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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理事选举
引人关注的一年一度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的理事换届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

印城当地，以及印州许多华人的一件大事。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并提供宝贵的意见。使得
2016年的理事选举，能够顺利地进行。

今年的选举委员会，已经得到ICCCI理事会的批准和授权。于三月二十八日，正式开
始运作。

三位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是：
熊泉波 来自ICCCI社区活动组（曾任ICCCI理事长，中文学校学生家长）
吉影峰 来自ICCCI中文学校（现任中文学校财会，中文学校学生家长）
高永进 来自ICCCI理事会（现任秘书长，曾任龙狮队队长）

选举的日程安排如下：
4月3日，开始新理事人选的提名，并接受参选简历
4月17日，新理事人选的提名截止
4月24日，参选人员送交简历的最后一天
5月1日，参选人员发表竞选演说（地点：中文学校）
5月8日，投票，到4点截止。（当场计票）

这一次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的理事换届选举，共有六个名额空出。具体空缺职位如下：
副理事长        President-Elect
中文学校校长 Principal of ICCCI Chinese School
协会秘书长     Secretary
财务主管         Treasurer
对外联络部长  Director of External Relations
社区活动部长  Director of Activity

提名和选举委员会的邮箱：
iccci2016election@gmail.com

有关此次理事选举的章程，请登陆 ICCCI网站：
www.indy-chinese.com

欢迎大家于4月3日开始，踊跃提名有意为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的发展和壮大，奉献更多
精力，智慧和热忱的有识之士。

运动通知
 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有
氧运动的朋友们积极参与，运
动项目有佳木斯快乐舞步，小
苹果，Zumba等。

地点：
 West Park 
 2700 W 116th St
 Carmel, IN 46032
时间：
 周日下午4:30（风雨无阻）

联系人：
 陈艳艳 317-363-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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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alute to Rising Stars of Indiana’s Chinese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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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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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礼来STEM奖学金启示
Announcement of Lilly STEM Scholarship
Dear ICCCI Chinese School Admins, 
Teachers, Students and all members,

With the support of Lilly Chinese 
Culture Network (CCN), ICCCI Chinese 
School is awarded a total of $10,000 
from Lilly Foundation to recognize its 
former students, who is graduating from 
high school and will enter college to 
pursuing STEM (Sciences,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udy in 
2016, for Chinese culture study and 
dissemination.  ICCCI Chinese School 
and CCN has formed a joint committee 
and set the standard and process for 
award recipient select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erve on 
the 12-member monitoring committee 
to observe the whole process, please 
contact Nan Zhang (nanzhangphd@gmail.
com) no later than the deadline of 
Award application: 5pm EST April 20th 
2016.

Thank you!

ICCCI/CCN Joint committee

亲爱的ICCCI中文学校工作人员，老
师，学生及所有会员：

在礼来中华文化会(CCN)的大力
支持下，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
中文学校获得了礼来基金会赠与的
总计$10,000奖学金，用于奖励曾经
在中文学校学习中文，并致力于追
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的
应届高中毕业生，以表彰他们学习
并传播中华文化。ICCCI中文学校
和礼来中华文化会已经组成了联合
评审委员会并制定了评审标准和程
序。

如果你愿意参加由12人组成的
监督委员会，请在奖学金申请的截
止日期 (东部时间四月二十日下午
五点)之前联系张楠(nanzhangphd@
gmail.com)。

谢谢大家！

ICCCI/CCN联合评审委员会

音乐访谈录：

应邀到印第安纳演出的中国小提琴家谢昊明
小提琴家：谢昊

明，国内外演出经
验丰富，备受好评
的北京中央音乐学
院的青年教师，2010
年的印第安纳波利
斯国际小提琴大奖
赛（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of 
Indianapolis）第四名
获奖者，受邀于大奖
赛组委会，4月5日在
印第安纳进行了精彩
的独奏演出。

采访者：Brayden 
Meng ，11岁小提琴
学生，学琴6年，曾
担任第九届印第安纳
波利斯国际小提琴大
奖赛的学生代表。

演出会前一
天，Brayden采访了谢昊明。

B：你好，昊明，欢迎回到印第安纳来演出！
谢：你好，Brayden。很高兴旧地重游。
B：能讲讲你在上次2010年的小提琴比赛中印象深刻的是

什么吗？

谢：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的观众和我身边的人们都非常热
情友善。有一个小插曲：我的小提琴在决赛前出了问题，紧
急之中，大奖赛组委会派人带我找到当地很出色的一个小提
琴制作师Mark，临时换了一把更好的琴，帮我在最后的决赛
中取得了好成绩。

B：我认识你说的这位提琴制作师，他也帮助修过我的
乐器。我从五岁半开始练小提琴，希望成为一个专业小提琴
家，像你一样。你可以说说你从小是怎么练琴的吗？

谢：我是六岁开始的，一天练一两个小时。小学毕业后考
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从此开始半天学习文化课，半天在
琴房练琴。

B：这当中哪个老师对你的影响最深呢？
谢：所有我经历过的老师，从我的启蒙老师，到我的大

学老师，以及我现在留学的Cleveland Institute of Music 的导
师, 都对我现在的演奏技巧和做人有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
很大。

B: 作为专业音乐家，你可以给像我这样的小提琴学生提
些建议吗？

谢：其实我觉得，练小提琴，从拉琴的姿势手型到乐器保
养，都很不容易，所以首先需要的就是耐心。其次就是要“
慢练”，这样才能理解深刻，少出错。第三，要多听各种各
样的音乐，各种流派，取百家之所长，融会贯通，变成自己
的灵感。这就好比学书法，开始都是先临摹名家书法，熟练
之后，就能做到胸有成竹了。

B: 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预祝你明天的演出成功!

小记者Brayden Meng和小提琴家谢
昊明合影。

 巴拿马文件

（接第一版）

也可能那些进行非法洗钱的美国人并未与莫萨克?冯赛
卡律师行（Mossack Fonseca & Co.）合作。毕竟世界上还有
大大小小的公司，无论是美国公司还是其他国家公司在帮
助这些富有的客户建立离岸公司。冯塞卡律师行的共同创
立者冯塞卡（Ramon Fonseca）也曾表示，他的公司并未违
反法律，因此不应为客户如何使用离岸公司负责任。

《美国之声》指出，在巴拿马文件撞上中国网络信息封
锁墙，大陆媒体集体噤声的情况下，中国官方媒体《环球
时报》“顶风”发表社论指出，这种大泄密主要是冲着非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社论没有提及泄露出来的文件涉及的中共领导人及其
家属，但指出西方媒体对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文件格外
垂青。

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回应
称，文件的目的在于抹黑俄罗斯总统，特别是在议会选举
即将到来的背景下。当然就更长远的未来来看，也就是两
年后的总统大选。这些行为试图扰乱俄罗斯的政治稳定。

佩斯科夫强调，这份调查的背后有很多作者，有些人
的基本职业未必是记者。其中有许多代表曾为特供机构的
雇员，大家知道，是谁在资助他们。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
公开信息

目前已泄露的现任国家元首和前任元首本人涉及离岸
逃税公司的有近二十人，而各级政要及亲属更是多得数不
清。

曝光还在继续，全世界的人都在等待着下一个暴露会是
哪一个。

巴拿马密件曝谷开来谋杀海伍德内幕

涉及全球大批政商名流避税的巴拿马文件，6日再爆勐料，其中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
开来（右），不但拥有海外避税帐户，更因为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要曝光海外帐户，愤而下手
毒杀，以免薄熙来晋升政治局常委之路受阻。海伍德曾是薄家密友，与谷开来因财务纠纷翻脸，在重庆
市公安局前局长王立军协助下，遭谷开来下毒杀害。

文件显示，在毒杀海伍德前，谷开来心惊胆颤地度日长达数月，她担忧自己的优越生活受到威胁，更
担心丈夫更上层楼的前程被断送，于是孤注一掷，采取毒杀行动，更在杀人后立即移转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