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i-Bully Expert:“Bully-Proofi ng Youth"
辛辛那提亚裔组织探讨Anti-Bully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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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 teams up with airlines to expand 
China businessl

Uber and Hainan Airlines (HNA) jointly announced 
cooperation on Monday to link ride-sharing services 
with fl ights as the U.S. company is vying for a bigger 
market share in China. HNA customers will enjoy 
Uber pick-up services at a discount and they can 
complete their fl ight check-in en route to airports. 
Guests at HNA’s hotels can also take Uber cars at lower 
prices. Uber and HNA will consider the inclusion of 
each other’s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to their mobile 
apps. They will also cooperate in the fi nancial sector. 
According to Uber founder and CEO Travis Kalanick, 
the cooperation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 cance for his 
company, which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hina 
market.

海航集团与Uber达成战略合作
1月11日下午，海航集团与Uber在京共同宣布，双
方将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全方位、创新性的商务合
作；海航集团作为中国优步的重要投资人之一，将
在2016年与中国优步以及UBER Global 携手打造无
缝连接的出行平台。双方合作将涵盖出行场景、会
员权益共享及金融合作等方面。作为全球领先的运
输服务提供者，海航与Uber此次开展战略合作，
将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覆盖整体出行场景的
便捷服务。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Back Home Again Indiana - 
A Treat from Frederic Ch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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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留学生暴力事件
   见第10版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印第安纳大学校友库班，
一个球队老板的执着与疯狂 
   见第9版

儿童博物馆将出现在CCTV贺农历新年节目中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CTV) Reporters Visit Children’s Museum 

摄影欣赏： 明显的主题
  见第4版

We hope you enjoy this bi-weekly 
Chinese-American Newspaper. This 
FREE publication relies on donations 
from readers like yourself. Please send 
your donations to: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Your donations are Tax deductibl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跑步知识： 我们都能跑马拉松
         見第3版

从校名辨别美国大学的层次
   见第5版

【本报辛辛那提消息】2014年12月11日,辛辛那提地区
Fairfield学区一个叫Emily Olsen的十三岁女孩，因为不堪忍受
同学长期bullying，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悲剧发生后，当
地亚裔社团侨领共同商讨如何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015年10月,亚裔侨领组织200多位亚裔侨民参加Fairfield
学区董事会，在会上要求学区负责人采取必要措施解决在该学
区屡次发生的bullying 事件。

2015年12月11日Emily Olson 去世一周年，亚裔侨领组织侨
民，她生前的同学，老师，好友和邻居，在她的社区教堂举行
了一个烛光纪年活动

2016年1月23日为了让社区家长和学生了解Bully行为特
点及有效应对Bully的策略，辛辛那提亚裔社区联盟（Asian 
Community Alliance）出资邀请Anti-Bullying 专家Jim Bisenius 
为社区做专题讲座。讲座信息请参见第二页广告，10岁以上孩
子和家长一同参加将获益巨大。

关于整个事件的详情请留意我们后续报道。

【本报记者 贾力】2016年1月9日
印城儿童博物馆内人群涌动，异常热
闹，特别是TAKEMETHERE：CHINA
中国馆内更是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两名美国人正在惟妙惟肖地表演中国
茶艺，一米多长的茶壶在MATT手中
上下翻飞，左右轮番转。MATT和他
的搭档CHRISTA精彩的茶艺表演实在
将中国功夫练到了家，台下观众的掌
声此起彼伏。

记者注意到，其中两名美国记者
全程录像，唯恐露掉任何一个细节。
原来，这两名美国人是中国中央电
视台北美分台的记者，负责这次采
编工作的NINA告诉本报记者，为迎
接即将到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她的任
务是报道有关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发
展情况。为寻找素材，通过多方打
听，NINA了解到，作为全美最大的
儿童博物馆之一的印城儿童博物馆从
去年起重磅推出中国文化科技展，无
疑这里是她采访的最佳地点。

儿童博物馆公关和媒体部主任
KIM特别向记者介绍，TAKE ME 
THERE： CHINA中国馆是继成功推
出埃及馆之后的第二个重磅国展。中
国馆总面积达13000平方英尺，馆内
设有中药堂，书法馆，餐馆，住宅
区，超市，甚至将高铁这一中国名片
也搬到了展馆内。从日常生活到科学
技术共八大展区全方位地展现了21世

纪的中国现状。
行走在中国馆内如同来到了现实

中的中国。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参
观者可以亲自动手，真正体验一把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如何买菜做
饭？如何去中药房抓药？如何乘高
铁出行等等。这一切都让NINA这位
美国记者深深感到这里实在是不虚此
行。

在印城生活多年的华人高剑华一
家成为NINA采访的主线，她以高剑
华一家四口在不同成长背景下传承中
国文化切入主题，尤其针对在美国
出生的两个女儿在中国根文化的传承
和认同上进行了采访。NINA的节目
将在CCTV9套播出。高剑华特别向记
者提到，儿童博物馆这种情景再现式
的布馆方式对于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孩
子帮助极大，孩子们一到展馆首先在
视觉上就留下深刻印象，加上平时家
长有意识地灌输，被冠以“香蕉人”
的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会有所拉
近。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
他们的使命就是在艺术，科学和人文
领域创造非同寻常的学习体验，使之
能够改变每个家庭和孩子们的生活。
中国馆展出时间从2014年开始，共展
出四年。生活在印城的华人朋友不妨
带着孩子来博物馆体验一把。

上图：MATT和他的搭档表演精彩的茶艺。

下图：CCTV记者（右）采访高剑华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