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方遺珍(Oriental Heritage, 
Inc)是加州正式註冊，專業投資高
品質中國古玩藝街品的公司，在中
國最富裕的地區上海、北京、游江
等地設有分公司。我們擁有一支經
驗豐富的古玩藝術品投資鑑賞團
隊，聘用了一流的中國文物審鑒專
家顧問心與中國大型的投資集團公
司合作，資金實力雄厚，專門徵集
收購高品質，高層次，具有深厚，
中華文化成蘊的古玩藝街品。詳
情可瀏覽公司網站：Http://www.
orientalheritageinc.com

公司顧問團隊

葉佩蘭：著名陶瓷鑒定專家，故
宮博物院研究員，陶瓷組組長。中
央電視台《鑒寶》欄目特邀專家。

單國強：名書畫鑒定專家，故宮
博物院研究員，宮廷部主任。中央
電視台《鑒寶》欄目特邀專家。

劉靜：著名雜項鑒定專家，故
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央電視台《鑒
寶》欄目特邀專家。

高阿申：著名資器青銅器鑒定
專家，上海收藏協會副會長，中央
電視台《藝術品投資》欄目特邀專
家。

如果您有很多件古董珍品而不方
便親自攜帶，您可以和我們預約‘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親臨貴府上門拜
訪，我們預約電話是1-800-575-
5583

近年來，中國經濟澎濟發展，
瞬間富裕起來的中國商業巨頭們開
始對購藏中國古代藝術品產生了極
大的興趣同時我們公司一直立足於
中國古玩藝術品的長遠投資因此我
們近來年更大幅度的提高了收購價
格。對您來說，乘著中國古玩藝術
品收藏交易的頂峰時期，借助我們
這個平台，正是出讓您的古董變現
得到最高價值、提高您生活質量和
水平的良機。

請今天就撥打我們兔費顧客
熱線:1-800-575-5583或把您的
藏品照片發到我們的郵箱:info@
orientalheritageinc.com。您也可
以直接把藏品帶到我們的收購會(無
需預約)。我們為您提供免費評估。
另外，如果您為我們介紹藏家，我
們會支付您5-10%的側金。

收購範圍：瓷器，玉器，
古代及近代書畫，銅器，竹
木雕，景泰藍，剔紅漆器，
鼻煙壺，文房用品，名茶，
名酒及其他的工藝品。

我們近期將到印第安納
州進行收購併付給您最好
的價錢。

請撥打熱線電話預約:
1-800-575-5583

或把您的藏品照片發到我們的郵箱
info@orientalheritage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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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hoon Mujigae hits South China 
Typhoon Mujigae, the 22nd typhoon this year, made 

landfall in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on 
Sunday. The typhoon, bringing gales and downpour, 
hit the coastal city of Zhanjiang at 2:10 p.m., packing 
winds of up to 50 meters per second, the provinci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ory said. It is forecast to move 
northwest at a speed of about 20 km per hour and 
arrive in the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in 
evening. Storms are predicted to last till Monday in 
west Guangd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彩虹”成10月登陆广东最强台风致灾
风险高
强台风“彩虹”已于昨日中午在湛江沿海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是有
气象记录以来十月份登陆广东最强的台风。
昨日傍晚“彩虹”移入广西博白境内，并减
弱为台风级。4日晚间，广东省气象灾害（台
风）I级应急响应变更为气象灾害（暴雨）Ⅲ
级应急响应。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音乐成语赏析
宋朝音乐成语

移宫换羽
見第8頁

演讲俱乐部第一期结业，
Albert Chen呼吁同学磨练领导
能力
   见第5版

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Chinese Scientist Awarded Nobel Prize For Medicine 

被人们称为“三无”科学家屠呦呦，成了
中国第一位生物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本报综合消息】2015年10月5日诺贝
尔生理医学奖揭晓，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
中又多了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中国药学家
屠呦呦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医学奖的中国
人。

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
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
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因为发现青蒿
素—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
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
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屠呦呦也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
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
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给了三个
人，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
学家大村智与屠呦呦共同分享该奖项。

2015年已揭晓的诺贝尔奖得主名单
诺贝尔物理奖：日本科学家Takaak i 

Kajita和加拿大科学家Arthur B. McDonald获
奖。获奖理由是“发现了中微子振荡，表
明中微子具有质量。”

诺贝尔化学奖：
土耳其科学家阿齐兹·桑贾尔(Az i z 

Sancar)，瑞典医学家托马斯·林达尔(Tomas 
Lindahl)，以及美国科学家保罗·莫德里奇
（Paul Modrich）获奖，以表彰他们在DNA
修复的细胞机制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这
个机制被认为是细胞存活的基本。

诺贝尔文学奖：白俄罗斯女记者和俄语
散文作家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
以基于上千次采访写成的记录性小说——
记录从二战到普京时代苏维埃历史及心理
变迁的系列小说，总称为“乌托邦之声”
，受到国际文坛的瞩目，其代表作是《切
尔诺贝利的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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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亚锦赛夺冠， 时隔四
年重回亚洲之巅
   见第9版 纪念中国抗战胜利 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黄河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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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黄河大合唱
The Yellow River Cantata Concert

Sunday, October 11 2015, 3:00 pm
Butler University – Clowes Memorial Hall
4602 Sunset Ave, Indianapolis, IN 46208

The Yellow River Cantata Concert

主办: 
Produced 
By:

印第安那波利斯孔子学院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Indianapolis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 
Indianapoli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c.
巴特勒大学音乐学院
Butler University School of Music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WW II

音乐会音乐会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
员，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
爱。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
坚持每两周发行这份中英双语报
纸，免费服务印第安纳波利斯和
周边的社区，全靠广大读者的捐
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们继续
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We hope you enjoy this bi-weekly 
Chinese-American Newspaper 
supporting the Indianapolis and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produced 
entirely by volunteers.  This FREE 
publication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readers like yourself and the revenue 
generated from advertisers. Please 
send your donations to：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筹备已久的《黄河大合唱》音乐会，将于这个周
末在Butler大学音乐厅隆重举行。
演出时间：10月11日下午3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