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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本报综合消息】揭秘全球政要利用“避税天堂”的巴拿马文件
震惊世界，多国政坛发生地震。冰岛总理被迫下台，成为此次泄密风
波中首个下台的政府首脑。英国媒体则瞄准权贵，集中报道和披露卡
梅伦的父亲曾连续30年没有支付过一分英国税款的内幕和背景。

而相对西方媒体的大篇幅报道与调查分析，中国与俄国的媒体对
巴拿马文件泄露消息则持屏蔽封锁和指责为阴谋的处理。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美国媒体尚未发现有美国政要或是美国大银行
涉及巴拿马文件丑闻的证据。巴拿马风波对“躲在避风港”的美国似
乎并没有影响。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称，文件中涉及的客户和相关人员包括
现任和前任国家领导人、著名运动员以及百万富翁，甚至臭名昭彰的
黑社会组织。但是却没有任何居住美国的人员姓名，有专家指出，这
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比其世界各地的同行们更为坦率或更
加守法。

该泄露文件包含1,100万份相关文件，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
对文件进行阅读需要一些时间。税收和经济政策研究所执行董事加德
纳（Matt Gardner）表示，也许文件中确实包括一些特定的美国人或
者秘密资金，只是还没有被搜索出来或者阅读到。

    (更多相关消息见 第2版）

巴拿马文件引起多国政坛“地震”
Panama Papers Cause Worldwide Political Earthquake

HK’s oldest free broadcaster ATV goes off  
air 
Hong Kong’s embattled Asia Television (ATV) 
shut down midnight Friday 4/2/2016, ending its 
59 years of broadcasting service.
After broadcasting its fi nal program, a rerun of 
the 2013 Miss Asia Pageant, ATV bid farewell 
to its audience by showing a card on the screen 
at 11:59 p.m.
People went to ATV’s headquarters in Tai Po 
on Friday to take pictures and witness the last 
moment of the broadcaster. A local resident 
surnamed Ma said she has been ATV’s viewer 
for decades and will watch it until the end.
...
亚视停播
据港媒报道，4月2日零时起，有59年历史的香

港亚视正式停播。亚视成为香港史上首间因不获
续牌而停播的电视台。亚视是全球华人地区第一
个电视台——“亚洲电视”的简称，英文缩写为
ATV，前身为丽的呼声(香港)有限公司1957年创
办的 “丽的映声”，后在1982年更名为“亚洲

电视”……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Museum to celebrate bicentennial 
with ‘Indiana in 200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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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总结：2016年5月3日印第安纳
州初选
           见第3版

音乐访谈录：
 中国小提琴家谢昊明

             见第2版

第四届华人摄影俱乐部摄影比赛
得奖作品
           见第4版

美国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日前在休斯
敦正式公布，包括姚明、“大鲨鱼”奥尼
尔、“ＡＩ”艾弗森等在内的10人入选
2016年名人堂。姚明成为历史上首位进入
名人堂的中国人。回顾姚明职业生涯的高
光时刻和退役后为篮球发展做出的种种努
力，姚明进入名人堂实至名归。

“和其他人一样，我一开始听到这个
消息很惊讶。我知道这个名单上有谁，奥
尼尔和艾弗森等篮球巨星，能够和他们一
起入选是我的荣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
的荣誉。”在NBA正式公布名人堂名单后，
身在上海的姚明在接受采访时说。

正如姚明所说，今年的名人堂名单星
光熠熠，与奥尼尔、艾弗森两位巨星同时
入选更让这份荣誉弥足珍贵。

而消息公布之后，姚明在火箭时期的
前队友麦蒂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对姚明进行
了祝贺。“恭喜我一直以来最喜爱的队
友！”麦蒂在微博上写道。在这条微博下
面，麦蒂还配上他与姚明的合照。

“祝贺姚明入选篮球名人堂！对亚洲
人来说，他在篮球以及更多的领域都是一
位开拓者！”林书豪这样评价。

“你这个家伙是第一个面对我可以转
身跳投的球员，盖掉我7次过后，我就记住
你了。”奥尼尔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没有
忘记姚明的“火锅”，“你配得上这个荣
誉，你不止是一个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也
是一个出色的篮球形象大使。”

在奈史密斯名人堂中，300位入选者可
大致分为球员、教练、贡献者和裁判，姚
明此次以球员身份入选，也符合他一直以
来的愿望。

其实早在2011年宣布退役时，姚明就
获得了名人堂的提名，以表彰他在推动篮
球运动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他完全有
机会以贡献者身份入选，不过当时姚明婉
拒了名人堂提名的荣誉，一方面出于对名
人堂以及入选成员的尊重，另一方面自然
也是希望自己是因球场上的表现获得认
可。

从过去5年的名人堂入选名单看，有
7位球员是在退役30多年后才被提名并入
选，退役10年以上的老将占了绝大多数，
像姚明这种以最短年限入选的球员少之又
少，和罗德曼、加里·佩顿等刚满退役年
限便立刻入选的大腕一样，姚明可以说是
众望所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名人堂

中有超过300位球员、教练、贡献者和裁
判，还包括10支球队，其中球员有172人。
姚明不仅是入选名人堂的中国第一人，还
是获得这一荣誉的亚洲第一人。

从2002年以状元秀身份进入NBA到2011
年退役，姚明在效力NBA的8个赛季里，场
均可以得到19分、9.2篮板的数据，这样的
数据足以和NBA众多传奇中锋相媲美，和其
他名人堂球员相比，这样的数据也足以获
得名人堂资格。

当然，姚明在入选的同时，也在职业
生涯长度、球队荣誉方面受到一定的质
疑，对此，姚明昔日的火箭队主帅范甘迪
认为，姚明的入选当之无愧，“不能因为
姚明的职业生涯曾经遭受伤病的影响，就
将他的伟大打折扣。姚明是你所并肩战斗
过的队友中，最为出色的一位。”

在姚明的NBA职业生涯中，他共经历了
汤姆贾诺维奇、范甘迪、阿德尔曼三位主
帅，其中范甘迪执教姚明时间最长，也最
有发言权，在范甘迪看来，姚明是每一位
教练都梦寐以求的球员，“作为一位出色
的大个子球员，我目睹了他的一切，很幸
运我能够成为他的教练，他是这个时代非
常优秀的一位球员。当姚明与德怀特·霍
华德交锋时，姚明对付他完全游刃有余。
后者未来可以成为名人堂成员，那么你就
绝对不能说姚明没有资格。”范甘迪说
道。

退役之后的姚明过得也很精彩，做老
板，当大使，推动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
我们衷心祝福这位在美国名气最大的中国
人，希望他未来也能一切顺利。

姚明正式入选NBA名人堂，成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Yao Ming, the fi rst Asian Hall of Famer in the NBA

作者 郭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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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文件揭冰岛总理百万隐藏财产，民众要求总理下台

  （图源： Reuters）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 106th St.

Easy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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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M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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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秒时间绝杀与反绝杀！这一天
NBA为NCAA让路       
        见第9版

新视角：
 吃货走天下
  见第10版

带我走进印第安纳
(Take Me There：Indiana )
          清泉磨坊州立公园
   见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