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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第八十三届
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The Chicago McDonald’s 
Thanksgiving Parade）于芝加哥市中心隆重举行。作为美
国中西部最大的节日盛会，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每年都
吸引者近四十万来自北美各地的现场和将近七千五百多
万电视机观众。 游行路线南起国会街（Congress）北至
兰多夫（Randolph），在市中心州街（State St）路段由
南至北，途径高楼林立的办公大楼和众多繁华的商家店
铺。

今年的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与往年相比增加了闪亮的
中国元素，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继去年第一次参加该游

行，今年再次派出了由龙狮队，阳光舞蹈队和Show舞
蹈队组成的彩绸队，另有多人组成的锣鼓队和三人媒体
组，共计五十多人。他们秉持着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龙
的精神之理念，满载印州Hoosiers包括印城华人的深情厚
谊，来到芝加哥。他们的表演为本届游行增添了令人难
忘的亮色, 吸引着风城的热情观众。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的两条红绿彩龙，在我们舞龙队
员手上翻腾闪耀，活灵活现，大气磅礴又独具特色，在
阵阵锣鼓声中，引观众一片欢呼与喝彩。此次出征芝加
哥的舞龙队队员有资深老队员和几乎一半是十三四岁到
二十多岁的青少年，让我们坚信代代相传龙的精神大有
希望。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彩绸队的女同胞们精神异常饱
满。她们身着红装，手执彩绸，舞姿舒展，步履矫健。
她们或翻扬彩绸移步向前，或原地跳转左右队位互换，
是本届游行令人难忘的亮点，每到一处都吸引了大量民
众驻足观看。

此次印城华夏文化中心芝加哥之行得到印城Allstate 
Foundation的支持和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的关注和帮助，
在此致以由衷谢意。

 （ICCCI供稿 摄影 许造齐、刘建英）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舞龙和舞蹈队的精彩表演，赢得观众们
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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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印第安纳州移民投资是最明智的

近年来，美国凭借巨大的消费市场、全球研
发中心、领先的技术水平以及持续提高的劳动生
产率等优势，成功吸引了众多境外投资，成为境
外投资最多的国家。

但是，移民或投资美国选择哪个州最明智?

事实上，美国各州的关系很“微妙”，表面
上风平浪静(“选谁都一样，我们都很棒”)，但
背地里其实是(“选我选我，本州全美最佳”)。

为了被选中，也是蛮拼的。各州纷纷制定了
优惠政策，包括地方税率。尤其对中国投资，各
州政府和商协会纷纷访华一展本州优势。

然而，作为备选州之一，印第安纳州默默掏
出了一份榜单：

印州被评为全美十大最适宜经商州之一。 

境外企业在印州的经营成本位列全美最低。 

印州的基础建设全美最佳。 

印州位于美国主要市场的中心地带: 

空运：印第安纳波利斯国际机场是第五个最
大的货运机场，是第二大联邦快递物流中心;

铁路：印州的铁路是全美最发达的，并且是

美国第三大总货运铁路;

公路：最大的直通州际公路;

水路：拥有3个国际港口和 407英里的通航。
印州是唯一遍布全州的通过五大湖和俄亥俄州的
密西西比河水系，其港口系统提供国际连接。

基础设施投资 

2015年年底,印州投资了超过110亿美元在基
础设施建设上。

印州获得最高信用债券评级：AAA

债券评级 

全美仅有11个州获得三大评级机构一致通过
的最高信用评级。

印州政府为促进商业发展而制定、执行了一
系列法律法规，研究显示，印州的劳动力监管环
境为全美最佳。

政策环境中的工伤保险费率排名位列各州第
二。

税收优惠政策中西部第一，全美第八。

财产税指数排名中位列全美第五。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洪磊总领事和印城华夏文化
中心、芝加哥华星艺术团及东方艺术团部分团员共同
合影留念

中国龙舞动在凤城的感恩节游行中。

 

美国海军电脑遭黑客入侵 超10万人敏感信息被窃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站11月23日报
道，美国政府官员23日表示，有不明黑客入侵了
美国海军电脑，并获取了现役及退役海军逾10万
多人的敏感信息，包括姓名和社保账号。

据报道，惠普企业服务事业部已通知美国
海军，至少有一台员工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被黑客
入侵。10月22日，惠普就此事第一次通知了美国
海军。此后，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NCIS)一直持
续调查，11月22日他们发现，现役及退役海军共
13.4386万人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

“海军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这事关海军士

兵的信誉。”美国海军人事局局长罗伯特·伯克
中将在11月23日公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
现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在加快确定信息遭到
泄露的人员并保护他们。”

美国海军官员称，他们将继续调查，尽快为
受害人提供进一步的调查细节。目前，他们正在
为受害人审核可选择的信用监测服务。

“现阶段调查中，还没有发现海军个人泄露
信息被盗用的情况。”美国海军在一则官方声明
称。

玩笑开大了：普京笑称俄边界没有止境

据英国广播
公司（BBC）25日
报道，普京当时正
出席在莫斯科举行
的地理知识颁奖活
动。他的这句话引
得在场观众的掌声
和欢呼，不过普京
随后说：“这是个
笑话。”

此次颁奖活动
由俄罗斯地理学会组织，出席者包括一些科学家和政府官员。 

活动中，一位9岁的男孩米罗斯拉夫（Miroslav）上台和总统互
动。米罗斯拉夫熟知世界地理知识，曾多次在电视地理节目中获奖，
并成为俄罗斯“网红”。 

普京问他，“俄罗斯的边界到哪里为止？” 

米罗斯拉夫回答说，“俄罗斯和美国的边界到白令海峡（the 
Bering Strait）为止。” 

普京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俄罗斯的边界没有止境。” 

虽然普京补充说这只是个笑话，但BBC报道称，2014年3月，俄
罗斯兼并克里米亚，普京在几个月后对俄罗斯驻外大使发表措辞强硬
的讲话。

他说，“我想对你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国家将继续积极保护俄罗
斯人和海外同胞的权利，我们将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政治、经
济，以及一切符合国际人道法律和自卫权的手段。” 

北约和西方国家领导人一直指责克里姆林宫，称他们向乌克兰东
部派遣正规军并向当地的亲俄罗斯叛军运送重型武器。而俄罗斯予以
否认，并声称在那里的任何俄罗斯军队都是志愿者。 

讨论俄罗斯边界之前，普京还问一位5岁的男孩，瓦加杜古
（Ouagadougou）是哪国的首都。 

男孩准确地回答：“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但当被问
布基纳法索的旧称是什么时，他犯难了。普京帮他解围：“是上沃尔
特（Upper Volta）！小伙子！” 

前苏联时期，解体前的苏联曾被讽刺地称为“火箭上的上沃尔特
（Upper Volta with rockets）。” 

BBC曾在报道中称，这一形容部分符合俄罗斯现状，但最大的不
同是，俄罗斯周边比前苏联还要充满动荡。 

（来源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