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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暑假到来之际，汉桥暑假乐园将为小朋友们打开。
丰富多彩的暑假生活怎能错过？夏令营除了开设Science、书
法画画等主题外，还将开设少年朗诵和表演课程。Tracy老师
将带着爱心，用专业的发声技能、舞台表演技巧为您的孩子
打造属于自己的小舞台。

想学习拼音的小朋友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暑假班将
系统地为小朋友们“透露”拼音王国的“秘密”。

夏令营时间：7：30AM---6：00PM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了解：
Wechat：hanbridge2016
电话：919-208-4461
地址：530 W Carmel Dr Carmel, IN 46032

招聘：有爱心有责任感的中文老师、
	 			擅长各种才艺的老师、
	 			接车司机
联系方式：919-208-4461
Wechat：hanbridge2016
Email:	hanbridgelearning@gmail.com
www.hanbridgelearning.com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儿童表演队 献艺卡梅尔大剧场
文章/图 ICCCI供稿

5月14日，卡梅尔大剧场东大厅，迎来了一群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的儿童表演队。当天早上10
点，卡梅尔大剧场东大厅，陆陆续续来了许多
家长，带着他们的小孩。而这群小孩，年纪从
不到一岁到七岁之间，平均也就三岁的样子。
原来，这是卡梅尔大剧场，为了传扬各民族文
化特色，特地邀请印城当地的各民族表演团
队，每周六来参加表演，宏扬各民族文化。

5月14日，是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儿童表演队表
演的日子，他们共带来了九个节目，有儿童舞
龙，儿童舞蹈和少儿舞蹈节目。整台节目由甑
月军主持，他先简要介绍了印城华夏文化中心
的活动和中文学校，其后简单介绍了不同的表
演节目。

10点30分，演出开始，先是少儿舞龙。这是印城华夏文化
中心，刚刚成立的少儿舞龙队，儿童年纪也就9~13岁之间。
别看他们才练习了两三次，舞起龙来，还是有板有眼。顺做
舞龙音乐的节奏，上下拨动，左右摇摆，首尾相接等，赢的
爸爸妈妈们和儿童观众的喝彩。

其后，来自印城华夏文化中心阳光舞蹈队和欣怡儿童队，
小天鹅队等，分别表演了长稠舞，草原的月亮，花飞碟舞，
望月，桃花美，俏兰花等。演员们曼妙的舞姿，精美的表
演，整齐的舞步，高难的动作，不时传来阵阵掌声和欢笑。
演出11:15结束。

第一届Lilly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奖学金得主揭晓

5月9日ICCCI/CCN联合评审委员会宣布了第一届Lilly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奖学金得主。他们
是：

Amanda Li 、 Angela Li、  Dana Wang、  Emily Tong  Olivia Wang、 Tiffany Xie、  
Tiffany Zheng、  Richard Du  and Stephanie Zhang

Lilly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奖学金由Lilly基金会捐赠给印第安纳地区的华人社区用以奖励
致力于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的高中毕业生。

印第安纳波利斯华人社区中心和Lilly中华文化会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根据申请人的高中成
绩，社区服务，以及在面试中表现出的对中华文化的理解，领导，交流和合作能力进行了评
审，并选出奖学金得主。

奖金获得者将得到1,000美元用于鼓励和资助他们将要开始的大学学习。

（消息来源 ICCCI)

美國總統歐巴馬政府通告各級學
校，允許跨性別學生，使用符合他
們自我性別認同的廁所。亞利桑那
州有個愛女心切的老爸， 

這 位 老 爸 湯 普 森 （ D a n n y 
Thompson）分別站在女廁與男廁門
前，自拍3分35秒的影音，表達他對
歐巴馬政府頒布這項規定的不滿與
憤怒。

他指著女廁的招牌說，這塊牌子
掛在這兒已將近44年，過去43年半
的歲月，這塊牌子不代表仇恨、不
公義，而是代表普通常識、禮儀與
莊重。

湯普森表示，如今歐巴馬頒布政
令，覺得自己是女孩的男生可進入
這更衣室與廁所，一直有人說這是
男孩的權利，試想若如此，「那麼
我女兒的權利呢？其他女孩的權利
呢？隱私、禮儀與莊重的權利呢？
」

他說，這都是因為如今只講求政
治正確、高舉自由、迎合LGBT（男
女同志、雙性戀與跨性別族群）造
成的。

湯普森指出，他的女兒出生就是
個女孩，並非因為自認是女孩，兩
個月前他的另外一個女兒也來到這
個世界，她也是個女孩，並非因為
她自認是女孩，而是她有女孩天生
的性徵與女孩的DNA。

他說，身為女兒的爸爸、父母，
教導她女兒是個女孩，這是她作父
親的職責，絕對不讓歐巴馬與LGBT
族群的人困惑她是個女孩的事實，
因為他們這些人再也不相信真理。

湯普森接著說，男生不可進入女
廁，女生不可進入男廁，這是大家
要站出來堅持並拒絕那些一昧贏合
政治正確的人所推動的事。

最後他呼籲分享並瀏覽這則影音
的朋友們，為自己的國家與領導人
祈禱，並且期禱美國總統有常識並
具備常識，停止一昧迎合討好那些
說話大聲的人們所想要的。

湯普森的自拍影音已超過1500萬
人次瀏覽，超過2萬7000人分享。此
外，自從歐巴馬頒布這項政令後，
網友發起連署串聯呼籲歐巴馬收回
成命，目前已經有5萬8399人響應.

(消息来源 中央社）

歐巴馬頒如廁新規 惹惱愛女老爸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
员，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
我们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
发行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
第安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
大读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
们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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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歐巴馬政府通告各級學校，
允許跨性別學生，使用符合他們自我
性別認同的廁所。亞利桑那州有個愛
女心切的老爸，自拍影音貼臉書嗆歐
巴馬，已超過1500萬人次瀏覽。

日本百货店协会说，今年四月对外国游
客的销售额对比去年同月减少了9.3%，
是三年多以来首次出现下跌。
日本放送协会NHK等媒体报道称，这是“爆买”终
止的转折点，未来可能看不到中国游客到日本大
手笔采购的情况。

据称百货店协会的销售金额是依据外国游客在日
购物所享有的退税待遇所推算出来。

该协会称，今年四月，日本全国84家百货店对外
国游客销售为179亿日元，购物人数虽然增加了
7.8%，但是平均购物金额6.8万日元却比去年同期

大幅减少15.9%。

至于造成此一现象的原因，日本百货店协会认为
主因是中国经济成长放缓、日元汇率上扬还有就
是中国对海外购物提高关税。

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包括名牌手提包、珠宝之类
的“一般物品”，据称减少了22.5%。

价格比较不是那么昂贵的化妆品和食品等所谓
的“消耗品”，销售量则是增加了56.1%。

媒体的报道引述日本百货店协会的结论称，随着
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外国游客访日，购买物品会转
向比较低价的商品，未来还将继续看到高价商品
销售减少的情况。

中国游客到日本“爆买”高价商品恐成过去式？

据BBC中文网5月18日报道，上海在国际中学
生测试中排名独占鳌头，世界银行对上海的教育
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发表报告。

报告说，上海学校的教学标准是它的最大优
势。上海的机制保障了老师不断得到培训，提高
教学技巧。

世界银行的调查发现，上海的教师平均用在
教学上的时间只占全部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老
师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培训、备课和与督导交流。

教师行业被视为是最令人尊敬羡慕的，想成
为一名教师要通过“非常严格”的考核。

世界银行的报告说，虽然老师可以被辞退，

但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
相反，学校更注重老师的培训和事业发展、

优秀教师的帮代。
报告说，在基本工资之上，一个老师收入的

30%可以与教学表现挂钩。
校长也要在一线教学，校长的工资部分与学

校的排名挂钩。
世界银行的报告还说，上海的学校好学校与

差学校配对帮带的机制也非常有效。
在国际经合组织OECD最新的国际排名中，上

海在数学、阅读和科学科目上都排在世界首位。
（来源 http://www.cankaoxiaoxi.com/）

上海中学生多项能力全球第一
 世界银行:教师培训是关键

ICCCI理事选举起波折 
选举结果至今难公布

　　2016年ICCCI理事会改选活动，于5月1日
下午在ICCCI中文学校正式开始。当天各候选
人发表竞选演说，向大家解释各自的执政理
念及想法。随后的答辩中，在坐的部分ICCCI
会员表达了对候选人及对ICCCI的问题，看
法，建议。为ICCCI发展出谋划策。大家对
ICCCI的关心及热心程度明显的高于往年。
　　选举结束后，ICCCI理事选举委员会宣
布，经两周投票后的结果不算，并计划上周
日，五月十五日，举行第二次选举。十五日
早晨又发出经紧急通知，取消当天的第二次
选举活动，并与有关各方紧急协商解决选举
危机的新方案。
　　几经周折，这次选举的结果至今还不能
正式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