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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谢同胞的持久支持
祝大家候年健康、平安、喜乐

地址：3623 Commercial Dr. 
Indianapolis, IN 46222

联系电话：317 293 8888

Very Special Carmel Home for Sale
卡梅尔市的中国风水别墅

317-844-2688  ArtSmallRealtor@aol.com

11767 Windpointe Pass, Carmel, IN
值得期待！一幢独具风情的别墅在印州卡梅尔市热销

12月13日（周日）下午 1点到5点，主人恭请您前来观赏！也可随时致电 Art Small (317-844-2688)单独看房。
前院清水喷泉欢迎您的到来，后院人工瀑布顺坡流入美丽的自然池塘，250多尾锦鲤嬉戏其中。
8000多平方英尺的别墅有独立客房区域，6卧室，6浴室，客厅，起居室，壁炉厅，酒窖，棋牌台球娱乐室，2个壁炉，精装修开放式底层。
地处卡梅尔市至尊Windpointe 小区，11767 Windpointe Pass属最佳中小学学区。小区有两个私人泳池，四个网球场，儿童游乐场，私人钓鱼湖，以及会所。

REALTY EXECUTIVES

售价 $695,000

                   论语 述而(二)
 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我的爱好去干事。”
The Master said, “if riches could be sought, I would pursue them even if serving as a post 
guard. And if not, I would follow my own desire.
7·13 子之所慎：齐、战、疾。
【译文】 孔子所谨慎小心对待的是斋戒、战争和疾病这三件事。
The Master was cautions in these: fasting, wars and diseases.
7·14 子在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 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 他说,“想不到
《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
Enjoying the music Shao in the State of Qi, the Master found meat tasteless in those three 
months, and said, “Never expected that music playing should be charming to that extent.”
7·15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 曰：“伯夷、
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为也。”
【译文】 冉有（问子贡）说：“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嗯, 我去问
他。”于是就进去问孔子：“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说：“古代的
贤人。”（子贡又）问：“他们有怨恨吗?”
                               （摘自 《论语》最新英文全译全注本，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7·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 未尝饱也。
【译文】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 不曾吃饱过。
When dining by the side of a mourner, the Master never ate his fill.
7·10 子于是日哭, 则不歌。
【译文】 孔子在这一天为吊丧而哭泣, 就不再唱歌。
The Master did not sing the same day he wept.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 则
谁与?”子曰：“暴虎冯河, 死而无悔者, 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 我就去干；不用我, 我就隐藏起来, 只有我和你才
能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如果统帅三军, 那么您和谁在一起共事呢?”
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 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 我是不会和他在
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 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The Master said to Yan Yuan, “once used, I’ll take action; when discarded , I ‘ll lie reclusive. 
Maybe it is only you and me who can manage it!” “With whom, Sir,” demanded Zilu, “ 
would you work together in commanding a great troop?” “ I won’t be working with those 
who would die without regret in fighting a tiger bare-handedly, or risk crossing a river without 
a boat,” replied the Master. “ I certainly need one who is alert in time of danger and resort to 
strategy for success.”
7·12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 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译文】孔子说：“合乎于道的富贵, 虽然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 我也愿意去做。

 印地孔院召开2016年度项目委员会会议
2016年2月1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项目委员会会议在IUPUI成功举行。与会
代表包括IUPUI副校长Amy Warner, 外语系主任 Marta Anton，孔子课堂代表，WFYI
代表，政府、当地社区代表，以及孔子学院全体工作人员等。
  会议由孔院副院长McIntosh博士主持。孔子学院院长徐造成博士首先回顾
了孔子学院2015年的主要工作，接着介绍了2016年将要开展的项目，以及孔子学院
的五年发展规划。代表们结合徐院长的工作报告，各自介绍了与孔院合作或可以合
作的项目。孔子课堂，印第安纳国际学校校长 David 先生具体介绍了他们的沉浸式
中文教学项目，以及自2009年以来的发展情况。该校的学前班是100%的沉浸式汉
语教学，1-3年级是90%，4-5年级是50%。David先生强调，语言不是他们的教学重
点，他们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接受教育。他们的中学也提供人文学科的汉语教学，
作为选修课。同时，David先生还介绍了他们学校同时也接受国际学生，目前有大约
30名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在读。 代表们尤其对孔院正在编撰的一本关于“印州中国
人”（Chinese in Indiana）的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
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会后委员会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