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美国印第安那州每
年的5月最后一个周末都会举行印
地500大赛，今年适逢印地赛车100
届，现场的近35万名观众比以往更
加激动。今年的冠军由24岁的新手
罗西夺得.

世界著名的印第安纳波利斯赛
车场建于1909年，是一个用于汽车
研究的的试车场。1911年首次汽车
竞赛，从此印地500诞生。100多年
来，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断了几
年，每年五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天举
行印地500 大赛，今年正好是第100
届。

比 赛 开 始 ， 3 3 辆 赛 车 呼 啸 而
过，场边观众疯狂呐喊替选手加
油。在椭圆赛道跑上200圈，考验车
手的耐力和专注力，一不小心就会
出现这种惊险场景，有些车手刹车
不及，过弯时撞上护栏，当场零件
四散飞溅，有些则是连环撞，直接
飞进中间草皮区。

观众最爱的就是这种劫后余生
的画面，更爱的当然是冠军出炉
的那一刻。今年24岁的新手罗西夺
冠，他开心接过花环，笑容灿烂，
饮一瓶庆祝胜利的牛奶。

印地赛车正进入中国市场，5月
9日，在北京市丰台区举办了2016

北京印第600城市道路赛（英文简
称：BEIJING INDYCAR 600)新闻
发布会暨赛事启动仪式。从2016-
2018年，北京印第600城市道路赛将
在北京丰台举行，今年赛事定于10
月。

目前印地500赛事在美国、加拿
大、英国、德国、葡萄牙、澳大利
亚、巴西、墨西哥、西班牙等十四
国均建有拥有专业赛道的赛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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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地500游行再现中华特色 第100届印地赛车新手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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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IPL500花车游行于5月28日中午，在印
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中心隆重举行。作为
当地最大华人组织的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ndianapoli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c., ICCCI）在相隔十几
年之后又一次以独立单元形式参加了意义非凡的2016
年IPL 500花车游行。

IPL500游行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与加州巴莎迪那
玫瑰花车大游行和梅西感恩节游行齐名的盛大庆典，
是世界最大单日体育赛事IPL500不可缺少的前奏曲。
今年的主题是：Experience the Celebration！2016年标
志着OneAmerica 500 Festival Mini-Marathon 40周年年
庆，IPL500花车游行60周年年庆，Indy500赛事100周年
年庆，以及印地安纳州建州200周年大庆！共有64名来
自ICCCI的志愿者为本次活动献上了独具中国特色的
精彩表演。阵容强大的彩绸队美女们如天仙下凡，舞

姿抒情舒展，优美奔放。威武的龙队队员们伴随着声
声锣鼓，将红绿两条巨龙舞得腾空而起，上下翻飞，
龙眼炯炯有神，龙身金光闪闪，雄浑磅礴。两只醒狮
活灵活现，欢快地舞动着，并不时和两边的观众互
动，引起小朋友们的阵阵欢呼。ICCCI醒目的红色横
幅，告诉世人，ICCCI作为当地华人的中坚力量常年
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活动，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
活动中充分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今年的游行，盛况空前，观看席位早已预售一
空。参加游行的花车数，大型气球模型，和乐队均
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街道两旁的观看人数达30万之
多，还有超过100万各地民众通过电视收看了游行。感
谢ICCCI的志愿者们，ICCCI和印城华人社区因为你
们而威名远扬！

更多相关消息请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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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s Dancing in Indy500 Parade · 100th IndyCar Race Rookie took the Crown

66 Chinese herbs listed in European 
Pharmacopoeia 
Sixty-six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have been 
added to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an 
authoritative reference work for quality control 
of medication.This means there are clear quality 
standards for Chinese herbs exported to Europe, 
which help the drugs gain wider acceptance 
in foreign markets, according to Professor 
Dr. Gerhard Franz, Chairman of the TC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orking Party 
of the European Pharmacopoeia...
66种中药材进入欧洲药典
欧洲药典中药委员会主席葛哈德法兰兹２９日

在杭州“中医的未来”国际峰会上表示，截至２
０１６年５月，已有６６种中药材进入欧洲药
典，未来的目标是把中医最常使用的至少３００
种中药材纳入欧洲药典。该药典是欧洲药品质量
检测的唯一指导文献。欧洲药典中药委员会主席
葛哈德法兰兹２９日在杭州“中医的未来”国际
峰会上表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已有６６种
中药材进入欧洲药典，未来的目标是把中医最常

使用的至少３００种中药材纳入欧洲药典。……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Telamon to bring solar to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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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消息】當地時間3日，一艘移民船在希臘克裏特島附近海域傾
覆。據稱，這艘船上可能載有數百人。希臘當局表示，這起傾覆事故已經
造成至少4人死亡，救援人員已經救起340人。

　　據報道，希臘海岸警衛隊稱，這艘傾覆的移民船長約25米，型號類似
大型漁船，尚不確定船上搭載的具體人數。不過，海岸警衛隊一名發言人
稱，據稱船上總共載有400至500人。

　　而此前也有媒體引述來自國際移民組織的消息稱，船上至少載有700
人。

　　報道稱，移民船的傾覆地點位於希臘克裏特島以南75海裏的地中海公
海海域，當地也處於埃及的搜救範圍內。目前，希臘已經派出船隻、飛機
和直升機展開救援。過往船隻也參與到了救援行動中。

    另据报道，利比亚当地时间6月2日，红新月会一位负责人表示，在利
比亚西北部港口城市祖瓦拉(Zouara)附近的海岸，发现至少25具在地中海
溺亡的难民的遗体。

　　根据报道，上述难民身亡的具体情况尚无法确定。上周，数百名难民
和移民在途经地中海偷渡至意大利时遇难身亡。许多从利比亚出航的船只
都从祖瓦拉和塞卜拉泰(Sabratha)间的这片海岸出发。

　　上述红新月会负责人还表示，随着救援行动的持续，发现的遗体数量
可能还会增加。

移民船在希腊倾覆
逾340人获救四人丧生

Greece: 4 dead, 340 people rescued 
from migrant boat

【本报综合消息】美国共和党籍众议长保罗·瑞安
6月2日宣布，他将在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共
和党竞选人、地产大亨特朗普，相信特朗普能够帮助众
议院共和党将“政策议程”转变为现实。

瑞安当天在家乡威斯康辛州一份当地报纸发表的专
栏文章中做上述表态。这意味着继特朗普成为共和党“
假定提名人”1个月之后，他终于获得党内重量级大佬
的“背书”。瑞安将在7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上担任会议主席。

瑞安当天在其专栏文章中说，近来他与特朗普就美
国行政权力的角色和一些重大基本原则进行了长时间的
讨论，认为在共和党政策议程问题上，二人之间的共识
多于分歧。他相信，特朗普能够帮助共和党把政策议程
转变为法律和现实，从而改善美国民众的生活，所以决
定在大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

瑞安还批评民主党竞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所代表的政策主张正是共和党计划修复和改正的对
象。

保罗瑞安宣布支持川普

Paul Ryan endorses Donald Tr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