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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o to open soccer schools in China by 
December

Brazilian great Ronaldo will open soccer schools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and Shanghai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head of the project said here on 
Saturday. “Our fi rst schools will be located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Mianyang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y are expected to start operation in 
December,” said Paulo Swerts, who manages Ronaldo’s 
soccer schools in China.Ronaldo, who announced in 
September his plan to open 30 soccer schools in China, 
arrived in Mianyang Saturday together with business 
partner and Brazilian billionaire Carlos Wizard Martins 
to take part in a soccer promotion event held in a local 
middle school. Paulo said that they’ll cooperate with 30 
schools in China by providing coaching staff.

罗纳尔多本周将宣布在中国开办国际足球
学校
巴西前足球巨星罗纳尔多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本周将在北京市以及四川绵阳市开办两所罗纳尔
多国际足球学院。罗纳尔多此次是和在巴西创办语
言学校网络体系的卡洛斯韦泽展开合作，后者是罗
纳尔多学院总裁。目前在巴西和美国已有多家罗纳
尔多足球学院正式投入运营。他们的计划是将来
在全球范围内开办超过100所罗纳尔多国际足球学
院。以罗纳尔多命名的这些足球学院，将以罗纳尔
多亲身示范的踢球视频为教学蓝本，还将使用英国
记者兼作家吉福德撰写的《罗纳尔多教你踢足球》
一书为文字教材。罗纳尔多和韦泽表示，罗纳尔多
足球学院将秉承公益理念，在每个足球学院接收少
部分贫困少年，为他们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据
悉，首批罗纳尔多足球学院将以特许经营方式开
办，与当地足球学校以及公立中小学进行合作。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AWANA俱乐部问答
見第8頁

新视角：
  印第安纳大学WORLDFARE
   见第10版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谁是中国足球罪人？十年足球
记者心碎告白！
   见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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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IS杀害中国和挪威人质
ISIS killed a Chinese and a Norwegian hostages

【本报综合消息】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在其最新一期网络杂志中宣称，已
经杀死了一名中国人质和一名挪威人质。
两个月前ISIS曾提出要求用赎金交换人
质。

这两名人质被确认为50岁的中国公
民樊京辉和48岁的挪威公民奥勒·约翰·格
里姆斯高-奥夫斯塔(Ole Johan Grimsgaard-
Ofstad)。杂志的文章描述了对两人的处
决，称他们“被异教徒国家和组织抛弃”
。意指人质所在国拒绝支付赎金。

就目前所知，樊京辉是伊斯兰国绑架
的第一位中国公民。

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中国公民

被恐怖组织杀害事件发表讲话：“中国强
烈谴责‘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残忍杀害中
国公民这一暴行。我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
切慰问。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中国坚决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任何
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公民樊
京辉被‘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绑架并残忍
杀害。我们谨向遇害者表示哀悼，向遇害
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樊京辉被绑架后，中国政府和人民
十分牵挂他的安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想方设法开展营救
工作。但恐怖组织无视人类良知和道德底
线，仍然采取惨无人道的暴力行径。中国
政府对这一泯灭人性的暴行予以强烈谴
责，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安理会强烈谴责
2015年11月19日 安理会今天发表媒体

声明，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杀害中国公民樊京辉和挪
威公民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Ole Johan 
Grimsgaard-Ofstad）的令人发指的懦夫行
为。安理会声明表示，这些罪行再次显示
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残暴。
这种残暴驱使该组织无视人类最基本的价
值、针对所有信仰、种族和国籍的人，犯
下成千上万的罪行。

安理会在声明中表示，“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必须要被彻底击败，它所
信奉的不容忍、暴力和仇恨必须要被彻底
铲除。安理会强调，该组织所实施的野蛮
行径不会将他们吓倒，而只会加强他们的
决心，使各国政府和各机构，包括受到

最大影响的地区的相关政府和机构，共同
做出努力，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
国”、“努斯拉阵线”和所有其他同基地
组织有牵连的个人、组织、企业和实体。

安理会成员指出将这些应受谴责行为
的肇事者绳之以法的必要性，并强调所有
应对杀害樊京辉和格里姆斯高-奥夫斯塔
的行径负责的人都应受到追究。声明敦促
所有国家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所
规定的义务，在这方面同中国和挪威以及
所有其他有关当局进行积极配合。

 Governor Pence Suspends 
Resettlement Of Syrian Refugees In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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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诚为社区：
印城华人医生协会成立十周年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Indianapolis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本报讯】印城华人医学会（ICMA）成立了十周年。长期以来医生协会的医生们活跃
在社区中,为社区提供免费咨询。根据社区的需求，2010年“亚裔社区门诊“（Asian 
Community Clinic, ACC）成立，免费咨询活动更加频繁且系统化。
 详见第二版

上图：11月14日星期六，印成华人医生协会的亚裔社区门诊“（Asian 
Community Clinic, ACC）的義工們，在116街的印城华人教会聚会合影。

遇害中国公民樊京辉和挪威公民格里姆
斯高-奥夫斯塔 （图片来源 万维网）

    哥伦布市中文学校逸飞班
上的作文展

見第5頁

摄影：
  印州华人摄影俱乐部会员曾
微 获得《第二届世界华侨华人
摄影展》佳作奖
   见第4版

中式烤火鸡 （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