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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将以全现金
收购优酷土豆

阿里巴巴集团和优酷土豆集团宣
布，双方已经就收购优酷土豆股份
签署并购协议，根据这一协议，阿
里巴巴集团将收购优酷土豆集团，
这项交易将以全现金形式进行。　
　在交易完成时，除阿里巴巴集团
外，优酷土豆的股东将有权以每股
ADS(美国存托凭证)27.60美元的价
格获得现金。这一价格较优酷土豆
2015年10月15日的当日收盘价溢价
35.1%(即优酷土豆收到阿里巴巴集团
私有化要约的前一天)，较优酷土豆
在2015年10月15日前三个月的加权平
均收盘价溢价49.9%。

在优酷土豆董事会独立特别委员
会的建议下，优酷土豆董事会已经
一致同意并购协议和此项交易，并
且建议优酷土豆的股东投票授权批
准这一并购协议和这项交易。

俄機空難：普京下令
暫停赴埃俄國航班

 俄羅斯Metrojet航空一架客機上
周六在埃及墜毀，英美均指事件
或是極端回教組織「伊斯蘭國」
（IS）放炸彈所致。俄羅斯聯邦安
全局（FSB）局長博爾特尼科夫今
日表示，建議暫停所有前往埃及的
俄羅斯航班。總統普京其後接納建
議，宣布暫停所有前往埃及的俄國
航班。

博爾特尼科夫今日在反恐委員會
會議上表示，由於俄方現時仍未能
找出空難的原因，因此他認為暫時
停止國內所有航空公司，前往埃及
的航班是合適的措施。他又稱，埃
及讓俄方的調查人員取得所有失事
客機的殘骸及碎片，當中包括機上
乘客的行李。

外界現時推測客機被人放置炸
彈，博爾特尼科夫強調需要從「絕
對的客觀」及擁有「已證實的資
料」中，找出空難原因。另外，俄
媒指俄方已把部分客機殘骸樣本帶
回俄國分析，若果客機真的是被炸
彈炸毀的話，那麼調查人員將會在
樣本上找到爆炸品的痕迹。

外媒：IS与叙利亚反对派交
战中曾使用化学武器

      据路透社报道，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OPCW)一份报告显示，化学武器
专家认定有人在一个叙利亚城镇使
用了芥子气，而“伊斯兰国”(IS)武

装与叙利亚反对派在这里交战。
　　据报道，这份机密报告的日
期为10月29日。报告称非常确定8
月21日在阿勒颇以北的城镇马雷亚
(Marea)，至少有两人曝露在硫芥子
气中。
　　这是在叙利亚同意摧毁其所有
化学武器包括硫芥子气以来，官方
首次证实有人在叙利亚使用了硫芥
子气。
　　报告未提到“伊斯兰国”，因
报告的任务是查明事实，不负责分
清责任方。但外交消息人士指出，
当时是“伊斯兰国”与叙利亚反对
派武装在马雷亚交战中使用了化学
武器。

法总统宣布部署“戴高乐”
号航空母舰打击IS

       法国总统奥朗德5日宣布，法
国将部署“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打

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针对叙利
亚和伊拉克的安全局势，在爱丽舍
宫召集国防会议。奥朗德证实，“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对已经驻守
在约旦和阿联酋的法国战机提供支
援。这艘航母能够搭载40架战机，
并可支持100次飞行。
　　今年9月，法国加入美国带头的
联军空袭行动，打击在伊拉克的“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自今年1月巴
黎一家漫画杂志办公室和一家犹太
人超市遭袭击以及随后3天的暴力活
动导致20人丧生以来，法国加强了
安全戒备。
　　据法新社报道，自那时以来，
法国战机在伊拉克开展1285次空中
行动，进行了271次空袭。今年9月
底，法国在叙利亚开展两次空袭，
攻击目标是叙利亚东部的“伊斯兰
国”的训练营地。路透社报道，“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通常由
数艘驱逐舰、1艘潜艇和补给舰构
成。

巴西发生水坝坍塌事故
导致15人遇难45人失踪

       巴西环球网报道说，米纳斯吉拉
斯州中部城市马里亚纳附近的一个
水坝发生坍塌事故，冲泻下来的大
水造成当地众多房屋被淹。目前当
地官方尚未发布事故造成的人员伤
亡情况，但据马里亚纳市矿业工会
估计，已有约15人死亡，另有约45
人失踪。
　　马里亚纳相关部门已经启动紧
急救援，并着手将事故所在地居民
疏散至地势较高的临近地区。
　　发生坍塌事故的水坝为巴西萨
马科公司所有，该公司已发表公报
确认了这起事故。

（陈立英 整理）

（接上期第二版）我的左小腿肚突然抽搐
了一下，膝盖深深地弯了一下，人也往前倾，
差点跌倒。不好，要抽筋！跑步的人应该清
楚，最怕比赛时抽筋。海涛也非常关注，示意
我慢下来。还好只是短暂的那么一下，并没有
抽筋，速度也没有受到影响。惊恐之余，反复
把前面的经过在脑海里回放，感觉没有任何做
的不对的地方啊。是跑得太快了？平时这种跑
在训练的时候做过多次，从没有出现这种情
况。是太冷了？这时气温已回升到5摄氏度以
上，是跑马拉松的最佳温度，又是长裤，没有
理由的。是电解质和盐分失去太多，没有及时
补充？今天气温一直没有超过10 摄氏度，虽然
长裤长袖，可到现在没有觉得很热，也没有出
什么汗，水和Gatorade都已各补充过一次了。
我平时为了锻炼耐力，长跑13迈，啥都不喝，
而且温度比这次比赛要高不少。从来没有问
题啊。过了不到一分钟，又来了一下，心里又
咯登一下。真要是这个时候抽筋，那前面的10
迈，半年的准备就都泡汤了。想来想去，可能
缺盐或电解质应该是以上这些不靠谱的理由里
面最靠谱的一个了。海涛也是这么分析的。可
下一个补给站要多久呢？后来又来了那么几次
抽搐，而且右小腿肚也出现了一次。虽然似乎
并不影响pace，可带来的心理作用是非常负面
的。而且高速行进中，每来一下，膝盖必定深
弯一次，非常容易摔倒出事故。就这样在艰难
的爬坡和怕抽筋的惊恐当中度过了十一迈。第
11迈的pace是801。这是第三迈后唯一的pace

又上了8分的一迈。
我小腿肚抽搐的场面在后来也被老婆大

人捕捉到。下面这张照片可以清晰地看见我
grimace的表情。那是刚过了半马和全马的分
开地，大概12.6迈的地方。印象中这是最后一
次。

已经不记得下一个补给站在哪里了。只记

得前面的志愿者一直喊，“water，water”。
我不要water，赶紧问“Where is Gatorade?”
，她们往后面指，赶快跑到后面几个志愿者那
里，抓住其中一个杯子，停下来，喝两口，继
续前行。中间又发生了几次抽搐，但都有惊无
险，这时候只剩不到两迈了。半年的艰苦训练
是为了什么，绝不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掉链
子。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三个字。别说还没有抽
筋，就算是抽了，也要坚持。因为我的新情

况，原来和海涛订好的最后两迈要冲一冲的计
划也被打乱了。第12迈的pace是746。

还剩下最后一迈多了，抽搐似乎缓解一
些，频率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是Gatorade起
了些作用？我也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得提
速了。速度不断地往上加，前面12.5迈就是
全马和半马的split的地方。Indianapolis 
Marathon的course设计的很独特，半马和全
马几乎一直在一起，所以每个pacer其实是
全马的pacer，兼职做半马的pacer。Pacer到
了12.5迈就直行继续他的后半程，剩下的0.6
迈，一直跟着pacer的半马选手就得靠自己
了。我和海涛则左转，看见前面三个熟悉的
身影。大人举着相机在向我们聚焦，两个小
的百无聊赖地坐在草地上。我会心地笑了，
赶快向他们招手，顿时精神百倍，继续向终
点进发。在最后一个转弯前的直道上，忽然
看见左侧的草坪上蹲着王勇在给我们拍照。
他怎么在这儿呢？后来才知道，他本来是和
Chenglin一起跑的，在4.9迈的时候小腿有些
拉伤，退赛了。这是明智的决定，否则继续比
赛下去，伤势最后会很难看。终于看见13迈的
牌子了，再拐弯就是我们一个多小时前的出发
地，越来越近了。我和海涛的呼吸也越来越急
促，心率已经超过170。拐弯过后，还有不到
50米，我和海涛手拉手，高高举过头顶，一起
冲过终点线。1:43:25，我和海涛的首半马完
美收官。第13迈的pace是724，而最后0.22迈
的pace则达到了645。可见我们finish very 
strong。官方成绩只有5迈的split，没有半程
的split。根据我的记录前半程用时52:20，后
半程51:05，真正做到了negative split。这
也是我梦寐以求的。

  其实在比赛以前，跑友们都鼓励我冲140

。在比赛过程中，海涛也提起这个话题。我
也问过我自己多次，140我做不到吗？我觉得
我应该可以做到。不就是每迈在这个基础上再
快个15秒，似乎不是太难的事。可是为了这15
秒，我有可能在10迈结束时就很累了，还要跑
那个Indy”伤心岭“，还要应付可能更严重的 
小腿肚抽搐，说不定就是抽筋了。就算没有
这次的事故，为了这15秒，并最终以140的成
绩到达终点，也是脱着沉重的双腿，一脸疲惫
的表情。那我们运动锻炼的意义在哪里呢？海
涛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为了也能对的起自己
的努力，跑友的期待，教练的嘱托，我们商量
好来个折中。我们最后的成绩真是再完美不过
了。

我的处女半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只是
我长跑新长征路上的开始。你一但喜欢上这项
运动，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傻笑中）。接
下来，我们还有20人参加下个月的Monumental
马拉松，我会去现场给他们加油打气。明年5
月的Indy mini我也报名了，那也是我们这个
城市的一大盛事。

印地马拉松赛后纪实 (下）
作者 铭洲

Baba’s Japanese Steakhouse
Now hiring Full time or Part Time 
(dinner only)
 (2) Servers
 (1) Kitchen Helper
 (1) Hibachi Chef
Location: 7255 Fishers Landing Dr ., 
       Fishers, IN 46038
Phone: 317-577-6688 
 (call after 3pm, ask for Baba)

随着第三届印第安纳ICCCI华人篮球锦标
赛杨光杯与印地-哥伦布城际超霸赛的落幕，
这个赛事的历史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
做一个简单回顾，与爱好篮球的朋友们分享。

从2002年一开始搬到印城居住时，我就
试图找一个和华人打篮球的好地方。刚开始上
班的时候，有几次早晨六点钟在礼来公司的篮
球场和美国同事打球。由于从毕业到印城工作
忙着搬家，几个月时间没有打球，又加上不习
惯早上打球，有一次在跳投时被对方一个队员
从背后在肩膀上拉了一下，然后倒地把脚踝严
重扭伤。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我休息了
好几个月才把伤养好。后来又和公司统计部门
的一些美国同事组成一个队，参加了一个赛季
公司组织的内部联赛。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
的华人打篮球团体和地点，曾一度改打乒乓球
和网球。从2008年起，六个从艾奥瓦州立大
学毕业的礼来同事相约星期五下午下班之后在
公司的篮球场打球，逐渐地更多的人加进来，
从此周五下午的打球规模渐渐扩大，一般都有
十来个人，其中大部分是华人。这期间，礼来
华人篮球队（主要由统计部门的华人组成）和

IUPUI分子生物系教授李浪等一众师生、华人
教会队分别进行过友谊赛。到2012年，礼来
租赁的篮球场到期不再续租，大家打球只得移
到Carmel Total Fitness Center (CTF)，这样
我就和CTF打球的另一些华人篮球爱好者有了
接触。

在2013年中期，我与刘剑刚商议组织印
城华人篮球赛，以便大家更好地切磋技艺，
增进友谊，提高水平。剑刚就把熊泉波介绍
给我。做为当时ICCCI主要领导之一，泉波对
组织篮球赛的提议积极回应。然后我们就联系
李浪和杨光，他们也对这个赛事感到兴奋。
我们很快就基本上达成比赛在ICCCI的领导和
赞助下，由四支队参赛的计划：ICCCI俱乐部
队，华人教会队，礼来华人文化队和IUPUI教
工队，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上，赛制是先小组
赛然后交叉淘汰。第一届组委会由我、泉波、
剑刚、杨光、李浪和罗荣书组成。我总体负责
并代表礼来华人文化队，泉波负责宣传和联络
ICCCI，剑刚负责财务，杨光、李浪、荣书分
别代表教会队、IUPUI队和ICCCI俱乐部。由于
时间仓促，我们难以找到合适的体育馆比赛，

华人教会慷慨提供他们的运动场地。裁判就由
我们之中的一些有一定经验的队员担任。总
之，第一届比赛就和所有事物刚开始一样，有
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比赛场地比较小而
且光线偏暗，裁判的水平普遍有限，没有电
子计时器记分牌（需要使用秒表）。但是，这
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比赛在很短的时间就组
织起来，而且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尤其是罗荣
书设计的比赛宣传海报也很有创意，其蓝本一
直沿用至今。比赛于2013年11月2日、9日和
11日顺利举行，比赛结果是华人教会队夺得冠
军，ICCCI俱乐部队夺得亚军。

第二届（2014）组委会成员变化不大，包
括我、泉波、李浪、刘剑刚和罗荣书。因为
杨光移居到东部暂住，由温安群代表华人教
会队加入组委会。另外，礼来华人文化队的王
涛也加入组委会。按计划，比赛照旧是先前
的四支队，但是这次赛制进行了变化：先单
循环，然后再冠亚军决赛。这届比赛开始由罗
荣书总体负责，但他后来由于个人原因，退出
组委会。于是我就接替罗荣书继续总体负责这
次赛事，而张宏彦则作为ICCCI俱乐部队长加

入组委会。针对第一届比赛不完善的地方，第
二届比赛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进。主要表现在
几个方面：第一，租用Monon Center场地，
这个场地应该是印第安纳周围对外开放的体育
馆中最接近专业的场地了；第二，聘请专业裁
判；第三，对队员年龄进行严格限制，必须达
到30岁，必要时需要核对ID。不料临近比赛之
际，IUPUI队突然宣布因年度科研经费申请太
忙而不能参赛。

面对这个难题，泉波利用他在华人社
区工作的优势，联系哥伦布队（Columbus, 
Indiana）加入锦标赛。只是因哥伦布队无法
找到足够年满30岁的队员，组委会决定对哥伦
布不进行年龄限制。比赛终于按计划与2014
年9月20日、9月27日、10月5日和10月11日顺
利进行，最后年轻的哥伦布队技高一筹夺得冠
军，礼来华人文化队夺得亚军。这届比赛中裁
判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是因为开
始决定只使用一个裁判，二是请来的裁判本身
的素质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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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ICCCI华人篮球锦标赛三年回顾
作者 屈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