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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是硕果累累收获的季节。2016年11月10日，
来自印州各界人士和华人社团代表济济一堂，共同庆祝
印第安那州美中商会（America China Society of Indiana）
第五届年会在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中心的Conrad饭店
隆重举行。

         美中商会的理事会主席Maomi  Kwang女士主持了
年会。从芝加哥远道而来的中国总领事馆洪磊总领事就
美中特别是印州和中国的商贸发展关系为年会做了专题

演讲。演讲涵盖了美中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
洪总领事特别强调并展望了双方在科学技术领域创新方
面的合作发展。

         专题演讲后Kwang女士宣布了今年的“中国之友”
和“美国之友”的获奖组织和个人。今年的“中国之
友”大奖颁给了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ICCCI
主席李林博士代表ICCCI接受了奖项并发表获奖感言。
李林首先感谢ACSI对ICCCI为推动社区族裔多元化和
增进美中友好关系所做贡献的肯定，接着他特别强调这
个荣誉是属于所有为ICCCI成立和发展付出辛勤劳动和
关爱的所有支持者，特别是中文学校的学生、老师和家
长， 以及ICCCI的所有义工和历届理事会成员。ICCCI
自1995年成立至今，走过了21年的风风雨雨，不仅在会
员人数上不断增多，更是在中文教育和社区活动参与方
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李林也由衷地感谢了ICCCI
历年 主要合作伙伴。他表示没有内部的努力发展和外界
的合作支持，就没有今天的ICCCI。“中国之友”大奖
是对ICCCI过去的肯定，更是对未来的激励。ICCCI将
不断完善自身，为进入下一个更高发展阶段而努力。

  （ICCCI 供稿）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获得了由印地安那美中商会颁发的2016
年度“中国之友”大奖。ICCCI理事会代表获奖后与芝加哥总领事洪磊
合影。从左至右为：Maggie邹，曾庆强，洪磊，李林，程裕功。

在IU Simon 的 The Susan G. Komen for the Cure
癌症中心的乳腺组织库是科学家们为乳癌研究而建
立的。因为要想知道什么是不正常组织，我们必须
知道什么是正常组织。从乳癌患者，正常人，以及
良性乳腺病的组织比较中，才能更好地诊断和治疗
乳腺癌。

您捐献的正常乳腺组织对于研究乳癌的治疗、根
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于我们这一代，
而且对于下一代的一代，都有极重要的意义。需要
明确的是，这种研究对于捐赠者本人并无直接的医
疗利益。

参加乳腺组织捐赠的条件:
18岁以上的妇女
懂得并愿意在捐赠同意书上签字
愿意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填写问卷和乳腺采样
告诉我们您在去牙医那里之前是否需要服用抗菌

素

对局麻药物没有过敏反应
没有用抗凝药物（阿斯匹林除外）
没有做过隆乳手术
您知道吗 –
亚裔妇女移民美国之后，乳腺癌的发病率逐渐追

上了乳癌最高的白色人种
乳腺癌是美籍亚裔妇女最常见的癌症
美国印第安人妇女和阿拉斯加土著妇女的乳癌

发病率在所有种族中最低，而乳癌死亡率在同期
最高，超过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妇女（根据2002-
2006美国癌症中心的数据）

乳腺组织捐献采样信息：
时间：2017年1月21日（周六）8am – 2pm, 需

要预约
地点：IU Simon Cancer Center, Women’s Clinic 

2楼， 1030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请电话预约Komen Tissue Bank 317-274-2366, 

或者访问网页 www.komentissuebank.iu.edu 

您可以为乳腺癌的研究作出贡献！
招聘

装修公司诚请工人，无需经验，

有意者请电：317-646-8119

昨天是2016竞选季的最后一
天，也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天。
我得到了20669选票，占卡梅尔
市总投票人数的31%，当选为
学区历史上第一位华人理事。
我衷心感谢支持帮助我竞选的
华人社区。每一次开会讨论，
每一分捐款，每一个义工，
每一份祝福和祷告，都是无价
的，我时刻铭记在心。

这两万多张选票是我和60
多位兄弟姐妹不顾风雨在投票
站坚守了12个小时的战果，也
是两个多月坚持不懈竞选宣传的最佳回报。我们今天执着
的态度深深感动了本地选民。政界人物对我们迅速有效的
组织能力惊叹不已。

第一次由本地华人组织实施的政治竞选圆满结束了。从
今天开始，卡梅尔华人不仅人数众多，专业人才辈出，更
一举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政治力量。

大选帷幕徐徐拉上，喧嚣的媒体也会转移注意力。我的
人生开启了一段新旅程，那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和背景，展
示出华人不仅有态度和决心，更有能力建设好卡梅尔市的
社区家园。

	 	 	 	 	 郑琳
	 	 	 	 2016年11月9日

浙江代表团参加 投资美国-印第安纳峰会

十月二十七日，浙江企业代表团一行三十人抵达印
第安纳波利斯，出席“投资美国-印第安纳峰会”。除
浙江代表团外，广西及澳大利亚亦有几位代表出席。

此次峰会由美国商会与印州经济发展署联合举办。
以美国商会国际事务副总Robert Schroder 及印州商务厅
厅长Victor Smith为首的九位美方经济官员及专家代表联

邦，州， 及地区为到会者详细提供了有关美国及印州经
济发展规划及前景。几项在印州按区域集中的投资项目
及政府与私企的合作投资形式引起到会者的广泛注意。

印第安纳美中商会部分成员参加了峰会及联谊午
餐。现任主席Naomi Kwang借此机会向到会者简单介绍
了美中商会的宗旨，并期待合作机会。

午餐后，Victor Smith 厅长会见了部分浙江代表团成
员。他称印州和浙江可以“紧拥”合作的基础，使得两
地经济可以发生更紧密的联系。

次日，在印州经济发展署负责人的带领下，代表
团参观访问了著名的陶氏益农。双方对化工产品创新，
未来发展技术，市场合作前景等进行了探讨。风投机构
Elevate Ventures 和律师楼Taft Law 的负责人应邀与代表
团会面，介绍并分享成功经验。

印州与浙江自1987年结成友好省州，迄今已29年。
双方已孕育23对姊妹城市。

（图文 WeilinLong）

我投票了！

印城华人医生协会10月30号星期天下午在Carmel高中内的中文学
校里举行了秋季义诊活动。有多位医生给予相关讲座：程璞医生(抑郁
症)，徐海峰医生(儿童龋齿)，周绕医生(zika病毒与妊娠)，李清医生(眼
科常见病)。并有免费眼科检查。

印城华人医生协会每个月都有义诊活动，具体时间和地点请见第
10版的时间表。

印城华人医生协会秋季义诊活动

与往年相比，今年华人社区特别活跃，对选举的
关心和参与的人特别多，特别积极。11月8日上午，
住在86街老年公寓老人们在义工们的帮助下，到投票
处去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