑步机跑，有时
间的话就会争取出去跑跑。袁祎、姜勇跑的相对少一些。但
我们基本上都是各跑各的，在一起训练的时间很少。我在这
次比赛前三个月，开始增加了一些速度训练，因此这次跑的
还比较满意。
浩达：我时常在我们小区跑，一圈五迈，很方便。周末的
话，就和我们公司同事，在Monon Trail上跑长距离，一边
跑步，一边还能聊聊天。每周累计大概30迈的跑量。
天：这次是接力leg #1 = 7.1 miles，leg #2 = 8 miles，leg 
#3 = 7 miles and leg #4 = 4.1 miles，每个人距离都不是很
长。我知道朱昆是马拉松高手了，其他几位有没有跑过马拉
松？
昆：浩达和姜勇跑过几次半马，尤其是浩达，他的减肥故事
相当励志。
天：不少人开始跑步都是以减肥为目标的，浩达讲讲从减肥

到冠军的经历。
浩达：原来我特别胖，2011年的时候差不多210磅，通过跑
步已经减了55磅。当初胖的时候，人总是没什么精力。白天
工作一天，晚上特别累，吃完饭先要睡一觉。那时30岁刚出
头，身体就成这样了。有一次看电视，主人公带着孩子在树
林里跑步，很普通的一个镜头，我却突然有所触动。如果我
也能这样，生活该多美好。
浩达：最开始跑不动，只能走个一迈两迈。后来慢慢可以跑
了，先跑个半迈然后走一走，再跑个半迈再走一走。就这么
坚持一段时间，一点点的慢慢加量。后来就是一天跑步一天
椭圆机，因为当时体重大，如果跑的频繁会影响关节，椭圆
机对身体冲击小一些。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减了40磅。
浩达：大约两年半前，终于可以一次跑5公里了。这种感觉
特别好！然后就继续加量，很快就能1小时完成10公里了。
但也是因为加量加速太快，ITBS（髂胫束摩擦症候群）出
了状况。我还以为膝盖出了问题，停跑了半年。但这期间还
是在坚持运动，主要是游泳和划船机。
浩达：半年后，开始恢复跑步。到现在差不多两年了，一
直坚持没再停过。从开始的每周跑15-20迈，到现在每周30
迈。
浩达：2013年夏天跑的很爽，进步也很大，到了9月觉
得自己有能力跑半程马拉松。10月就跑了自己第一半
马，Indianapolis Monumental Marathon，跑了1小时54
分。 2014年5月跑了Mini Marathon，成绩是1小时52分。10
月再次跑了Indianapolis Monumental Marathon，1小时44
分。上周接力拿了冠军，下周还要再跑Mini Marathon。
天：你是榜样啊。有毅力坚持运动，体重减了这么多，马拉
松的成绩也这么出色。
昆：是的，跑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同时也需要一些跑步知
识。我们周围其实也有不少人跑步，但有时方法不太对。跑
快就容易受伤，一受伤就放弃了，真的很可惜。
天：循序渐进，积累跑量很关键。我们可以搞一个跑步俱乐
部，不论跑长跑短，都可以慢慢跑起来。帮助新人了解一些
跑步知识，避免受伤。
昆：人多了，也比较容易找到搭档一起跑。其实运动都有损
伤的可能，要懂得避免也要懂得恢复。相比较，跑步的伤还
是比较容易恢复的。
昆：我原来也不喜欢跑步的。先是打篮球，脚严重扭伤一
次，歇了半年。后来踢足球，伤了一次，歇了又是大半年。
前几年才开始慢跑，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也是逐渐体会到跑
步的乐趣，现在欲罢不能了。
天：很多跑步的人原先都不喜欢跑步，包括我自己，后来因
为各种原因开始跑步，凡是坚持下来的，都体会到了跑步的
乐趣，也体会到跑步对身体带来的影响。
浩达：是啊。首先精神状态非常好；其次，我原先春天很容
易过敏，现在也不过敏了；还有就是对心理上影响很明显，
比如说做一些重要的课题，以前就很容易范懒，总是想往后
拖。现在是拿来说干就干，信心很强。而且我觉得精力充
沛，就愿意干一些复杂有难度的事情。还有就是相比以前，
性格也越来越平和了。
昆：跑步是对情绪有调节作用。偶尔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出
去跑一跑，就好多了。身体上明显感觉体力好多了，偶尔感
冒，症状特别轻，好起来很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天：家中领导和你们一起跑步么？
昆：浩达的夫人一直在跑步。我太太原先是跑椭圆机，认为
跑步伤膝盖。最近开始对跑步有兴趣了，跑了几次，说是比

椭圆机好。现在说不定正在外面跑呢。
天：我去跑马拉松，我太太原先只是后援团，后援次数多了，
也对跑步感兴趣了。去年跑了她的第一个全程马拉松。不过平
时跑步时断时续，回头可以让领导们一起跑，那样她们兴趣会
更大吧。你们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昆：我们准备明年再快10分钟，争取跑进3小时20分。这个目
标还是可能实现的，姜勇和袁祎有很大潜力，浩达也可以跑的
更好。
浩达：我觉得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
天 ：你们这次夺冠吸引了这么多人的关注，希望你们明年压力
之下继续跑出好成绩。再次祝贺你们二位！也代为祝贺今天没
来的姜勇和袁祎，希望他们二位明年发挥的更好。

      跑步不是长命百岁的灵丹妙药，但只要跑起来，就有助于
身心健康。跑步会有很多挑战，从五公里到马拉松，从马拉松
到百英里，乐趣就在不断发现更强的自己。跑步还会有很多故
事，酸甜苦辣，爱恨情仇，兴趣爱好让我们有了最好的共同话
题。
       一个普通的日子，一个普通的天气，一个普通的心情。穿
上一双可以跑步的鞋，推开家门，慢慢的跑起来。这，可能改
变你今后的人生。

冠军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