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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城三百华人走上街头争取司法公正
300 Protesters Rallying in Support of ex-cop Peter Liang

微信革命  Nationwide Protests Organized through Social Media

Chinese people celebrate Lantern 
Festival worldwide

With great verve and passion, Chine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celebrated their Lantern 
Festival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trendy ways. 
The festival, which fell on Feb. 22 this year, 
brought an end to this year’s hines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s. It is the day when people see 
themselves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 new year. In 
China, Lantern Festival is an important family 
day, but unlike Spring Festival when people 
stay home for family dinners, it is a day for 
going out and about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Nationwide protests organized 
through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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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卢明顿的新春佳节                     
        见第11版

西拉法叶普渡新春活動
             见第11版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
   一板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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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一回           文/刘万清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一回
在这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猎猎的旗帜
高高举起
微小的声音
汇成高亢的战歌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一回
尽管我们力量微小
行动依然笨拙
但我要站出来
为一个小人物
更为你和我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一回
不要惧怕怀疑
或者疑惑
告诉每一个人
面对不公
我们没有沉默

今天，我们一起走了一回
带上了我的女儿
因为我要告诉她
公平不会不劳而获
我希望
多年以后
她们会给她们的孩子们说
她们的父辈为了她们的权利
曾经坚定地战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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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大遊行，是華人自八○年初陳果仁案以來最大的抗議活動。自二
月十一日陪審團判定梁警官有罪以來，短短一週內，全美國和部份加
拿大華人，透過微信聯繫，烽火燎原，於二月二十日，在將近五十城
市舉行和平示威遊行，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要求司法公正。遊行
雖不一定對此一單一司法案情有影響，但是讓華人了解到政治參與的
重要性。不抗争不改变，明天我们都是梁彼得！詳情見第4,5,10版。

Dow Agroscience, 杜邦
宣佈印城「全球商業中心」帶來商機

Dow Agroscience, DuPont yielded 'home run'

上周五，印第安纳州经济发展部门
高级官员表示，印第安纳波利斯作为
一个全球化经济中心对陶氏化学公司
以及杜邦公司的联合有限公司来说是
一个“巨大的全垒打”，将促进美国
陶氏益农公司在西北部校园的就业状
况。
印第安纳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吉姆·

舍林格表示，这是一个让人喜闻乐见
的结果。印第安纳经济发展公司在意
识到在谈判过程中这个城市已经失去
失去整个拥有1385名员工的运作。
舍林格说道，即使这是一个盈利18亿

美金，拥有21000名员工的联合公司，
在尝试确定联合公司总部地址时仍然
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杜邦公司 在威

明顿市以及它1802年的创始城市特拉
华市有着深厚的背景，并使其最终觉
得将总部设置在特拉华市。
由于没有在总部设立的问题上占得主

动权，舍林格说印第安纳州经济发展
部门官员和政府领导得以将印第安纳
波利斯的运作与联合公司进行整合。
值得注目的是，先驱者，这个以得梅
因（爱荷华州首府）城郊起家，比陶
氏益农公司更大的公司，因陶氏公司
和杜邦公司的帮助，使其总部成为了
另一个全球商业中心。

見中文第3 版，英文第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