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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纳大学WORLD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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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第安纳大学国际盛会(IU Word’s Fare)是一年一度在印第安纳大学校园举行的
最盛大的国际文化与艺术交流活动。自首次举办起，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每年的这个
时候，印第安纳大学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留学生们会聚在一起，以特色地道的美

食，和带有浓厚民族风情的
舞蹈和音乐来庆祝自己国家
独一无二的文化。

                        印第安纳大学国际盛会是
国际教育周(International 
Education Week,简称IEW)
在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除了该盛会外，
各种各样的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也会在校园内及城市里举
行。国际教育周一般发生在
11月份的第三周，由美国国
务院和美国教育部共同制
定。在每年的国际教育周，
全美各大院校都会开展一系

列庆祝活动来推崇国际化教育和国际化思维。
        今年的印第安纳大学国际盛会于11月12日晚照例在印第安纳纪念中心(Indiana 
Memorial Union)的校友大厅(Alumni Hall)举行。各个国家的学生会代表们搭起站台，
穿起民族服装，以各种美食和有趣的小游戏来招待来访的宾客们。活动一共有来自17
个国家的学生代表们参加。
今年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邀请了D.Force和X-Power两大中国学生创立的舞蹈社团助
阵舞蹈演出，并
一举拿下第三名
的好成绩。自
2010年D.Force
创立和2011年
X-Power创立以
来，两个舞蹈社
团是首次联手在
World’s Fare上
同台演出。
2011年，D.
Force代表中国
学生学者联谊会
参加演出，将京
剧元素和脸谱融
入了街舞中，
并以傣族舞蹈结
尾，可惜没有拿到名次。
        2012年，D.Force第二次参加演出，在来自中国中央民族舞团的专业舞蹈演员韩
雪老师的指导和带领下，以一支胶东秧歌拔得头筹，代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首次拿
到文化演出的第一名。
2013年，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婚庆和宫廷生活为主题的站台夺得了展台中的第一
名，同时，D.Force的舞蹈“桃夭”获得了演出的第二名。
2014年，X-Power代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参加演出，以一支色彩绚丽的扇子舞拿下
了文化演出第一名，同时，D.Force作为特别演出嘉宾以一支“水姑娘”拿到了特殊
荣誉奖。
        今年，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带领着专业的舞者们踏上IU World’s Fare舞台的
第五年，D.Force和X-Power的美丽姑娘们以一支 “踏歌”拿下了文化演出第三名。
在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和两大舞蹈社五年来的努力下，中国的文化和舞蹈在校园里广
为传播，深受各个国家的学生老师们的喜爱，每年都给大家带来惊喜和欢乐，大家对
中国的文化的理解不再是片面的，陈腐的，他们认识到中国这个土地广袤，民族众多
的国家有数不尽的财宝等着他们去发掘。

(Photo of Dancing credit to Zhuoning Bi)

陈雅力（采访、整理：丁文妍）

活动纵览（吕晓炜）

        在去Fine Art或者Woodburn上课的路上，总是能路过一栋门口有着高高的
塔架和一个各个角度看都有不同感受的奇异雕塑的建筑。这栋晚上门口五彩缤纷的楼
就是艺术博物馆了。博物馆内时常没有多少访客，而访客们也都倾向于安静的欣赏馆
藏，这样安静的地方难免令人却步，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值得细细品味的地方。博物
馆基本上每天都向公众开放而且定期有特殊藏品相关的活动，有心了解的同学不妨去
博物馆的主页看看。
        入馆除了宽敞的大厅，最引人注目的要属于博物馆的楼梯了，博物馆的楼梯造
型十分艺术，由于楼梯古怪的倾斜角度走上去的时候总有踩偏的错觉，这是物理感知
和视差造成的有趣现象。博物馆的一楼大厅左手就是寄存包裹的地方和一楼展厅，信
息台上摆有传单和寄存用的硬币。一楼的展厅内的藏品是中世纪到现代的艺术，既有
传统雕塑与油画也有抽象派意识流的各种作品，如何欣赏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
件事了。在博物馆观看藏品与在书本纸张等地方看照片感受完全不同，在博物馆可
以看到照片无法表现的立体感和细节，这其中的差别是言语苍白只能流于纸面的，
真正感受欣赏还是要去观看馆藏。除了感慨画面的细腻和意境我对一层展品并不怎
么了解，即便如此我也很喜欢流连一下
认真看看展品旁边的叙述，我想艺术系
的同学会有更多感触。而二层的展品大
多来自古希腊罗马还有泰国日本韩国和
中国，我本人对古希腊罗马的陶器雕塑
和饰品感触比较多。古代饰品的细腻真
的是巧夺天工，那些利用放大镜才能看
清的细节是古代制作者手工制成，不免
令人叹服。而陶器，得见古代陶艺的发
展和上面戏细如发丝的陶绘同样令人震

撼，而上面的图绘涵盖着古代
文明的神话和生活，充满了历
史价值。正是在IU艺术博物馆
更多的了解了这些才培养起我
旅游时对博物馆的兴趣，亲自
看看那些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很
有价值的。艺术博物馆的楼层
是很有时间概念的，第三层的
藏品都是更加古朴的文明初期
产物了，太平洋诸岛，东南亚
地区和波斯的早期工艺品，这
些藏品风格迥异文明曲线审美
与众不同，真的是点了不同的
发展路线的感觉。这一层观看
过去真的是很有趣的感觉，每
一步都有不同的惊喜。
        正值秋季，艺术博物馆的
特殊展品有Robert Barnes的Late Works，印度传统女装：紧贴肌肤的心灵面
纱（The Indian Sari: Next to the Skin, Close to the heart），诸神：安尼巴莱
卡拉奇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重生（Gods and Goddesses: Annibale Carracci and the 
Renaissance Reborn）。这几样展览都在一楼的特殊展厅一直持续到十二月20
日，详细介绍均可在博物馆的主页上找到。

赵乔专栏：IUB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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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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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15 Wendong Jiang蒋文东   

1/30/16 徐治 (Zhi Xu) 陈剑 (Jane Chen)  

2/27/16 胡培怡 (Peggy Hu) 陈剑 (Jane Chen)  

3/26/16 毛海洪 （Henry Mao) 高秀莹 （Hsiu-Ying Kao)  

家庭科：胡培怡，毛海洪，严皓，郭雄，JuanChang   
内科：杨红梅，徐治，何成师， 崔环普（内科/麻醉），张晶（神经科），李志雄（神经
科）, 姜文东（内科）, 韩新强（心内科），王勤（肾科）田建明（消化科） 
其他专科：李清（眼科），陈剑（口腔科），王重光（口腔科），MillieChang（口腔科）, 
陈雅瑜（小儿科），萧苏红（中医针灸科），高秀莹（心理咨询），Eugene Hsiao (整形

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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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IU World Fare在IMU Alumni Hall如期举行。此次表演的汉唐舞
《踏歌》是xpower和dfroce两个舞社首次合作的成果，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表演结束后，记者采访了xpower的大一新生陈雅力同学。
“得知自己有机会参加world fare, 我心里是很激动的。”陈雅力说。她告诉记者，排
练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首先是时间协调问题，毕竟是十个人的时间，协调起来并不
容易。因为组员的时间和舞室时间的限制，最后定下来的训练时间基本上都在晚上

十点以后，训练结束几
乎都到十二点，每个人
都非常疲惫，而且觉得
晚上回去会有些危险。
其次就是课程问题，陈
雅力提到，那段时间有
很多考试，要同时兼顾
考试和舞蹈训练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此
外，这次两个舞社的合
作也给大家带来挑战，
尤其对于陈雅力这样的
新生来说，另一个舞社
的人对她来说完全是陌
生的，从不认识，到相
识，到后期关系融洽，
也是一个考验人的过
程。
练舞的过程，对她来说

也是新的考验。她已经有两三年没有接触过民族舞了，这次重新拾起，并非想象中

(承接上文）

融洽。练舞的过程，对她来说也是新的考验。她已经有两三年没有接触过民族舞了，
这次重新拾起，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尤其这次因为身高的原因，她被排在了最前
面，心里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其实我心里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前排，
一个动作做不对观众都看的很明显”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雅力请了两次假，进度慢
下了一大截。但在朋友们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她赶上了进度并且也得到了大家的
一致认可。
        中间还现了小插曲，因为服装到达的时间问题，雅力面临着有可能参加不了
world fare的情况，但她在大家的鼓励之下，一直坚持着，保持这随时可以去比赛的状
态没有放弃。最终服装按时到达，雅力也用最好的表演和最美的笑容和别的成员一起
将中国汉唐舞呈现给大家。
被问到表演的时候会不会怯场，雅力笑着说自己倒不会怯场因为以前在国内也参加过
类似的活动。而且会有小小的荣誉感，毕竟是两个舞社合作，又是代表中国来参加比
赛。无论名次怎么样，至少尽力了，表演的时候也没有出现失误。雅力觉得有这样的
经历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们今年拿到第三，肯定还是有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有些动作不够整齐，
不够到位，或是题材不够新颖。但我真的觉得，我们挺棒的”。

(photo credit to Zhuoning Bi)

IUCSSA活动部部长李杨
（采访、整理：姜舒窈）

                Worldfare是一年一度由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大型文化交流活动。来自世界
各地的国际学生以及其所属的拥有国家文化特色的组织在各自的摊位上展示着他们
的文化以及食物。更有各国学生带来的精彩表演。作为IUCSSA活动部部长，李杨同
学在这次worldfare活动中不仅起了带头作用，更作为催化剂一般加厚了部员之间以及
IUCSSA与其他组织间的感情。
                在worldfare开始的一个月前，IUCSSA活动部已经开始策划主题以及讨论服
装和摊位设计了。“我们的选择从古代婚礼，到各族民族服装，再到京剧主题，最后

选民国时期服装展
示为主题。光光是
选择主题就已经使
我们焦头烂额。”
部长李杨说。他同
样表示每一位负责
这次worldfare的部
员都投入了相当大
的精力和时间在定
制、订购衣服以及
道具和海报上。“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
好的主题，但是我
们需要的时间不是
非常充裕。就连衣
服也是在worldfare
的前一天送到
的。”部长李杨遗

憾地说道。
                Worldfare当天有欢乐也有苦恼。部长李杨表示因为准备时间并不充分，所
以布置现场时会出现一些小瑕疵，比如说衣服的尺码并不是很合身，海报的大小不
太符合桌子的高度等等。但除此之外部长李杨表示非常欣慰。“每一个到了现场的
IUCSSA成员都非常地用心像其他人解释着我们摊位上摆放的饰品以及历史。每一个
都非常卖力辛苦。”部长李杨说。部长李杨同样感到欣慰的是看着自己的摊位前排着
长长的队伍以及等待食物的人们，觉得一切做的努力和流的汗水都是值得的。
                Worldfare活动结束之后，部长李杨以及活动部部员对此活动进行了深刻的
回想。部长李杨表示到希望下次把类似于worldfare的活动做地更好更让人记忆深刻。
部长李杨同样表示道希望在下次活动之前每一个负责人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策划和讨
论，以及在各个细节方面把事情考虑地周全考虑地周到。“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动动自
己的脑筋，想一些更有突破性的想法。因此整个活动的档次才会被提升上去，才会有
更多更多的人会对我们的所作所为留有深刻的印象。”部长李杨说到。
             “尽管有许许多多让人觉得遗憾地地方，但是每一个付出了自己的时间、
精力与时间。无论结果如何，这次活动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更有动力，更有凝聚
力。”部长李杨说。

(Photo credit to Zhuoning B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