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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unning Mate
 for Pence

Pence选择新的竞选搭档

春节之际，中国“年味”弥漫世界各地，春节已不是华人亚裔独
有的节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先后发贺词。印第安纳
的州长、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和各界人士送来热情的祝贺。

和往年一样，印州华人社区庆贺春节的活动接二连三，热闹非
凡。各个地区的华人团体上演了一台又一台精彩节目。虽然身在异国
他乡，但是只要有华人的地方这“年味”就是这样的浓！

ICCCI《印地春晚》 红红火火. 圆满成功（第二版）
华美协会, 亚洲艺术学会 联欢贺新春 （第四版）
哥伦布市华人春节晚会热闹非凡（第五版）
辛辛那提市也送来了他们迎新年的喜庆（第十一版）。

总统州长市长要政祝年 异国他乡迎春年味盛浓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s in Indiana

Passenger trips surge with growing 
tourism demand

More Chinese chose to travel after the fi rst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ies said on 
Tuesday.

A total of about 5.5 million train trips will be made on 
Tuesday, compared with 3.18 million on Monday, the 
fi rst day of the Lunar New Year, when many Chinese 
stay at home and visit relatives and friends, according 
to the China Railway Corporation. 
2016年春节出境游人数望达600万人次 

创历年新高
据携程预测，2016年春节出境游人数有望达到

600万人次，创历年新高，同比增长约10%。
据人民日报2月5日消息，同程旅游发布的《2016

春节黄金周居民出游趋势报告》(以下简称同程《
报告》)显示，截至1月中旬，春节期间出境游预
订率(行程已预订者占有意愿出境游者的比例)为
62%，长线出境游的预订率甚至超过了80%，相比之
下，国内游(含长线游和周边游)的预订率则不足
30%。途牛旅游网数据显示，63%的用户倾向于出境
游。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State Museum Unveiled Newly
Discovered Abraham Lincoln
Artifact From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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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的新春佳节
   见第10版

体育：野马捧得第50届超级
碗，美国“春晚”比中国春晚强
在哪？
   见第9版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
   南腔北调
           见第8版

A Salute to the Stars of Indiana’s 
Chinese Community

April 16, 2016 
From 6‐9pm at the Hilton Indianapolis Hotel & Suites
120 West Market Street, Downtown Indianapolis 

Diamond Sponsor ‐ $10,000
• Two tables (20 seats) with  

premier seating / table sign
• ½ page ad for a year!
• Logo on all materials / program
• Free parking  

Jade Sponsor ‐ $5,000
• One table (10 seats) with  

premier seating / table sign
• ¼ page ad for a year!
• Logo on all materials / program
• Discounted parking

Sapphire Sponsor ‐ $2,500
• One tables (10 seats) with 

premier seating / table sign
• 1/8  page ad for a year!
• Logo on all materials / program
• Discounted parking

Table Sponsor ‐ $1,200
• One tables (10 seats) with 
premier seating/ table sign
Logo on all matrials / program

• Discounted Parking

Individual Tickets ‐ $150

For more information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or 

call 317.625.0623

儿童博物馆喜迎中国新年
Lunar New Year at Children’s Museum 
【本报记者吕晓炜】印第安

纳波利斯 2月6日，印第安纳波
利斯儿童博物馆用各种和中国文
化相关的演出和展览与访客们共
同庆祝中国新年。博物馆内的工
作人员全都穿上了色彩鲜艳的中
国服饰，连发放的节目表也是大
红色的，上面还写着中文的“祝
你们玩的开心！”。

博物馆的展览部门助理副主
席Charity Counts表示中国新年
庆典四年前就开始在博物馆里面
举办了，随着“带我去中国”
和“地球宝藏：兵马俑”展馆的
筹备和展出，博物馆对中国文
化的了解日渐加深，而中国新
年的到来无疑对博物馆来说是
一个与社区紧密联系起来的良
机。Counts知道华人社区在波利
斯的各个地方都在庆祝中国新
年，博物馆也希望借此机会向社
区推广中国文化。

姚艾莉是一名23岁的来自

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学系的交换
生，在IUPUI孔子学院进行为期
一年的学习。由于孔子学院和儿
童博物馆有合作项目，姚艾莉
便成为了博物馆的“Artist in 
residence”或者说是“guest 
teacher”。在博物馆一周五天
的工作期间她会身着旗袍在“带
我去中国”展馆内的“老舍茶
馆”门口弹奏古筝，并鼓励围观
的孩子们亲自上前试弹古筝。

除了各种展览，在博物馆一
层还有各种中国文化的演出，
如舞龙舞狮，少数民族舞蹈，
民乐演奏。不同表演时段分别
由Indianapolis Chinese Orchestra 
Indianapli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c.的成员进行演出。

中国新年庆典从早上10点开
馆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直到下
午5点临闭馆前还有很多孩子和
家长驻足在“带我去中国”展馆
内。 

Charity Counts,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of exhibits of the Children’s 
Museum of Indianapolis， in front of 
the crowd of people who are watching 
the Terra Cotta Warrior Awakens” 
performance.

Aili Yao, exchange student from 
Zhong Shan University at Guangzhou, 
encourages kid to try playing Chinese 
guzheng at “Take Me There: China” 
exhibit at Indianapolis Children’s 
Museum.

Annie Katsura Rollins, expert of 
Chinese Shadow Puppets， shows 
the participants a Chinese Shadow 
Puppet。

Yanyun Tian, employee of 
Indianapolis Children’s Museum 
teaches a kid how to write the Chinese 
word “dog” 

Hong Kong： 54 arrests in wake of Mong Kok unrest as 
police to investigate use of live warning shots
大年初一，香港旺角街头夜市爆发警民冲突，造成90名警

员和记者受伤，共有54人被捕。
     详见第三版

香港旺角发生骚乱
定性「暴亂」

印第安纳州州长Pence2月9日宣布将
任命Eric Holcomb将成为下一个副州长并
成为他在即将到来的州长竞选中的竞选搭
档。Holcomb最近退出了印第安纳参议院
竞选。

H o l c o m b将取代现任副州长S u e 
Ellspermann。Ellspermann将在近期辞去
副州长的职位，因为她正在申请Ivy Tech
校长的位置。她认为这将更好地为服务印
第安纳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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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