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5 年5月22日星期五 Friday, May 22, 2015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文化·生活 Culture & Living

张哲瑞 联合律师事务所 Zhang & Attorney, L.P.
移民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十八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客户遍布全美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请将简历发送到info@hooyou.com我们将为您提供免费评估
地址：9999 Bellaire Blvd, Suite 920 Houston, TX 77036
Email: info@hooyou.com  电话：1-800-920-0880  传真：713-771-8368

Website: www.hooyou.com

绿卡 签证

精办

绿卡申请 免费 评估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印州－中国姐妹城市之一：

印 第 安 纳 波 利 斯
【本报记者 呂曉煒（Echo Lu）】

印第安納波利斯，是美國印第安納州州
府，行政上印第安納波利斯市與其所在
的馬裏恩郡合一。根據2010年的美國人
口統計，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是印州最大
的城市，也是美國的第十二大城市，在
中西部地區其面積僅次於美國的第三大
都會區芝加哥。印第安納波利斯也是美
國當今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在歷史上，印第安納波利斯因為其
發達的工業，特別是制造業，而著名。
現今，印第安納波利斯更註重於該地區
的教育，健康以及財政的發展。旅遊業
也是該市的主要支柱產業之一，其經常
承辦一些著名的娛樂與運動活動，包括
每年一度的印第安納波利斯500等。印
第安納波利斯500是每年在印第安納波
利斯賽車場舉行的賽車比賽。其從1911
年開跑以來，與摩洛哥大獎賽和勒芒24
小時耐力賽被認為是最重要及最富盛名
的汽車賽事。比賽日的觀眾數可達40萬
人。賽事每年在陣亡將士紀念周周末，
通常為五月的最後一個周末舉行。

19世紀末工業興起，城市迅速發
展，成為州內主要的工業中心。如今，
工業，教育業，醫療保健，旅遊業，
金融業已共同構成了該市多元的經濟
體系。

印第安納波利斯是眾多優秀的跨國
企業的基地。其中，Eli Lilly的成功值
得讓投資者們借鑒。Eli Lilly是成立於
1876年的一家大型制藥公司，致力於幫
助人們生活得更健康，更有活力，更長
壽。Eli Lilly最早進入中國市場是在1918
年，但其後由於共產主義革命於1949年
離開了中國。1993年，Eli Lilly再次拓
入中國市場，在中國方面表示他們將允
許藥物專利之後，Eli Lilly看到了巨大
的市場前景。在一次興業銀行采訪中，
該公司的首席執行官John Lechleiter解釋
了公司在中國的投資策略。“我們已經
對生物技術初創公司及醫藥流通公司進
行了大規模的投資。我們投資的幾家公
司正計劃帶著高質量的品牌產品進入中

國。”這些投資讓中國成為了Eli Lilly除
美國外的第二大員工人口國，從業人員
3200人。如今，Eli Lilly在中國超過300
個城市都駐有銷售代表。印第安納的產
業在中國的投資將為印第安納居民帶來
最直接的利益。印第安納華人可利用中
文的溝通技能及在國內的資源在這些經
濟來往中做出貢獻，幫助印州成為一個
更強大的競爭者。

印第安納波利斯是眾多師資雄厚，
教學資源豐富的高校的所在地，其中包
括：巴特勒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普渡
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聯合校區(IUPUI), 
印第安納衛斯理大學，瑪麗安學院，
馬丁大學，奧克蘭城市大學印第安納波
利斯分校，印第安納波利斯藝術學院，
印第安納波利斯大學。其中印第安納大
學－普度大學印第安納波利斯聯合分校
是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本部所在，其21
個學院面向學生提供至少225種本科，
研究生和職業學位。在2013年，美國新
聞與世界報道將其評為“Up and Coming 
School”第五名。 US News Best Colleges
排名中，其被評為全國最好的醫學院第
47名，最好的醫院研究第45名，最好的
護士學校第19名，最好的藝術專業學校
第45名，最好的職業治療專業第21名，
最好的物理治療專業第44名，最好的社
會工作專業第26名，同時也是全美第48
名最好的網上護校。每年，IUPUI都向
IU Health在印州的各大醫療護理總心輸
送大量的優秀畢業生，為印第安納州居
民提供優質的醫療服務。IUPUI也是眾
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選擇留學深造的熱
門之地。

除了中國杭州市外，印第安納波利
斯還與臺灣，德國科隆，意大利蒙紮，
斯洛維尼亞皮蘭，肯亞埃多雷特，巴西
坎皮納斯，印度河海得拉巴保持著姐妹
城市關系。印第安納波利斯致力於和姐
妹城市的資源互換，以建造一個資源豐
富，機會眾多的國際化大都市，為居民
們帶來優質的生活環境和巨大的發展
空間。

Indianapolis, the and most 
populous city and capital of the U.S. 
state of Indiana, and also the county 
seat of Marion County.  According 
to the 2010 US Census, the city of 
Indianapolis is the state’s largest, and 
also America’s 12th largest city in 
the Midwest, an area behind the third 
metropolitan area of   Chicago. In 
2013, the city’s estimated population 
was 843,393. Indianapolis is one 
of the fastest-growing cities in the 
U.S. 

Historically, Indianapolis 
is famous for its well-
developed industry, especially in 
manufacturing. Today, Indianapolis 
is focusing on education, heal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urism 
is one of the main industries in 
Indianapolis, which often hosts some 
of the well-known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events, including the 
annual Indianapolis 500 and etc. 
Indianapolis 500 car race is hosted 
annually in the Indianapolis Motor 
Speedway. Opening since 1911, 
with Morocco Grand Prix and the 
24 Hours of Le Mans are considered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prestigious car races. Match 
day visitors are up to 40 million 
people. Is happens yearly during the 
Memorial Week weekend, usually 
the last weekend in May.

In 2010, Indianapolis was rated 
the 10th best city for relocation by 
Yahoo Real Estate, and 10th among 
U.S. metropolitan areas for GDP 
growth. The largest industry sectors 
by employment in Indianapolis 
are manufacturing, health care 
and social services, and retail 
trade. Many of Indiana’s largest 
and most recognized companies 
are headquartered in Indianapolis, 

including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 Eli Lilly and Company; 
wireless device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s provider Brightpoint; health 
insurance providerAnthem Inc.; 
retailers Marsh Supermarkets, Finish 
Line, and hhgregg Inc.; Republic 
Airways Holdings; and REIT Simon 
Property Group. Eli Lilly is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business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Eli Lilly 
first entered China in 1918 but 
then left the country after the 1949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company 
re-entered in 1993 after China stated 
they would allow drug patents. In 
an IBJ interview, Lilly’s CEO John 
Lechleiter explained Lilly’s strategy 
behind investments within China. 
“We’ve invested in everything from 
biotech startups to companies that 
provide pharmaceutical distribution. 
We have invested in several 
companies that are planning to enter 
the market with branded generics- in 
other words, high-quality versions 
of existing products for China 
and maybe eventually for export.” 
Because of these investments 
China is Lilly’s second-biggest 
employee population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employing about 
3,200 persons. Today, Eli Lilly has 
sales representatives in over 300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Indiana 
investment industry in China will 
bring immediate benefits to Indiana 
residents. Indiana Chinese residents 
can us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resources in the country t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in these 
dealings, helping Indiana to become 
a more powerful competitor in the 
market.

Indianapolis is home to many 
outstanding higher educations, 

including Butler University, Indiana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IUPUI), Marian 
University, Martin University, 
Oakland City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campus, the Art Institute 
of Indianapolis and University of 
Indianapolis. 

Wherein at Indiana University 
- 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campus joint headquarters 
is located. It offers more than 225 
kinds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degrees in 21 
campuses. In 2013,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named it the 5th “Up 
and Coming School”. It also ranked 
47th for Best Medical Schools: 
Primary Care, 45th for Best Medical 
Schools: Research, 19th for Best 
Nursing Schools, 45th best Fine Art 
program, 21th best Occupational 
Therapy, 44th Physical Therapy, 
and 26th best Social work program. 
Every year, IUPUI outstanding 
graduates become employees at the 
IU Health locations all over the state, 
to provide quality medical services 
to Indiana residents. IUPUI is also a 
top choice for students from China to 
study abroad. 

In addition to Hangzhou, 
China, Indianapolis also maintained 
sister city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Cologne, Germany, Monza, Italy, 
Slovenia Piran, Campinas, Brazil, 
India, Hyderabad. Indianapolis 
is committed to the exchange of 
resources between sister cities to 
build a resource-rich international 
metropolis, and creat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for residents to live in a 
high-quality living environment.

（接上期第11版）
心有不甘！
2013年7月30日我带着忐忑的心情参加了中国登山

协会的高山技能班培训，而这次培训却让我彻底心死
了。在培训刚完正准备攀登新疆博格达峰时，正在攀
登博格达峰的国内著名登山家李宗利（四川老乡）在
登顶后的下撤过程中滑坠，我们整个班立即成为营救
队伍，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成功让李宗利捡回一条
命，这在整个中国山难史中算是绝对成功的救援，无
人不惊叹李宗利的运气是如此的好（包括他自己）！

而就在我抬他下冰川的过程中，看到满脸是血的
李宗利，我如此近距离的感受到登山的终极威胁：死
亡！就在前两天我们还在同一张桌子上笑着进餐，而
此时却面目全非，当时我就决定此生绝不再登雪山
了！想到他快出世的小孩、妻子、父母，我觉得一个
人活着不完全是为他自己而活着，他还有牵挂和责
任，这是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我甚至以此认为李宗
利历经生死以后也不会再攀登了。 
          所以这几年我都在思索一个问题：死亡！虽然这
是中国人最不愿意提起的话题，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
的要面对它！我们来到世上，其实整个一生都只是在
揭开一个谜底：何时何地怎样死去！

此时的我选择正面面对它，我设想我能够活到80
岁，那么我最终离去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老死？
癌症？车祸？病死？气死？自杀？感觉都有可能！而
当我大去以后，我的大脑将停止运转，也就是说我的
记忆没有了，感觉没有了，感情也没有了，反正是什
么都没有了（当然包括钱财！），我的身躯最终将成
为浩瀚宇宙的微小尘土，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想到这里心里就凉到冰点！但死亡又是如此的不可避
免！

另一个让我更加害怕死亡的原因是我没有宗教信
仰，我相信我没有来世，不可能重生！如果死亡如此
不可避免，那给个死法让我选择，我又会如何选择
呢？我能想到的是留在雪山上，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完
整的留下来而免去化为灰烬，而且是留在了自己所钟
爱的事情上，这未免不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相比在城

最初的梦想：珠峰！(续一）

	 	 	 	 	 	 中国珠峰登山队员	周华

市里最终化为一堆土灰，“人在那里”总是要幸福些
吧！

生命不在于养生，而在于折腾！生命不在于长度，
而在于幅度！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所以必须要
活得精彩；你不必为别人而活，你要为自己而活；走
自己的路，让别人迷路！我设想如果我能按照自己喜
欢的方式活着的话，那么到60岁就赚了，再多，自己
走不动了，听不清了，记不住了……还活着的话，其
实除了能在给子孙讲讲自己当年活得如何、如此的英
勇和精彩时找到存在感，其它时间都只是一副皮囊而
已了吧！

想到这里，我突然不再害怕死亡，而且还找到一
种相对来说可以永生的方法：写作！把你的记忆变成
文字，就算你大去了，但你的思想却永久的留存了下
来，因为总会有人读到你的文字，会体会到你的生活
和思维，那时你便是活着的！现在我终于能坦然面
对死亡，它不可避免但也不可怕，所以要活得不要亏
欠，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活得长久些，在不可能的情
况下尽量留在自己所钟爱的事情上！在中国攀登故事
里从来都有事故发生，包括上个月，我现在认为他们
都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仅被人记住了而且还永远地
带着自己的梦想活在了自己所钟爱的事情里。当然，
那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我还
是选择好好的活着，毕竟我不只是为自己而活，我还
有家人、朋友及其它，所以我会尽可能的好．好．
活．着．！ 
          想到这些，不能不提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青
春！还好，我正幸福的处于这段时光中。青春应该如
何度过呢？如果每天都是在上班、下班、回家、吃
饭、睡觉、刷微信、逛淘宝、看新闻、看电视，这些
80岁老太婆都能干的事，那我们拿青春到底还有什么
用？平淡真的是真吗？生命如果是一条直线，那我们
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活着和死去又有什么分
别？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趁年轻，努力地去为事业
而奋斗，更加努力地去为梦想而奋斗！做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这才是活着！ 
          不久前，获悉李宗利于又一次重新站在他一年前
滑坠的地方，我知道他重生了！他还在继续攀登，我
想他一定是更加深刻的理解了生命及死亡，我不得不
以无比尊敬的心情再一次祝福他！同时我也万分感谢
这个被我救过命的人，准确的说，他也救了我的命，
他打开了我心中那个我无法打开的结：要不要再攀
登？

毕竟那是我最初的梦想！此时的我已深刻明白，
恐惧本身是懦弱的表现，就像恐惧死亡一样，你必须
正面去面对它而不是逃避，你必须承认自己会有恐惧
胆小的时候，你不可能一直都很坚强，只有能理解这
些，你才能越过恐惧、战胜恐惧，你才能重生！然
而，相比死亡，恐惧又是那么的不值一提，所以不要
再恐惧了！所以，那个梦想又回来了，重生了！我决
定还是要继续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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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a-China Sister City:

Indianapolis 
IAAT Staff Writer/Reporter Echo Lu (呂曉煒)

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骄傲之一： Indianapolis Motor Speedway
（图片来源 http://www.autoevolu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