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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18日第九届亚洲节在印地安那
州州立博物馆(Indiana State Museum)内隆重举
行。亚洲节诣在展示、弘扬和传承亚洲各国
优秀民族文化，同时也为各族裔互相交流和
共建友谊提供一个良好平台。

上午１１点享誉印州及周边地区的华夏
文化中心（ICCCI）龙狮队以精彩的表演为
本届亚洲节拉开了序幕。红色的长龙在紧密
的锣鼓点的伴奏下，上下腾挪飞舞，吸引了
所有在场观众的目光，大家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下这一美好时刻。今年ICCCI在新任主席李
林先生的带领下，不仅带来了精彩的舞龙表
演，还设有专门的展台，介绍ICCCI的周日中
文教育及各种文化活动项目。ICCCI志愿者提
供的书写中文姓名和12生肖轮盘游戏受到了

人们热烈的欢迎，色彩鲜艳活泼可爱的狮子
头更是成了老少皆宜、阖家合影留念的的最
好景板。ICCCI更有两支女子舞蹈队在剧场的
舞台上一展曼妙身姿，演绎了典雅优美的中
国民族舞蹈。作为华裔第二代的阳光舞蹈队
的小队员们也不甘示弱，有板有眼地向观众
诠释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风。

带有亚洲特色的美食、音乐、艺术、舞
蹈一直是亚洲节吸引人的地方，本届继续传
承了这一特色。和ICCCI一样，各民族社团
不仅通过图册介绍亚洲各国的风土人情，还
纷纷展示了亚洲特色的服装服饰，手工艺术
品，游戏活动，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各
国美食。下午四时左右亚洲节在人们依依不
舍的互道珍重中圆满地落下了帷幕。

第九届亚洲节

在 庆 祝 印 第 安 纳 州 加
入 联 邦 两 百 周 年 纪 念 之
际，CarmelFest花车游行于7月
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中午，在
卡梅尔市中心隆重举行。印
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表演
队再一次被邀请参加该项活
动。本次ICCCI方阵由花车，
舞龙表演队和少年舞蹈队组
成。锣鼓喧天，巨龙狂舞，
花伞飞转，是本次活动的亮
点之一。

本次游行共有100多个娱
乐项目，包括步操乐队，摩
托车钻队，小丑，活泼的色
彩警卫，柯尔特的拉拉队，
设计的彩车，体操运动员，
当地名人的阵列，退伍军人
等。街道两旁聚集了数十万
的观众。

CarmelFest独立日花车游行

ICCCI媒体组供稿

摄影：林超华，王贤
忠，韩冀宁，燕子
飞飞

       完成了Kettle 100英里的比赛。不困不饿也不很累，
我在终点晃来晃去，为陆续完赛者欢呼鼓掌。
       她和欢呼的人群隔开十
几米的距离，在树荫下已经
站了有1个多小时了，怀中
的婴儿一直在熟睡中。
       关门时间是30小时，
现在只剩不到半小时了，每
当有跑手从远处弯道转入视
线，她就探身观望，然后继
续安静的等待。
       终于，等待的人出现
了。她抱着婴儿，小跑着迎
了上去。百十米的距离，不
知对相互期待了几十个小时
的他和她，是太漫长还是太
短暂。
       爸爸先亲吻了妈妈，然
后小心的接过婴儿，轻轻的
跑向终点，妈妈跟在身侧，泪流满面。

老先生，74岁
      Kettle 100，大概在起跑后十几英里的地方，一位满头
白发，身材清瘦的老先生慢慢跑着，我跟在他后面，心里
在猜他有多少岁。 
       可能是这一段Trail比较平缓，老先生分心了，脚下
磕绊，人重重摔在地上，眼镜飞了出去。老先生在地上躺

了一会才缓过神，把手伸
给我，借力站了起来，然
后一拐一拐的又慢慢跑起
来。我看他摔得够呛，再
三问他有没有问题，他说
没事，跑跑就好。 
       20多个小时之后，我
在终点，看到远处转入视
线的老先生和他的家人。
老先生斜拖着一侧身躯，
跌跌撞撞，家人围在身
边。和他一样满头白发的
老伴，走在他身旁，停下
鼓掌加油，牵起他的手，
一起走向终点。百十米的
距离，不知对相互牵手前

行了几十年的他和她，是太漫长还是太短暂。 
       这一刻，满耳欢呼声，我热泪盈眶。 
       老先生，74岁。

有的人，在生命中闪现，
是为了告诉你：你可以！

      我在1个月前完成了Indiana 100英里的比赛，但并不
顺利。 
      每圈16.6英里，跑6圈。第5圈的时候，我在凄风冷雨
中，身体有失温的症状。身体的虚弱让精神更脆弱，在休
息站的炉火前，持续几十分钟都在全身发抖，完全不能鼓
起勇气走进依然飘雨的漆黑山林。 
       一位在这个休息站工作的志愿者，跑前跑后帮我拿吃
的喝的，不断安慰并鼓励我，看到我有所恢复后，非常认
真的一再重复，她一定会在这里，等我再次回到这个休息
站。 
       我出发了，走完了第5圈。又走了第6圈，感觉像是期
待回家一样，期待着回到这个休息站。有热情的拥抱和问
候，还有热咖啡和凉西瓜。最终我走完了第6圈。 

        她也是超马跑者。 
       Kettle 100，我快要完成第一个100公里的折返赛
段。她迎面跑来，惊喜。百十米的距离，不知对越来越
近却马上要背向而行的我和她，是太漫长还是太短暂。开
心的拥抱和问候，加油和祝福。告别时我再次说“Thank 
you so much!”其实心里说的是“Love you so much!” 
       有的人，在生命中闪现，是为了告诉你：你可以！

有人在等着你

      去年4月的Indiana 100，是我的第一个百英里，一个
人参赛，一个人在黑夜里在泥泞里跑着走着，一个人遗憾
的在80英里处退赛。 
       后来，李磊、周明、劲松和蜗牛妹妹出现了。我们一
起报名了9月的Hennepin 100英里，虽然是个人赛，但我
们相约以团队的方式去完成它。我们分散于各地，但参考
同一个训练计划，每周统计跑量，相互督促。 
       后来，我们按照约定，从出发到结束，5个人28个多
小时跑在一起，共同完成了各自的首个百英里比赛。 
      今年的Indiana 100，我和高碧波参赛，李磊和周明分
别Pace我们的后半程50迈。在比去年更加风雨泥泞的环境
下，他们陪伴我们一起完成了最艰难的旅程。 

超马有故事
      kettle 100，我们有了豪华后援团。 
      从周六傍晚开始，三把火、耿靖、王定、王荣辉和
杨晓辉，还有完赛50K项目的欧劲松，开始全方位后援
我们，Pace我们在100K以后起起伏伏的赛道上，彻夜不
眠。没有他们，我们每个人的完赛时间都会延后1小时。
       在一场超马中，会看到很多这样的组合，有朋友有情
侣有家人，他们会共同跑几迈几十迈，或者在休息站在终
点，让你知道有人在等着你。
Kettle 100，累计爬升8000多英尺，累计下降8000多英
尺，起点就是终点，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但，身体知
道，精神知道，我用25小时40分47秒，完成了又一个百
英里。 
       233人出发，133人完赛。 
       从出发时的213名，到结束时的51名。 
      最快的1英里，用时12分，是在第96英里跑出的。 
      终点前的0.5英里，是全程用时最少的0.5英里。 
      我终于可以在百英里赛中，也做到Finish Strong！ 
       普通人不会有被他人传颂的故事。在平淡的，日复一
日的，重复着同样事情的人生里，我却可以有，我的超马
小伙伴也可以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和故事，在今后的岁
月，独自回想，或讲给想听的人。 
       超马有故事，欢喜悲伤。

“超马”中的故事
作者 王天

热热闹闹欢庆节日  ICCCI舞蹈龙狮再显身手

編者按: 王天，是印跑團
的總教頭。如果依英文
的習慣，名在前姓在後，
該叫他天王。今年六月四
號，他以25 小時，40 分
48秒的時間，第一次完成
了在威斯康辛州Kettle 
100英里 的超級馬拉松。
超馬每圈16.6英里，跑6
圈。寫下了他自己的故
事，也寫了場中其他跑友
的故事。

（接第一版）

本周美国接连发生黑人遭警察枪杀事件，引发了全
美范围内的抗议。达拉斯的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前，总统
奥巴马刚刚针对发生在明尼苏达的悲剧发表讲话，呼吁
正视执法部门内部的种族问题，同时也强调应当尊重警
察，了解他们面对的危险。

据报道，7月7日傍晚，包括首都华盛顿、纽约、圣
保罗等在内的美国主要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
者高举“黑人生命同样重要”的标牌，抗议美国司法不
公以及针对少数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

数千名高举“制止警察暴力”等标牌的抗议者当天
涌上纽约曼哈顿岛的主要街道，分多条线路举行示威游
行，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过去几天来，两名黑人男子分别在路易斯安那州和
明尼苏达州被警察开枪击毙，使得警察过度执法这一问
题再次成为焦点。

当天晚上８时起，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在位于华盛顿
的美国国会大厦前进行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

步行至国会山，愤怒的民众冲过警察竖起的防护
栏，涌向国会山前的台阶。随后数名国会议员也加入到
抗议人群之中，一起呼吁要正义，要和平。

格雷戈里·米克斯，国会众议员：“我是一名62岁
的黑人男性，我本人也被警察拦住过。我也有恐惧。我
们不能再看着这些年轻人就那么被打死 。必须要有实际
行动，防止类似的事再度发生。需要给全美国传递这样
一个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