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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B学生服务微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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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loomington, 可能很多人知道这样一个平台，印客。印客公众平台分为伯明顿
故事，伯明顿消息，和伯明顿小助手三个板块，每周定期发布各种咨询和有趣的小
故事。这是一个非官方的学生自媒体，涉及到同学们平时生活中关注的方方面面。
印客平台针对的目标人群是生活在伯明顿地区的华人和华侨。“做一个这样的公共
平台的初衷是想要给同学们提供一个课余了解这个城市不一样东西的渠道。”印客
创始人之一李奇，“我们最大的宗旨是有趣和有意义，”。
        平台发展初期非常缺乏作者和编辑，只有李奇和邓哲宁两个人运作。刚开始尝
试着写了很多关于新生小贴士的文章，中间出了一两次错误，大家的反响也很大，
纷纷指出错误。印客平台也马上做出反应，用谦虚的态度改正错误，发文道歉。
有别于别的官方公众平台，印客有更多的权限在非官方的方向发展。而相较于留
学生日报这种全美发布的大型公众平台，印客则更多的体现了local的精髓。做到更
细腻，更日常。大学很大也很小，很多人读完四年，但对发生在身边的一些事情
却并不了解。而印客公众平台，则正是通过图片，文字，把各种各样的故事带给同
学们，让大家了解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就像电影一样，在短短两个小时里面，体
验不同的人生，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文章，能让大家看到不同的生活，并且能尝试
不同的生活，”李奇。大学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奇人。采访中，李奇告诉记者
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个人在宿舍里养了十几条蜥蜴，蜘蛛，鱼，和喂蜥蜴的面
包虫。这样的故事放在报纸上可能都会让人觉得很新奇，更何况是实实在在发生在
我们身边的呢。衣、食、住、行，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要素都会衍生出千奇百怪的故
事，并且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等着被发掘。印客的宗旨，就是把这些故事讲给人
们听。“有时候写到凌晨4，5点，但看到朋友圈里大家的转发，会感到非常开心”
。
        公众平台的发展方向在过程中因为读者的各种意见也做过很多调整，目前为止
确定为非盈利的针对伯明顿华人的故事周刊。虽然并没有以纸质的方式呈现，但平
台已经有了专业的团队包括记者，摄影，编辑，分工明确，为大家在网络的平台上
看到和纸质周刊一样质量的故事而努力。

 
亚裔社区门诊 2015年服务时间  

日期  基础科医生  专科医生  特别服务  

8/29/15 Xiong Guo 郭雄 Amy Dich, Pediatritian, 陈雅瑜，小儿科  

9/26/15 Zhi Xu徐志   

10/31/15 James Zhang张晶   

11/21/15 David Yan严皓 Raymond Wong, dentist 王重光，口腔科  

12/19/15 Wendong Jiang蒋文东   

家庭科：胡培怡，毛海洪，严皓，Juan Chang，郭雄   
内科：何成诗，杨红梅, 张晶（神经科），韩新强（心血管科），王勤（肾科），李志雄
（神经科），田建明 （消化科） 

  

其他专科：张宏星（药剂师），李清（眼科），Millie Chang （口腔科），陈剑（口腔科），王重光（口腔
科）， 
Gene Hsiao (整形外科) ，陈雅瑜（小儿科），萧苏红（针灸中医科），   

地址：印城华人教会（地下室） 
            3450E. 116th Street,Carmel,IN 46033 
时间：周六上午 9-12时； 
            就诊两天前预约，额满即止；必须有电话回复。如无电复，恕不就诊。 
预约电话：317-550-9703 
亚裔社区门诊是由印城华人医学会（ICMA）组织的为没有医疗保险的印州亚裔居民服务的免费门诊。 
由于场地限制，门诊项目仅限于诊治一般性疾病。   

（上接左下）        
        
        刚开始是觉得iu缺少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大家都是零散的在做着一些事
情。然后我们就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iu华人资源的整合，我们看到了发展空间，同
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自身锻炼。目前我们的目标人群是town的华人，但是我们有计
划发展到各个华人多的大学和社区，会根据不同的发展人群开展不同的板块。
        在发展初期我们也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遇到了困难，瓶颈。 比如我们的板块很
丰富，投入非常大，导致了人手不足的问题。也有碰到我们去宜家代运的时候，货
品和客户的货号对不上之类的问题。但后来我们经过招聘和工作方式的改善，这些
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之前提到的宜家代运服务，其实是之后在发展过程中，我们
才决定加入的板块。是因为这学期初很多同学想去宜家，无奈宜家太远并且车子不
够大。 
        我们相对满意现在的状态，比较稳定，就是在某些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目前
的宣传基本就是微信朋友圈和一些餐馆的海报张贴。目前的资金来源还是我们自己
的投入，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盈利的状态，所以也并没有特意去寻找一些赞助。
  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模式和体系发展到其他的学校，并且可以开设一些当地美
国人能够参与进来的板块。

AIU印大助手（黄骊娜）

          要卖车？要sublease房？要卖二手家具／电器？信息发给我，我帮你免费发。外
加每日北美新闻＋北美工作招聘＋趣味视频＋OPT工签信息。不关注我，你亏了。”
US小卖部公共平台在微信上的功能介绍如此写道。
2014年，在三个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主校区的好朋友的共同努力下，US小
卖部www.usxiaomaibu.com，一个针对于北美留学生服务的交易网站诞生了。
这个点子始于2014年某天的凌晨两点，小卖部创始人华志和林逸昆如往常一样在家聊
天。他们聊到craglist的时候，华志提议到“为啥不做个中文版的？”，林逸昆答“对
啊！”他们就此决定将这个点子变成现实。
        一不做二不休，二人立马驱车前往另一个好朋友周兆庭的家里，将这个计划告诉
了他。周兆庭是三个朋友里唯一一个Informatics专业的，技术方面不能没有了他。
三个人分别点了根烟抽完，这个计划就这么定下来了。
周兆庭全权负责技术，华志和林逸昆负责出主意，做策划和宣传。当时对小卖部的定
位是美国的58同城，中文版的craglist。
        “考虑到新移民和留学生越来越多，很多人语言沟通有障碍，各地区华人论坛又
不够直观经常跑偏，我们就想做个纯粹点的东西，能帮到大家就好。盈利不是一开始
的目的，当然最后也没成为结果。”华志笑着说。
“最开始是在学校内部推广，借助学生会和很多朋友的支持，效果还不错。”华志回
忆到。“后来想要推到其他州就困难重重，因为没有金钱的支持，只能很原始的跑去
别的学校贴海报，效果有多差可想而知。”
        华志考虑到既然没有渠道推广，索性就自己做出一个渠道吧。于是他也没来得及
和林逸昆和周兆庭商量，立马就注册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时事新闻基本上就是引爆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源头，我当时时刻关注朋友
圈，buzzfeed，随时准备着把第一手的信息翻译成中文推送出来。后来证明效果拔
群。再后面，参考‘英国那些事’，我开始转型做国外有趣轶事的推送，把外国网站
上一些好玩的故事翻译推给大家，也获得了可观的粉丝量。”华志说道。
“华志当时每天几乎要花八九个小时的时间来搜索新闻，翻译新闻，微信平台是他一
个人全权负责的。”周兆庭说。
        今年8月23日之后，US 小卖部的微信公众平台便停止了更新，原因是华志回到中
国开始工作，周兆庭到了加州找工作，而林逸昆研究生也开学了，三个人没有时间来
维护公众平台了。不过小卖部的网站依然有序地工作着，每天都会有20至50位用户登
陆，查看和收发交易信息。
华志表示最近也有计划重启微信公众号。“目前正在重新设计logo和其他一些东西，
希望很快带给大家新的内容。”

印客（丁文妍）

US小卖部（吕晓炜）

又到了秋冬交界的这个气候最为舒适的季节，在布鲁明顿校区各种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
了，接下来是10月和11月IU华人学生会举办的几项非常值得参加的活动，为这个微冷的

季节添加一抹亮色。
正在火热进行中的IU最强音

        这已经是学生会组织的第二届比赛了，宣传手法相当强势。为了燃起大家的生活热情，
发现天籁之音，满足大家的展现欲望，这场比赛也是竭尽全力。本赛事已经完成初赛，决赛
与10月25日进行，届时将为大家做跟踪报道。

首届DOTA2电竞大赛
        相信DOTA2的大名大家都有所耳闻，身边十有八九有小伙伴在玩。基于这样广大的受
众，这个电竞比赛相信会有很多同学感兴趣。这是一个呼朋唤友齐心协力的团体型活动，但
是并不拒绝只身闯荡江湖的小伙伴，个人报名给了缺人的团队和落单的小伙伴一个互相寻找
的机会。团队报名只需15美金，报名链接为：http://app.askform.cn/2582630001.aspx, 适用于
5-7人的团队。单人报名链接为：http://app.askform.cn/2582640001.aspx. 截止时间均为2015年
10月25日23：59。比赛会在指定场地举行需要自带设备，比赛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2015年
11月1日。

IU&PU非诚勿扰
        这恐怕是大家最为感兴趣的活动了，这是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和普渡中国
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联合大行动，目标是让大家扩大寻找另一半的范围。这是广撒网的宝贵机
会，单身打算寻找一个他或她的小伙伴可不要放过。
普渡大学场：11月8日
印第安纳大学场：11月14日 地点: Fina Art 015 
报名链接: http://askform.cn/2574440001.aspx 

为那些想贴近自然的小伙伴准备的个人活动指南：Brown County
是不是觉得印第安纳州太偏？是不是觉得周围没有好景点？那就错了，我们有州立公园！是
的，我们可以贴近大自然远足，野营。开车只要区区37分钟就能到达，现在正是季节，时间
人员都可以自定。远足路线长短不一，可以自行挑选，据说在红叶林里漫步很浪漫，还据说
那里有浪漫的双人旅馆。
在寒冷的冬季把诸位冰封在家前有这么多活动可选，不要错过哦~
The cool season comes again. It is most pleasing season for varies activities. Here are several things 
worth trying during October and November. They will light things up.

On Going IU best sound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of this contest with powerful propaganda. The contest aims to enlighten our 
enthusiastic of life, discover the most melodious sound, and satisfy the courage of performance. The first 
round is already finished. The final contest will be on October 25th.

The First DOTA2 Gaming contest
I believe most of us have heard about DOTA2. Due to its popularity, no doubt many are interesting in 
this gaming contest. It defiantly requires a lot team effort, although it also welcome those who do not 
have a team yet. Single player can sign up for join a team. A team lack of enough members can also use 
single player sign up to find a team member. Team sign up require 15 dollars, sign up link: http://app.
askform.cn/2582630001.aspx. It is for team has 5 to 7 player. Single player sign up link is http://app.
askform.cn/2582640001.aspx. Deadline for both sign up is 10/25/2015 23:59. Player needs to arrive at 
certain location on time with own equipment. The contest will hold during 10/31/2015 and 11/1/2015.

IU&PU If You Are the One
This might be the most interesting events. It holds by IUCSSA and PUCSSA. It is aimed for having 
more potential candidates who can be Mr. or Mrs. Right. It is such a precious chance for those who are 
looking for right ones.
PU campus: 11/8
IU campus: 11/14 location: Fina Art 015 
Sign up: http://askform.cn/2574440001.aspx 

Finally, for those who want organize a trip: Brown County
Do you think there is nothing but corn fields around? Do you feel there is nothing to see during holiday? 
Those are wrong impressions. We have State Park! It is good for hiking and camping. Only 37 mins 
drive from Bloomington. This is right season for a self-designed trip. Rumer has it, walking in a 

reddened forest is fairly Romantic.

赵乔专栏：求学生涯

IUCSSA（姜舒窈）

        郭可君同学从2014年秋季加入学生会，现任为IUCSSA公共关系部部长。作为
IUCSSA公共平台的领导部门，公共关系部门从IUCSSA创立开始已经发布众多关于
学校其他组织、校内校外活动以及重要事项宣布的文章。这些文章为IUB的在校学生
甚至毕业生的生活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信息以及便利的交流机会。但是在这些光鲜的
外表下充斥着公共关系部门的辛酸汗水。郭可君同学表示公共主页至今已经铺满全
体部门人员的努力，尽管有时遇到困难时会觉得辛苦，但是成果却总是让他们心满
意足。

公共关系部门通过公共主页文章发布给在校学生以及毕业生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信息
交流平台。郭可君同学表示到部门的初衷和目的是通过各类社交软件的社交平台 – 
公共主页来宣传IUCSSA独办亦或与其他组织、个人合办的中小大型活动，比如说新
生接机、新生篮球赛、中秋节、春节晚会、歌手大赛、非诚勿扰等等。同样公共关
系部门也帮助其他餐饮公司、兄弟会姐妹会做宣传活动。最为重要的是为学校里发
现的重大事件做详细报告。

担任公共关系部部长已经有半年，郭可君同学表示道在这一年内通全体公共关系部
门人员以及marketing部门的不懈努力，尽管微信除外的各类公共主页并没有非常大
的的改动，但效果最为明显之大的便是微信的公共平台，因为IUCSSA更倾向于中国
留学生。微信的公共主页已从两千不到的阅读量至今增长到多于3000以上。这对于
一个公共平台来说是一个质的进步。同样，对微信公共主页上的排版也做了修改，
现在同学们可以发现IUCSSA的公共主页比起以前的有着更清爽的排版。最为明显的
标志便是公共号底下的各类菜单，此修改为全体学生提供了更加便利的选择性。另
一改进便是发布内容更加有实用性。像是以往的假期从来不会发布任何关于学校组
织活动、广告的宣传信息。但是这个暑假却发了许多便利于学生的文章，比如说新
手手册。这让IUCSSA的公共主页除了发布活动广告以外，更充满实用性。

IUCSSA公共关系部门部长表示道对组织公共平台充满着信心和动力。在未来，郭可
君同学作为部门领头羊希望公共平台的发布向实用性和互动性这两个方向发展。比
如发布类似关于二手市场交易的信息来促进学生之间信息的交流。面临的困难便是
公共平台本身没有这种强大的功能，但郭可君同学表示道会尝试着把这些信息交流
的机会做到IUCSSA的APP软件里面。

“无论如何，我对我们的工作感到欣慰，同样也对未来的前景充满信心和动
力。”IUCSSA公共关系部部长表示道。

        现在越来愈多的华人公众平台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仅仅是Indiana University 
of Bloomington就有许多学生办的公众平台，有的是希望更好的锻炼自己，有的是希
望能够在学生时期就发展自己的事业。AIU就是其中一个平台。
        AIU是由一对情侣，杨和萍，谢林浩开办起来的。谢林浩，大二准备就读商
学，大一便开始做鞋子代购，主要负责驾校和内部人员的管理。杨和萍，波士顿转
学生，现学习传媒，本身做一些中国食品代购，现在主要负责AIU的带外宣传和招
聘。 现在越来愈多的华人公众平台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仅仅是Indiana University 
of Bloomington就有许多学生办的公众平台，有的是希望更好的锻炼自己，有的是希
望能够在学生时期就发展自己的事业。AIU就是其中一个平台。
        AIU是由一对情侣，杨和萍，谢林浩开办起来的。谢林浩，大二准备就读商
学，大一便开始做鞋子代购，主要负责驾校和内部人员的管理。杨和萍，波士顿转
学生，现学习传媒，本身做一些中国食品代购，现在主要负责AIU的带外宣传和招
聘。 AIU印大助手是一个由iub学生创建的服务型平台，主要是推出驾校，二手家
居，宜家代购，美食指南，假期仓储，专车接送六个方面的服务。但是也会根据iu学
生不同时期不同的需求推出不一样的服务。同时我们也希望AIU成为iu学生的一个创
业平台，好的创业思想理念融合发展不失为一中不可多得的社会时间和自身能力的
锻炼。

（下接右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