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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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CI 中文学校于10月2日下午在中文学校(Carmel 
High School)新生大厅成功举办了《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
讲座和咨询》，讲座请到了青少年心理方面的专家Jim 
Bisenius。讲座由ICCCI中文学校校长李仁华主持。当天参

加讲座的共有50多人，大部分是来自华人社区的家长。
  Jim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咨询，教育研究和治疗二

十年，具有丰富的经验。JIM在历时近4小时的讲座中从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了解预防青少年可能出现的抑郁和
自杀问题；如何面对孩子在学校和社会遇到的欺凌状况；
帮助孩子与周边朋友的沟通等诸多方面做了完整系统的讲
解。讲座后JIM现场认真耐心的回答了所有家长提出的问
题。

        此次讲座是针对近年来华人社区出现一些青少年
心理问题，讲座受到了广大家长的热烈欢迎。本次讲座得
到了 IUPUI孔子学院，印州华报和华美导报的大力支持。

(ICCCI 供稿 /摄影 赵立明）

青少年心理方面的专家Jim Bisenius在演讲中。

ICCCI龙狮队应邀参加2016年

哥伦布市民族博览会 

10月8日中午，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龙狮队在新任
龙狮队队长刘四九的带领下，6名来自ICCCI的志愿者，应
邀参加了2016年哥伦布市民族博览会（2016 Ethnic Expo ）
，为活动中的中国元素添彩。

此项活动，于 1984年推出，每年举行一次，反应哥伦
布民族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其中包括特色民族音
乐，食物，衣服和纪念品。

(ICCCI 供稿 /摄影 刘九四）

在刚刚于2016.10.9日结束的芝加哥马拉松上，有40,468
人完成了比赛，其中21,990位男选手，18,478位女选手。他
们和超过1万名义工，170多万观众一起，构成了芝加哥的

马拉松狂欢日。完赛者当中，中国大陆籍跑者611人，香港
和台湾跑者245人。

芝加哥马拉松是世界六大马拉松之一。其余五个分别是
波士顿、伦敦、纽约、柏林、东京马拉松。这六大是马拉
松领域的大满贯，声誉最盛，且各有所长。芝马因为道路
平坦，奖金丰厚，赛事管理水平高，对普通选手照顾周到
而广受赞誉。

芝马26.2英里的赛道，从市中心的Grand Park出发，穿
行于密集的高楼大厦，再经过各族裔的居住社区，最后回
到Grand Park。

本届芝马，印第安纳的印跑团也有小分队参赛，并且
全部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分别是明文玉3:50:58, 程裕功
3:53:53, 马迁4:25:08, 宫海燕4:59:45, 吴浩杰5:29:13。

接下来，2016.11.5的Indianapolis  Monumental 
Marathon，印跑团将会有40多人参赛，让我们期待本地华人
的精彩表现。

    印地跑团参加芝加哥马拉松
■记者Tian Wang 报道

（接第一版）蓝天白云绿草，同学们牵着各自的风筝
在阳光下欢乐的奔跑，体验着中国文化给他们带来的无穷
乐趣。

当晚五点半，牛津市中心广场开始热闹起来。中心广
场的活动分为文化体验，语言学习，趣味文体活动和活动
服务四个区域。有画脸谱，学书法，剪纸，中国电影回顾

长廊，汉服表演，木兰射箭，灯笼制作，特色小吃品尝等
二十四个展位，丰富有趣的活动吸引了很多牛津市市民前
来参与，到各个展位参加活动的人络绎不绝。

迈阿密大学国际部主任Molly Hedemann说：“越来越
多的中国学生来到迈阿密大学留学，孔院日不仅提供了让
美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更有利于当地学生了解和结

    来自俄亥俄：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庆祝全球孔院日 交中国学生，为当地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活动现场还可以品尝各种中国传统美食，让大家感受中
国文化的同时，也享受到中国的美味佳肴。参加活动的牛
津市居民和迈大师生纷纷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来亲
自感知中国文化。

活动结束后是精彩纷呈的晚会，有舞狮，武术，民族舞
蹈，汉服，民乐表演，街舞等。

9月20日晚中国电影之夜在McGuffey Hall举行。放映了
成龙最新大片《绝地逃亡》。电影有英文配音和中英文字
幕，许多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欢聚一堂，共同感知中国电
影艺术的魅力。

一年一度的孔院日庆祝活动成功落下帷幕，它已成为迈
大学子和牛津市民生活中一道不可或缺的亮丽风景和中美
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孔院武术老师带领学生学习五步拳 体验中国画魅力

风筝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