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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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 星期五2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Friday, July 31, 2015 时事新闻·News

奥巴马赞赏埃塞俄比亚
打击极端组织贡献 

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提及打击伊斯兰武装组织青年党时，称
赞埃塞俄比亚是“出色的合作伙伴”。

奥巴马是在作为美国总统首次访问
这个东非国家，并与埃塞俄比亚总理海
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会谈后，发表以上
讲话的。

他同时向该国总理发出呼吁，要求
埃塞俄比亚在人权和国家治理方面做进
一步改善。

奥巴马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联合
记者会说：“在说到这些问题时，我现
在不需要太躲躲闪闪。”

韩国总理：
韩国MERS疫情基本结束

韩国总理黄教安(Hwang Kyo-
Ahn))28日 在政府办公大楼主持召开“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对策会议”
时称：“在综合考量各种环境因素之
后，医务人员及政府韩国认为，民众现
在可以不必再为疫情担心。”

这实际上是宣布MERS疫情爆发阶
段已经基本结束，但有韩国政府官员
称，正式宣布疫情解除预计要等到8月
底。

韩国最后一名疑似MERS患者于7月
27日解除隔离。韩联社还有报道称，截
止到本周二（7月28日）韩国已经连续
三周多没有MERS新增病例。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TO）的规
定，待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后需再过28天
的等待期，疫情才能解除。

韩国是沙特阿拉伯以外MERS最
严重灾区。今年5月20日，韩国首例
MERS病例被确诊。迄今为止，186名
感染者中有36人死亡。

MERS使身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的
韩国经济深受影响，其消费更是因此低
迷。民众极力避免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
合出现，导致韩国商场、餐馆以及影院
销售急剧下滑。

韩国旅游受MERS影响尤为严重，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6月赴韩外国游
客人数急降40%，7月头两周更是下降
60%。

经过三周的拉锯，韩国议会于上
周五通过了11.6万亿韩元（约600亿
人民币）的额外预算计划，以帮助解
除MERS疫情对韩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
响。

澳大利亚：支持就MH17调查
成立国际法庭

澳大利亚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成立国际刑事法庭，调查去年发生的马
航MH17坠机案。

报道称，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
已经回到纽约，争取更多成员国支持成
立国际法庭。

据悉，这架马来西亚航空班机于
2014年7月17日从阿姆斯特丹飞到吉隆
坡，在途中坠落，机上298名乘客与机
组员全数罹难。

澳大利亚加入了由多个国家，包括
比利时、荷兰、乌克兰，组成的联合调
查小组，调查这起坠机案。推动成立国
际法庭和追查责任归属。

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
传已于2年前死亡

 阿富汗政府官员表示，该国正在核
实有关核实塔利班领导人穆拉·奥马尔死
讯的真实性。

一名阿富汗政府官员周三在喀布尔
表示，消息称塔利班神秘领导人穆拉·奥
马尔（Mullah Omar）两年前已因病
去世，阿富汗政府目前正在核实传言的
真实性。

塔利班尚未证实奥马尔的死讯。自
美国2001年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
府后，奥马尔便销声匿迹，而且多次传
出死讯。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当时
奥马尔被指已经死亡。但就在两周前，
媒体曾报道奥马尔发表声明，支持塔利
班与阿富汗政府展开谈判。此次奥马尔
死讯传出的时机，正好是阿富汗政府代
表与叛乱分子举行第二轮和平谈判的两
日前。

今年4月，塔利班发表了一份长达
5000字的奥马尔传记，以证明奥马尔依
旧在世，而且定期与塔利班保持联系。
但许多人对此表示质疑。

少数几张奥马尔照片由于图像模
糊，难以确认是否为奥马尔本人。唯一
能确认的是奥马尔失去了一只眼睛。他
在上世纪80年代抗击苏联的阿富汗自由
战争失去右眼。外界猜测，奥马尔出生
于1959年。

自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后，奥马
尔便成为美国的头号通缉对象，因为他
所领导的塔利班政权曾为基地组织头目
本拉登提供庇护。。

国际特赦组织：
以色列在加沙冲突中犯有战争罪
据报道，国际特赦组织于当地时间5日
公布一份报告，该报告称，以色列在今
年夏天发生的加沙地带冲突中犯有“战
争罪”。
　　该报告指责以色列在加沙冲突期
间“冷酷无情的”向位于加沙地带的民
居发起袭击，这些“罪证”表明以色列
犯下了“战争罪”。
　　今年7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
沙地带爆发新一轮冲突。此次冲突长达
50天，造成超过2100名巴勒斯坦人，
以及以色列方面70余人丧生。冲突最终
在巴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画上
句号。
　　以色列外交部对国际特赦组织公布
的报告内容予以驳斥，称国际特赦组
织“忽略由哈马斯犯下的战争罪”。
　　  (陈立英 整理）

IUPUI中文学校开学通知
        
IUPUI中文学校属于印第安纳大学人文学院世界

语言文化系。以教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为宗
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面向
全市孩子招生，不论年龄、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
为所有学生提供上乘的办学特色和良好的学习环
境。具备专业背景且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团队和寓
教于乐，趣味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学有所得，学
有所用，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秋季开学时间：2015年8月16日
上课时间：周日下午1-4点
上课地点：723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IUPUI SL Building）
学校网址： IUPUI Chinese School http://www.iupui.

edu/~chinese1/
低龄学童： 中文/英文分班教学， 师生比例低于

1：10而保证每个学童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材施教。
高中学生： High school foreign language credit, 

certificates and AP class available
教材：本校使用专为海外中国孩子量身编写的双

双中文教材, 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北京大学出
版社）。课本配有CD和加强练习册，让孩子在趣味
语言的海洋里遨游。

教学设施：IUPUI提供
兴趣班：中文课后，我校为学生开设舞蹈/体

操，画画， 唱歌，国际象棋等多样兴趣班，专业老
师授课，形式多彩多样，为孩子健康全面成长提供
上乘的服务。

学期活动安排：第一学期期终时，全校将举行中
文文艺表演。第二学期期中时，将有故事大赛及每
年一度的全校师生家人大团圆的野外聚餐。

本校不仅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也为中
西方文化交流提供平台，免费教授不会讲英语的家
长日常用语，包括考驾照考公民要求懂的英语。由
于地处印地市中心IUPUI校园内，学生上课时，家
长可以参加健身班，或办公购物，一举多得! 请记
住我们的开课时间，速来加入我们IUPUI中文学校
吧，相信你和您的孩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印城华人基督教会
中文学校招生

(2015-2016 学年）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周日学校，自

1982年成立至今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一直致
力于中文教学和中华文化的推广，以及每月有一
小时的《圣经》课程。

办学特色：
班级设置从Pre-K,K,L1到高中。
毕业班开设中文AP和SAT课程。
设有儿童合唱班，学唱中文歌曲。
每年举行一次讲故事比赛和作文比赛。
推广中华文化，欢庆中秋佳节和春节等中国

传统节日。
新学期将于八月十六日正式开学, 上课时间为

每周日下午 2:00- 4:00, 上课地点在印城华人教会
3405 E 116 Street, Carmel, IN 46033。学校课间休息
时学生们不仅可以享用小点心及饮料，还可参与
棋类，跳绳，抖空竹，打篮球，踢毽子，写书法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办学条件优越，课间
活动场地开阔安全。师资力量雄厚，采用多媒体
教学，教学丰富灵活，给孩子们创造轻松愉快的
学习环境。

     
欢迎您登陆学校网站http://indychinesechurch.

org/children/chineseschool进一步了解我们。欢迎您
报名参加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如有任何问题
请与李宏联络。

  Email ：csccci@indychinesechurch.org.

ICCCI中文学校招聘教师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 (ICCCI Chinese 

School ) 是以传授中华语言和文化为宗旨, 面向所有
华人移民子女和中华文化爱好者的业余教育机构，
也是非赢利性的公益组织。 学校创建于1995年,目
前已经发展为印州最大的华人中文学校。 学校目前
面向社区，招募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的中文教师。感
兴趣者请尽快将个人简历发到校长 Michael Ma 的信
箱： michaelma10611@gmail.com. 我们优先考虑8月1
日之前收到的简历。

印州首届8小时耐力跑比赛
【本报记者 王天】7月18日，8-Hour 

Dream  Endurance Race在卡梅尔举行，这是印
州中部首届8小时耐力跑比赛，86名来自各地
的耐力跑选手和16只接力队伍参加了这次赛
事，比赛路线以围绕Carmel Monon Center的
几条Trail组成。

当天是入夏最热的一天，下午2点到晚
上10点，由明文玉、付浩达、聂铭洲、钱惠
荣、姚成林、刘卓、屠传刚和王天组成的
IndyChineseRunner Team，在8小时内接力跑了
59.8英里，获得团体第二名。收获了这些关
键词：挑战、激烈、艰苦、暴晒、闷热、互
助、团结、激励、刺激、快乐、满足。

不论是快走、慢跑，不论是新人、老
将，不论是训练、比赛，印第安纳华人跑步
俱乐部让越来越多的印州华人跑步爱好者聚
在了一起，相互帮助、相互督促、相互鼓
励。跑步是简单的运动，每个人都可以循序
渐进，越跑越强健。欢迎新老跑手加入印第
安纳华人跑步俱乐部。

网址   http://indychineserunner.weebly.com
微信   Indychineserunner
Stava  https://www.strava.com/clubs/

Indychineserunner

Sat. Sept. 12, 2015  
Noon - 6:00 pm 

Military Park 
601 West New York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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