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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城市：印第安纳哥伦布与江苏无锡
IAAT Staff Writer/Reporter Echo Lu (呂曉煒)

无锡市，简称锡，是中国江
苏省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无
锡的北面是著名的扬子江，印
第安纳韦恩堡的姐妹城市泰州，
在扬子江的另一端与无锡隔江相
望。无锡市是长江三角洲及吴锡
常都市圈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
市。无锡市拥有大约630万人口，
几乎等于印第安纳州拥有的650万
人口。

2008年4月14日，无锡与印第安纳州城市哥伦
布签订了姐妹城市协议。在哥伦布市长弗雷德·阿
姆斯特朗及其他社区代表的见证下，无锡正式成为
哥伦布的第三座姐妹城市。哥伦布同时也与德国的
洛内市，日本的三好市及中国的襄阳市保持着友好
的姐妹城市关系。

无锡是首批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市级
城市之一，享有地方立法权；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
历史文化名城及1998年国家旅游局评定的第一批优
秀旅游城市之一。

无锡不仅仅是江南地区传统的玉米水乡，更是
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及现代乡镇民营企业的摇篮。
无锡在1981年便被列入全国十五个经济中心城市名

单。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无锡也曾走出过诸多
文化名流，如画家顾恺之，诗人及画家倪云林，中
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穆，作家钱钟书等。

改革开放后，无锡的民营企业在乡镇工业为代
表的苏南模式基础上，发展蓬勃，小天鹅，山禾药
业，江阴海澜等知名企业都是在此时期转型而来。
而自1993年7月太极实业作为江苏省首家上市公司
在上交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以来，来自无锡市的上市
公司规模逐步扩大，形成了独特的无锡板块，在地
方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锡新区在1992年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5年在高新区的基础
上，已建成了空港产业园，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太
湖科技园等诸多专业园区。形成了电子信息，精密
机械及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和新材料
为重点的五大支柱产业。无锡目前已拥有国家级开
放区7家，省级以上开发区15家。

自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后，无锡确立了产业升
级的经济转型方向，目前无锡已形成了物联网，太
阳能光伏，环保，生物，微电子，软体及服务外
包，工业设计与文化创意八大新兴产业，其中尤以
物联网，太阳能光伏，微电子三大产业最为发达。

2013年3月14日，由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CSIA)，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
团），无锡市信息化和无线电管理局联合主办
的“2014中国半导体市场年会暨第三届中国集成电
路产业创新大会（IC Market China 2014）在无锡
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500余名半导体行业协会代
表，企业家代表参加了会议。

2013年，无锡市纳入统计的微电子企业190
家，完成营业收入652.1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5%
，位列全国第二，全省第一。目前，全市微电子产
业规模，晶元制造产业名列全国第一，封装测试产
业名列全国第三，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名列全国第
四。

大会还公布了2013年全国IC产业十强名单，无
锡的SK海力士，华润微电子，新潮集团，海太半导
体，英飞凌位列全国同业十强。

同哥伦布一样，无锡正通过提高其在同行中的
竞争力，努力保持一个健康和可持续的经济体，重
点建设创新型城市。

哥伦布代表团在2010年参加了第五届无锡市国
际友好城市论坛。同年11月，哥伦布的常春藤技术
社区学院宣布与无锡科技职业学院的合作伙伴关
系。

The City of Wuxi is an ancient city 
located in southern Jiangsu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Yangtze River l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half of Wuxi and Taizhou, sister city of 
Fort Wayne, Indiana, while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city borders the province of 
Zhejiang. Wuxi is a large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6.3 million people, while 
the state of Indian has a population of 6.5 
million people. And given its size and 
tremendous development, it has been 
called the “little Shanghai”

Wuxi became Indiana city Columbus’s 
third sister city on April 14, 2008 during 
a signing ceremony attended by Mayor 
Fred Armstrong and other community 
leaders.

Other sister cities of the City of 
Columbus are Lohne, Germany, Miyoshi, 
Japan and Xiangyang, China.

Wuxi is known for being one of the 
birthplaces of China’s modern industry 
and commerce, as well as the hometown 
of many important businessmen who 
have played essential roles in building 
commerce in Shanghai 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otable people in Wuxi include 
Rong Desheng (1875-1952), the largest 
national capitalis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most noted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 textile industry. Qian 
Zhongshu (1910-1998), famous writer 
best known for his comedy of manners 
Fortress Besieged. Rong Yiren (1916-
2005), Rong Desheng’s son, a powerful 
“Red Capitalist”, capitalism-communist, 
vice-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93 to 1998.

In dramatist Cao Yu’s well-known 
drama Thunderstorm, Wuxi was 

mentioned several times with the 
comment “Wuxi is a good place”. After 
the communists set up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Wuxi 
continued to grow in importance, with 
an increase in textile production along 
with both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This 
city was considered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city in Jiangsu Province after 
the capital Nanjing. 

Wuxi New District (WND),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has evolv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A variety of components, sub-
systems and original equipment are 
made in here. About 1200 enterprises 
have been registered in WN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2008. It covers a total 
of 220 square kilometers. WND has 
built up a pillar industry i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ultivated emerging 
industries in microelectronics, loT 
and bio-pharmaceuticals, plus thre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namely airport 
logistics, software service outsourcing 
and cultural industry. 

In 2010, the city’s GDP was RMB 
575.8 billion ($90.2 billion), doubling that 
of 2005 and with growth rate of 13.5% 
per year. Like Columbus, Wuxi strives 
to keep a healthy and growing economy 
by improving its competitiveness among 
its peers, with a focus on building an 
innovation-oriented city.

The Columbus delegation to the 5th 
Wuxi International Sister Cities Forum in 
2010 included representatives of IUPUC 
and Ivy Tech Community College. 
In November, Ivy Tech Community 
College announced a partnership with 
Wuxi Profess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对于在无锡土生土长的周烻如
来说，家乡无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江
南水乡城市，有着依山傍水的特点。
现年23岁的她目前在加州工作，五年
前来到印第安纳大学念书，是她第一
次在离家乡这么遥远的地方生活，这
一生活就是近五年。她去过很多的地
方，见过很多的繁华与美景，但是在
她心里，除了上海和北京这样的超一
线城市，其他的地方哪里也不如自己
的家乡无锡好。
•	 周烻如的家就在无锡的青山脚
下，一旁不远处是无锡有名的锡惠公
园，属于国家森林保护区的一部分。 
从周烻如记事起，只要学校组织春游
或秋游，就一定是去这些著名的园林
里游玩。
•	 无锡是国家园林城市，并与下
辖的江阴，宜兴同为国家生态城市，
从而形成了中国首个国家生态城市
群。在无锡境内，建设有十七座湿地
公园，其中，长广溪湿地公园，梁鸿
湿地公园被评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	 在周烻如心里，无论是无锡美
丽的自然风光，还是其丰富的人文文

化，都是她引以为豪的。
•	 无锡是吴文化地区的古都及发
源地。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在吴地建
立了江南第一个文明古国吴国，定都
无锡梅里（今梅村），泰伯带来的中
原文明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江南本
土文化融合，开启了无锡悠久绵长的
历史。距泰伯建都以来，无锡已有约
四千年的历史。
•	 无锡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其地形
让其免于各种自然灾害的侵害，如地
震，洪水等等。自周烻如记事起，无
锡就没有发生过任何自然灾害。
•	 无锡的梅花糕是让周烻如最怀
念的家乡甜点，用糯米做成的外壳捏
成梅花的形状，内馅儿可使用甜料如
豆沙，也可使用咸料如猪肉。
•	 印象中，家乡的人都是善良而
容易满足的，周烻如称无锡人都是“
小富即足”的，而无锡的居民也不会
羡慕距离其很近的上海这样的大都
市，因为凡上海有的东西，在无锡都
可以买到。

Sister Cities: Columbus, Ind & 
Wuxi,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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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无锡
记者／Echo Lu 呂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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