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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Chinese robot breaks Guinness 
world record

A quadruped robot in the southwestern municipality 
of Chongqing walked its way on to the pages of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s book on Sunday.”Xingzhe 
No. 1” was developed by Li Qingdu, a professor 
with the college of automation under th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tarting 
on Oct. 24, it took 340,000 continuous steps over 54 
hours covering a distance of 134.03 km and used 0.8 
kwh of power.The previous record was set by Ranger, 
a quadruped robot develop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in 
America, which walked 65 km in 30 hours consuming 
0.5 kwh.
中国步行机器人持续行走134公里打破吉尼斯
纪录
11月1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程东向“行者

一号”研发团队负责人李清都教授颁发了证书。由
重庆邮电大学团队研发的“行者一号”机器人，持
续行走134.03公里，获得四足式机器人行走最远距
离吉尼斯世界纪录。该纪录表明，“行者一号”已
成为目前全世界能效最高的步行平台，亦是历史上
首个行走距离突破百公里的足式机器人。仿人机器
人具备人的结构特点，能替代人类完成复杂、危险
的任务，得到世界各国研究机构的青睐。如何使机
器人走的更久、更远，已成为世界各国科研机构研
究的焦点之一。此前，四足式机器人行走最远距离
吉尼斯世界纪录由美国Cornell大学研发的机器人
Ranger于2011年创造，行走距离为65.243公里。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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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战绩不佳解雇进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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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華人領袖的一席談
Interview with Chinses American Leaders

【本报讯】華人在美國的組織不少，
也多能為服務社區盡一己之力。但是能在
美國主流社會起作用的組織，就相對少多
了。最近來自愛阿華州的燕曉哲先生和来
自辛辛那提的徐曉洁女士与本报和印地华
人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就融入和影響主流社
会交流了經驗。

先從愛阿華州的燕曉哲說起吧。燕先
生是愛阿華州華人協會的創建人。 眾所
周知，愛阿華州是美國總統初選過程中，
最早起決定作用的少數幾州之一。占着爱
荷华州是“选举风向标“的有利条件，燕
先生和不少黨政界人士建立了联系，结下
了友情。

通过这些联系，他從中了解了美國政
界的運作規律，还合法雇佣了政治遊說公
司，在移民法的執行上，調整H1簽証的
作業，讓台灣和香港用不完的H1簽証名
額，轉移給大陸科技移民使用。這對眾多
留美學子來說，可是一件大事。

燕曉哲的頭銜數不清。有來自白宮
的，也有来自中國的。他还多次受到美國
總統，國會領袖，和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
見。在此不多提了。 

燕先生信奉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华人
不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玩，說得不好聽，
甚至在自己小圈子里斗，华人需要融入美
国的主流社会。燕先生提倡的方式是“请
进来，走出去”。所谓“请进来”就是请
一些非华裔的人参加他们的华人协会。“
走出去”，是带领华人参与美国社区的活
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走出去”，就是
华人参加美国中选和大选的投票。投票选
哪位候选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参与。

在促進中美關係上，燕曉哲也著力甚
深。讀者是否还記得習進平在2012年作为
国家副主席訪美时，曾旧地重游愛阿華州
马斯克廷与当年房东聚会叙旧的故事吧? 
這事就是燕曉哲一手促成的。和中國層峰
溝通，影響中央領導人士訪美的行程不容

易，這些任務當然还超出了駐美使領館的
職權範圍。燕曉哲通過能影響領導行程的
人士，排除萬難，讓關係人士擠出時間，
到當地事先探路，并雇用了專業公關公
司，做了周詳的規劃，取得信任，讓關係
人士願意推薦愛阿華州作為習近平訪美的
一站，讓愛阿華州和小鎮上的老夫婦从此
载入中美關係的歷史。

来自辛辛那提的徐曉洁是辛辛那提华
人商会的创建人，她也毫无保留地介绍了
很多如何参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经验。

“华人参与美国主流社会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但是如果不动起来，就是再过几
代人也参与不了。” 燕曉哲表示: “我们
华人辛勤的工作，交税，但是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录取时要求的考分比白人黑人高一
大截子。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我们的后
代还会继续这种不公平的对待。”

此番探讨，發人深省啊。

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上的
作文展

   见第5版

2015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国际节
Special Exhibit at Indy International Festival

【本报讯】一年一度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国际节
已于11月5日在印第安纳州博览会场 (Indiana State 
Fairgrounds) 拉开了序幕。届时代表50多个民族和
国家的团体聚集在一起，以各种形式分享丰富的文
化、历史和传统。

在 过 去 几 年 的 国 际 节 期 间 ， 印 州 华 美 协 会
（IACA)和《印州华报》联合，每年都有精彩的节
目。例如，2013年成功地展出了1904由清朝皇室成
员爱新觉罗·溥伦贝子率团访问印第安纳的历史故
事和文物。去年展示了中国历朝传统服装和少数民
族服装。今年印州华美协会和《印州华报》再次合
作，展出具有浓厚中国气息的精美刺绣。

WHERE: West Pavilion,
Indiana State Fairgrounds
1200 East 38th Street,
Indianapolis
WHEN : November 5- 7, 2015

郝赛当选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
Hogsett: The Next Mayor of Indianapolis

【本报讯】印
第安那波利斯市長
選舉結果揭曉。民
主黨的郝賽，以百
分之六十七的得票
率，擊敗共和黨的
布爾，贏得市長席
位。

印第安那州雖
屬保守派陣地，但是印第安那波利斯市
的政治版圖，則不似其他地區保守，偏
向民主黨。現任市長柏樂，當初贏得選

舉，多說是意外。但是他施政得到大多
數市民支持。 這回柏樂市長不願連任，
空出席位，兩黨人士逐鹿印城。

競選期間，民主黨的郝賽募款相當成
功，也使得他的較強的競選宣傳活動。

印城的華人對郝賽其實並不陌生。
在他任 US Attorney 期間，起訴兩位本地
美籍華人科學家。後來經過法律程序，
証明兩位中國科學並未偷竊商業機密。

柏樂市長任內，和華人社區互動良
好，並且創始中國節活動。希望新任郝
賽市長能繼續柏樂市長成功的政策。

习近平、马英九将在新加坡会面
Xi Jinping, Ma Ying-jeou meet in Singapore

【本报综合消息】刚刚结束对越南访问
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五（6日）抵达新
加坡进行两天访问，成为今年新加坡外交的
一大盛事。然而世界更关切的是习近平将和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

据报道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将于
11月7日在新加坡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交换意见。有报道说此次会面双方以两
岸领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

对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世界各
媒体充满了的猜测和评论。让我们拭目以
待，看两岸关系将会有怎样的进展。

王瑶琳的朋友们后悔：当初在她
遭受持续的暴力时没有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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