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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国际医疗集团（IMG）总部位于
印第安纳波利斯，目前需要多名
有志向且能力强的销售服务中心
代表加入我们卓越的国际销售部
门，并专注于市场的增长。

知识，技能与能力
·英语流利
·会打简体中文
·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
即能够分析和解决厂商和
客户的问题
·会使用office软件

福利
·公司内设有健身中心
·着装可随意
·工作期满两年以后可以获
得退休金
·工作期满一年以后可以获
得工伤补贴

INDIANA FSSA LAUNCHES 
WEBSITE TO HELP FIND 
QUALITY CHIL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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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月圆过中秋
              见第10版

JHOOSIER SCHOOLS AMONG 
TOP ONLINE MBA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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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ICCCI篮球锦标赛·杨光杯
战况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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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中国节”
Indianapolis Chinese Festival Celeb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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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一年一度的印第安纳波利
斯中国节9月24日在IUPUI图书馆前的草
坪上举行。 中国节是根据前印第安纳波
利斯市长巴拉德(Greg Ballard)建议，由市
长办公室、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和
印地安纳波利斯各界华人组织共同举办
的，其目的是介绍和弘扬中华文化，使
当地更多市民了解中国及其文化，今年
已是第九届了。

详细报道请见第二版。

朗朗卡梅尔钢琴独奏音乐会
 Lang Lang's Piano Cancert at Palladium

【本报讯】2016年9月27
日星期二晚，被誉为“当今
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师”的
中国钢琴家郎朗在印第安纳
州卡梅尔市的大剧院成功地
举办了个人钢琴演奏会。

这是郎朗第二次在大剧
院举办个人演奏会。1600个
座位的大剧院几乎座无虚
席，观众中不乏许多当地华
人家庭，年轻的家长带着年

幼的孩子一同前往观看演出，这恐怕也是整场音乐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当晚，郎朗首先演奏了德彪西的叙事曲和李斯特的b小调钢琴奏鸣
曲作品第178号，随后演奏了三位西班牙作曲家的作品：阿尔贝尼斯的
西班牙组曲第47号，格拉纳多斯的戈雅之画和法雅的火祭舞。演奏过程
中，在悠扬的琴声中，只见他时而俯下身去，仿佛在倾听琴键的低语，
时而又紧闭双眼抬起头来，像是陶醉在那用音乐诉说的故事中。他用手
指弹出的美妙音乐，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感受到了音乐的震
撼。而沉醉在音乐当中的观众也不忘保持彬彬郎朗的演奏一如既往地让
听众随着从他指间流淌出的音乐旋律如醉如痴。演出结束，郎朗鞠躬退
场。热情的观众们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示敬意和挽留。郎朗返
场，加演美国曲目。退场，再返场，观众的掌声更加热烈了。

台上的郎朗热情奔放、陶醉在音乐的世界里，台下的他幽默、开
朗。演奏会结束后，远道而来的芝加哥领馆总领事洪磊先生为郎朗举办
了小型温馨的酒会。出席酒会的有当地政府、企业、商业、华人社团等
各界代表。洪磊总领事首先祝贺郎朗的演出成功，同时感谢郎朗为他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和印州的朋友们在世界一流的剧院里共
同欣赏中国艺术家的精湛
表演，并见面相聚。洪磊
总领事表示要进一步加深
中国和印州的合作 - 在
经济领域里，在文化教
育交流方面，在各个领域
中。郎朗的演出是个极好
的例子，它说明中美两国
是可以共享美好的事物和
成果的，希望中美两国加
强交流，增进了解，合作
发展。

2016 印地安那敬老节
10月8日（周六）

11点-3点
印城华人教会楼下

第一轮电视辩论结束后，希拉里·克林顿显得很轻松，她形
容竞选对手特朗普“危险且语无伦次”。而特朗普则誓言，在接
下来的竞选活动中将对希拉里予以更猛烈的回击。

希拉里竞选团队相信，希拉里已经走出了15个月竞选活动的
低谷。本月初，由于以戏谑语气调侃特朗普支持者以及健康状况
出问题，希拉里民意支持率曾大幅下跌。

唇枪舌战的电视辩论结束后，希拉里在其竞选专机上对记者
表示："我现在非常乐观。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的性格，体力和资
质能够胜任这一世界上最重要、也最艰巨的工作。我想昨天的辩
论中人们看出了我们俩之间的明显区别。"

周一晚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就司法，贸易，反恐以及其他话
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大多数主流政治分析家认为，民主党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在辩论中占据了上风。但本次总统竞选中，来
自政治阵营的预测不断被推翻，因此，没有人能够有把握的预言
11月8日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他认为电视辩论进展良好，但他
对主持人霍尔特（Lester Holt）没有就克林顿的"电邮门丑闻"以
及在班加西美国领馆遇袭事件的责任刨根问底颇有微词。特朗普
说，下次电视辩论中，他也许会谈及希拉里丈夫前美国总统克林
顿的性丑闻。

对于特朗普可能发动的攻势，希拉里泰然处之。她说："他可
以选择任何方式推进他的竞选活动。而我也会继续讨论我能为美
国人民做什么。"

超过八千万人观看了希拉里和特朗普的首轮电视辩论。多数
民调显示，希拉里是本次辩论的赢家。但是特朗普坚持认为他才
是本次电视辩论的赢家，为此他还提供了一系列来自网络和社交
媒体的统计数据以资证明。

希拉里信心十足
特朗普不甘示弱

 The First Presidential Debate 

12th Beijing-Tokyo Forum kicks off in
Tokyo to boost ties

The 12th Beijing-Tokyo Forum kicked off  Tuesday 
in Tokyo, with over 600 experts, former offi  cials and 
private sector representatives from China and Japan 
discussing key issues aff ecting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n eff ort to enhance ties and bridge diff erences.Tang 
Jiaxuan, president of the China-Japan Friendship 
Association and former state councilor, said in 
a keynote speech that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disturbed by a variety of issues in recent years, 
has not returned to normal track yet.He said that 
both China and Japan shall have a sense of urgency 
regar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ake joint eff orts 
to develop bilateral relation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four important political documen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nd the four-point principled agreement. 
“第12届北京—东京论坛”在东京召

开
第十二届北京-东京论坛9月27日9时在东京开
幕。本届论坛主题为“面向亚洲及世界和平与发
展的中日合作”。近500位来自中日两国政界、
经济界、学术界、传媒界的嘉宾和代表出席。
论坛为期两天。第十二届北京-东京论坛由言论
NPO、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共同主办。“北京-东京
论坛”创立于2005年，每年在北京和东京轮流举
办。前十届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非盈利法人机
构——言论NPO同主办，自2015年起由中国国际
出版集团与言论NPO共同主办。这一中日两国的
民间交流论坛十年来广泛聚集了两国各领域的知
名人士，围绕涉及中日关系重大问题进行交流研
讨，在推动双方沟通观点、缩小分歧、增进互
信，影响和引导两国公众舆论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印地户外运动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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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籍华人签名请愿，要求白宫禁
播一首说唱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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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领袖Albert Chen
举办 郑琳 筹款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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