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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1岁神童用一年的时间以满分大学毕业
美国加州11岁的男孩塔尼什·亚波拉罕(Tanishq 

Abraham)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3个副学士学位，并
以4.0的满分从大学毕业。

20日，塔尼什在加州萨克拉门托的美洲河学院参加了毕
业典礼。他表示，“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

塔尼什说，尽管部分同学对他感到“震撼”，“但多数
人看到班上有个小孩子都很高兴。”

美洲河学院称，他们认为塔尼什是该校历史上年龄最小
的毕业生，但并不能完全确定，因为没有对比过所有的档
案。但该学院发言人克劳说，他肯定是今年最年轻的毕业
生。

这名神童4岁到门萨国际学校(Mensa International)上
学，7岁开始到美洲河学院听课。一年前，10岁的他完成了
加州提前高中毕业考试。

他的妈妈塔基(Taji)称，从幼儿园开始，塔尼什就领先很
多，比别的孩子早几年开始学习。

莫迪西安1天换3套衣服 
被赞时尚又讲究

印度总理莫迪自参加大选并获胜以
来，为世界各大媒体贡献了不少头条新
闻，他的衣橱也不例外。他为印度政坛
带来一股时尚风潮，他的华丽头巾、裁
剪得当的立领上衣和略微紧身的裤子都
让人眼前一亮。而被誉为政坛“时尚新宠”的印度总理莫
迪，访问西安期间又“穿”出了一片新天地，一天内换了3套
衣服。

毕加索名画拍出近1.8亿美元 成最贵拍卖画作

佳士得拍卖行11日在纽约举行春季拍卖会，抽象派大
师毕加索的作品《阿尔及尔的女人(O版本)》卖出创纪录的

1.794亿美元(约合11.1亿元人民币)。
这个价打破了英国画家培根《弗洛伊德三习作》前年创

下的1.42亿美元纪录，成为全球最贵拍卖画作。

美前副国务卿：美对亚投行态度凸显自身“衰弱”
据报道，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尔迈茨(Robert 

D.Hormats)日前接受了日媒采访，对于亚投行问题，霍尔迈
茨称美国在最初阶段就“犯了错”，此外，美国还对欧洲同
盟国也施加了压力，但遭到失败，结果只让全球看到了美国
的“衰弱”。

霍尔迈茨目前担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经济顾问。当
被问及如何看待有关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议(TPP)日美磋商迎
来最后阶段这一问题时，他指出，这对两国来说都具有非常
重大的意义，地缘政治上的利益也极为明显。如成功签署，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也将进一步加强。

泰国前总理英拉涉渎职案出庭
泰国首位女总理英拉·西那瓦周二抵达法院，因渎职指控

出庭受审。一旦罪名成立，英拉恐面临10年监禁。泰国军队
去年发动政变推翻英拉政府。英拉因一
个大米补贴项目被控渎职。

英拉是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胞
妹。他信在2006年遭到政变推翻，如今
流亡海外以避免因贪腐遭受起诉。

英拉被指对其政府推动的大米补贴
项目监督失职。这个饱受争议的项目是

由政府用高出市场价格50%的购价，从农民手中收购大米。
但此举却使泰国大米失去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而导致大米滞
销，泰国也失去世界头号大米出口国的地位。

负责调查该起丑闻的泰国国家反腐委员（NACC）指
出，这项大米补贴政策不仅引发反政府的示威浪潮，也使泰
国政府蒙受约40亿美元的损失。 

男子在白宫外操控无人机飞行被捕 白宫一度封锁
　5月14日一名男子因在白宫外操控无人机飞行而被捕，

白宫一度陷入封锁。特工处表示，特勤人员当天下午发现一
名男子在与白宫北侧草坪仅一街之隔的拉法叶公园操控无人
机飞行，这名男子被马上逮捕。事发时总统奥巴马不在白
宫，正在戴维营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

白宫和国会今年以来连续被无人机和直升机惊扰。今年1
月26日凌晨，一位美国联邦政府雇员违规在白宫附近操控一
架小型无人机，无人机失控后飞入白宫坠毁，涉事小型无人
机是一架供休闲娱乐使用的四轴飞行器。4月15日，一架旋
翼直升机突降国会大厦西侧草坪，驾驶飞机的佛罗里达州邮
递员被逮捕，他声称此举意在呼吁美国尽快进行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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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PUI 中文学校野餐聚会
IUPUI 中文学校野餐聚会

五月十七日，IUPUI中文学校的老师、家长和同
学们期待已久、一年一度的BBQ活动在 Eagle Creek 
Park 举行。当天多云，既没有气象预报中的小雨，
也没有初夏灼人的阳光，真是活动的好时机。中午
时分人们陆续来到现场，放眼望去，差不多一百多
人来参加这次活动。

活动于十二点开始，开场自然是各色中西美
食。不仅有学校家长委员会筹划准备的香肠、热
狗、烤肉等，亦有老师、家长们准备的中式菜肴，
甚至有开餐馆的学生家长提前打烊带来专业制作的
粽子、米粉及鱼丸汤。享受美食的同时自然少不了
三五成群,谈天说地，认识朋友，交流经验。饱餐
后举行了几项老少咸宜的活动，拔河比赛是整个活
动的高潮，参赛者有兴致勃勃的孩子，也有童心未
泯的大人，开心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
为准备这个活动付出许多，也共享了这一段欢乐与
悠闲的时光。中文学校的师生和家长们借此机会加
深了解，沟通感情，筹划未来，增进团结。活动在
人们的道别声中结束。相信今后会办得越来越好。

  （IUPUI中文学校供稿）

IUPUI中文学校野餐聚会，激烈的拔河比
赛。

印地中文学校聚会欢庆又一学年结束

ICCCI中文学校期终野餐聚会
暨志愿者答谢会

2015年ICCCI中文学校度期终野餐聚会暨志愿者
答谢会，于5月17日在 River Heritage Park 公园
举行。像往年一样，活动吸引了众多师生家长，及
ICCCI志愿者参加。

今年恰逢ICCCI成立及ICCCI中文学校建校20周年
纪念，同时ICCCI理事会和ICCCI中文学校管理委员会
经过改选将有重大的人事变动。所以本次活动主要
以欢送老成员，迎接新成员为主题。活动中，中文学
校校长肖令仕和ICCCI主席甄月军分别致辞，感谢所
有志愿者长期以来对ICCCI及ICCCI中文学校的支持和
付出。中文学校在校老师代表向即将卸任的肖令仕
和王同宇赠送了纪念品，感谢他们对中文学校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新老成员在活动中互谈了想法，交流了
经验，为ICCCI中文学校的顺利交接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

ICCCI第一届棋艺比赛也利用这个活动进行了颁
奖仪式。本次活动中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学生。
品尝美食，游戏拔河，折气球，脸绘，到处都能听到
孩子们的欢歌笑语。

（来源 ICCCI网站http://indy-chinese.com/）

ICCCI中文学校期终野餐聚会： 丰盛的美食。

華美協會主辦：
中國八九年歷史照片活動

五月十七日，由華美協會主辦的中國歷史檔案照片活動，由黃少
華教授親自解說IUPUI珍藏的八九年歷史檔案照片，約有二十名人士參
加。

一位參加活動的人士說:「這場活動讓我更加了解了那段時間的歷
史。」

仔細探討八九年的歷史檔案照片，更能理解中國當今雷厲風行的反
貪腐行動，會受到中國廣大百姓強力支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