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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RCHITECTURE 
A Free Illustrated Lecture by Dr. James Glass 

Monday, November 14, 2016 
Riviera Club Ballroom, 5640 N. Illinois Street 

7:00-7:30 P.M. Coffee and Tea Served 
7:30 P.M. Lecture 

  

 
 

Come and share with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Dr. James Glass, as he describes the rich and unexpected variety of architecture in China.   Over 
3500 years, an advanced form of timber construction took shape in China and was refined to an exquisite degree.  Inventive buildings in brick 
and stone also made their mark, and some of the most splendid cities in the world were laid out and awed visitor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in 
China means cities, palaces, walls, residences, temples, altars, and gardens.  It also means sculpture, painting, and water.  We will also touch on 
the impact of Western architecture in China and recent Modern architecture.  The lecture will end with some illustrations of how Chinese 
architecture has influenced the United States.       

第11届印城敬老节

主办单位：印州华美协会（IACA）
协办单位：印城华人教会（CCCI）, 
  ICCCI合唱团，
  印州华报

时间：2016年10月8日（周六）11-3点

地点：印城华人教会(楼下)， 
 3405 E. 116th St, 
 Carmel, IN 49033

报名：62岁以上免费参加，但是需要报  
 名。
 请电话 陈凯云：317-550-9703
  或者 email: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2016年9月24日，印第安纳波利斯第九届中国节在市中

心IUPUI的校园举行。
这一天，IUPUI图书馆南面宽敞的大草坪被装饰得像一

条条小唐人街。12时许，锣鼓声响起，2016年印第安纳波
利斯中国节在ICCCI的龙狮队的表演中开幕。开幕式由孔
子学院院长徐造成博士主持，徐博士首先简要地介绍了中
国节的背景，随后Jason Larrison先生代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

市长Hogsett对中国节的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远道而来的
中国驻芝加哥领馆副总领事余鹏先生对印城连续九年举办
中国节和中国节为弘扬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
定，他希望今后活动越办越好，进一步推动中美双方的文
化交流。

中国节这是第一次在IUPUI校园举行，IUPUI的常务副
校长兼教务长Kathy Johnson博士对中国节在IUPUI校园举办
表示非常欢迎。中国节协办单位之一的Eli Lilly and Company
公司代表Walsh博士对中国节的开幕也表示了热烈祝贺。之
后，ICCCI理事长李林博士代表理事会致辞欢迎现场嘉宾和
观众观看ICCCI的演出节目，并感谢为演出付出辛勤劳动的
各演出队领队、演员、志愿者以及默默支持这些活动的家
长们和所有义工。

来自ICCCI的大小艺术家为观众们表演了极具中国风味
的文艺节目，赢得了台下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供稿：ICCCI）

本地电视8台采访孔院院长孔子学院院长徐造成。

中国驻芝加哥领馆副总领事余鹏先生（右二）与在ICCCI展台前
和志愿者们合影。

大学生义工

最热情的观众们--小演员们的父母们。

天真可爱的表演者们--这里可有为数不多的男演员哟！

欢乐的舞者

中国节的嘉宾及主办方代表

以色列国家元老佩雷斯逝世，
享年93岁

以色列政坛元老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周三在特拉
维夫逝世，享年93岁。佩雷斯是以色列建国时代的柱石，同
辈元老在世的已经不多。他是打造强大的以色列武装力量的
元勋，之后为实现与阿拉伯邻国的持久和平，也同样不遗余
力。

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的葬礼9月30日在耶路撒冷举
行。佩雷斯在近70年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担任过所有重要职
务。直至生命的终点，佩雷斯矢志不移的目标是与巴勒斯坦
人达成和平。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Schimon 
Peres）周三（9月28日）早晨死于中风后果，终年93岁。报道
称，昨天，佩雷斯的病情急剧恶化。葬礼将于本周五举行。

今年年初，佩雷斯就曾因心律不齐及轻度心肌梗塞接受
治疗；两周前，他罹患中风，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医院进入人
为休克状态。

佩 雷 斯 1 9 2 3 年 8 月 2 日 出 生 在 波 兰 小 镇 维 什 涅 瓦
（Wiszniew）。在其长期政治生涯中，他曾担任以色列的一
系列高层领导职务，其中包括，数次担任总理，并从2007
年至2014年担任国家总统。1994年，他因与时任以色列总
理拉宾（Jitzchak Rabin）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Jassir 
Arafat）达成以、巴《奥斯陆协议》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梵高两幅画作被盗14年后在意大利重现

　梵高博物馆30日表示，文森特·梵高的两幅画作在阿姆
斯特丹被盗14年后，由警方在意大利找到。

　　博物馆在一份声明中称，此前被盗的两幅画作分别为
创作于1882年的《斯海弗宁恩海滩》和1884至1885年的《离
开尼厄嫩教堂》。

　　意大利相关部门在对画作进行鉴定后表示，这两幅画
作是真品。尽管被盗14年，这两幅梵高的画作仍然被保存完
好。

　　2002年12月7日，嫌犯闯入阿姆斯特丹市区的博物馆，
并用一个简易的梯子爬上屋顶，他们打破了窗户，用一根长
绳偷走了这两幅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作品。

　　梵高博物馆称，这起大胆的盗窃案令荷兰警方大吃一
惊。此后画作一直下落不明，直到在那不勒斯地区被找到。

　　博物馆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画是什么时候回到阿
姆斯特丹的，目前它们被用作证据，继续进行调查。

MH17空难中期调查结果:
击落客机导弹来自俄罗斯

       马航MH17客机空难联合调查组28日发布中期调查结果
显示，MH17客机被“山毛榉”（BUK）导弹击落，导弹来
自俄罗斯。

　　本月21日，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比利时、乌克兰、
荷兰五国外交部长就马航MH17客机空难的刑事调查工作发
表联合声明，声明说：马航MH17客机空难中期调查结果将
由事件联合调查组于9月28日公布。

　　2014年7月17日，马航MH17客机从荷兰阿姆斯特丹起
飞，计划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却在乌克兰东部军事冲突地
区坠毁，机上298人全部罹难。事件发生后，乌克兰政府军和
东部亲俄武装相互指责是对方击落了客机。

　　2015年7月11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表示，马航
MH17客机空难的调查工作将分为技术调查和刑事调查两部
分。

　　根据荷兰安全委员会公布的技术调查结果：击落
MH17客机的是一枚由“山毛榉”（BUK）地对空导弹系统
所发射的导弹。但此前的技术调查结果并未说明究竟是谁击
落了客机。

（摄影 张大为、徐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