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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New Year Spectacular

欢乐春节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oalition
北美華人聯盟

Cutting Edge Performances from China
广东省艺术团美国中西部春节巡回演出

Sunday, February 12th, 2017
6:30 PM – 8:15 PM

The Palladium at the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ne Center Green, Carmel, IN 46032

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跑完第一个半马比赛后的头几个星
期，忽然失去了目标。反正每周也还得跑，闲得无事，不
如把周末的龙润加长些，感觉一下牛人们都是怎么练的。于
是，一个冬季，加上一个夏季的练习，完成了两个马拉松比
赛。虽然都没有达到预先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但如果只看成
绩，不看比赛的过程，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两个都可以算
是 plan B 的范围吧。其实两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并不是
因为目标定高了，而是事出有因。两次比赛，都是因为后半
程的小腿抽筋，打乱了计划，后半程的速度大打折扣。原因
也琢磨了无数，还是解决不了一比赛就抽筋的问题。已经被
跑友们冠上了“中华老抽”的称号了。一心要强的我，这口
气有点咽得不甘心。知道12月本州有个小有名气的小超马比
赛。去年跑团的王天和老李也去过。今年听说大名鼎鼎的芝
加哥的驰跑团（驰跑团的缩写是CHI，既是英文 Chicago 的简
写，又是拼音的驰。这个名字起得真是神来之笔！）有十来
号人都要来，而我们印跑团才四人。人家开车那么远过来，
而我们离得这么近，才这
么几个人，怎么也说不过
去啊。本来也想试试长点
的距离，为以后马拉松比
赛的不抽筋打点基础。又
听说报名费加两天住宿和
早晚餐才108刀，太值了，
还能认识驰的朋友们，
上！

入住

自从加入Dino 50/50超
马群后，每天的信息量又翻倍了。可以看得出大家对这个赛
事的期待。商量着怎么拼车，带什么好吃的，准备什么娱
乐节目，好像更像在期待一场同学的20周年庆。还惊喜地发
现，连“蓉儿和靖哥哥”都赫然在列。我也对赛事和赛道做
了些研究，发现50k需要先跑一个绕湖的小圈，然后是3个10
迈的大圈，50迈则直接跑5个10迈的大圈。跑圈很好，至少
跑完第一圈后，后面就不会迷路了。不过每圈500多米的爬
升有点让我小吃一惊。原来印第安那这个大平原也有这么大
落差的地方。平常可没练过跑坡啊。这时候也只能顶着头皮
上了。离比赛越来越近，大家又决定把普通的木屋升级成“
豪华套间”。两晚才多出$20。这样大家就可以在一起了，热
闹。周五下班后，群主明
文玉开着他的豪华大雷，
接上王天和我，一路狂
飙，7：30到达驻地。领完
号，享受了丰盛的spaghetti 
and meatballs晚餐。哦，这
是给咱carb loading，我这
才反应过来。

吃罢晚餐，回到住所，
眼前豁然一亮。房间的布

局就像一个器字，中间是宽敞的客厅，四个把角各一间简单
的卧室，每个卧室里三或四张上下铺的bunk bed。这是多么熟
悉的起居环境啊，快25年没有经历了！

和驰的朋友们寒暄以后，很快就熟了。周明和高碧波去年
就来过，对这儿他们已经不陌生了。陈雅瑜和我在strava上早
就互相follow，这次得以见识庐山真面目。Jim Puett是我们
的CFO，负责帮我们沟通报名事宜。不一会儿，娱乐活动上
场。李磊弹得一手好吉他，随着他悠扬的旋律，一首首80-90
年代的校园流行歌曲被大家唱起来，《同桌的你》、《恋曲
1990》、《花房姑娘》、《假行僧》、《外婆的澎湖湾》、
《南屏晚钟》、《送别》、《童年》、《睡在我上铺的兄
弟》，是不是很熟悉？有没有把你带回到那浪漫的、无拘无
束的校园年代？

3日一早，大家穿戴整
齐，准备开跑前，来一张
集体照。在出发集结区
时，我四下观察了一下，
发现李磊从头到脚装备最
齐。连鞋和脚腕的结合部
都套上布。一问明文玉，
才知道那玩意儿叫 trail 
running gaiters，是防止沙
砾、小石子、尘土和小异
物进到鞋里的。其他人还
有登山杖 trekking poles、背包水壶 hydration pack。我这些全
无，只有一双新的trail run跑鞋，和我最爱的7分压缩裤，齐
活。在其他选手里，看到几个上下皆短的，感觉这些人肯定
是冲着前三去的。事后证明我是对的，50k的男女冠军都是上
下短。

7：30 50迈的朋友们准时出发了，碧波和田军一马当先，冲
在前面。他俩可都是精英级的选手啊。和他俩在其他跑群在
一起，久仰大名。碧波刚带伤跑完芝马，以315成绩完赛。田
军芝马的成绩是254。这次终于得以见到大神的真容。

很快我们50k的选手也开跑了。我和文玉商量好一起跑。出
发时我俩不紧不慢地跟着大部队，在较
靠前的地方。从来没跑过trail的我充满
了好奇，在第一迈绕湖的小圈就已经体
会到和路跑的不同。不但路径狭窄，高
低不平，还到处都是树叶。有一段路居
然前后还有两个很粗的树根挡在路上，
不得不跳过去。

很快又回到起点，开始了大圈之旅。
虽然速度不快，可用功却超过平时8分
多的龙润。进入大圈后，开始的路比较
宽阔，但是头一迈多明显是很缓的爬
升。前后阵容也逐渐稳定了下来。知道
后面有几个人跟着，前面则一直是三
个，我和文玉稳稳地跟着他们。 

下接第五頁

ICCCI 中文学校春季学期开学通知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 (ICCCI Chinese School ) 创建于
1995年，目前已发展为印州最大的华人中文学校。中文教学
从学前班到10年级，同时开有中文SAT和AP课程。另外，学
校还设有十多个兴趣班和课外辅导班，内容有书法，武术， 
民族舞，芭蕾舞，美术班，数学，国际象棋，乐器班，电脑
编程等， 以充分满足孩子们全面发展的需要。 

学校在中文教学的成就得到了印州地区的高度赞扬。 从2016
年起，我校荣幸地获得了礼来基金会的支持，设立了优秀 学
生奖学金，用来鼓励曾在我校学习中文，并致力于追求科
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学习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 

我校春季课程即将于2017年1月8日周日开始，各位家长可
以在 1月8日和15日来我校为您的孩子报名（下午1点到5点
之间）。 我校位于Carmel High School (520 East Main Street, 
Carmel, IN 46032). 

如果您任何问题，请联系iccci@yahoo.com. 谢谢！

ICCCI Chinese School Spring Semester 

Announcement 

Established in 1995, ICCCI (Indianapolis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Inc.) Chinese School has developed into the largest 
Chinese school in Indiana.  Language classes start from pre-k 
to grade 10, including Chinese SAT and AP programs.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y classes provide your children with ample 
choices among calligraphy, martial arts, dance, singing, chess, 
math, computer coding, and more,

The school’s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education has been 
recognized by our community. Due to this recognition, in 
2016, our school in conjunction with funding from the Eli 
Lilly Foundation, established annual scholarship s for former 
outstanding students who will enter college pursuing STEM 
(Sciences,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majors.

This Spring semester will start from January 8, 2017. the onsite 
registration will be available on January 8th  and 15th  between 
1pm to 5pm.  We are located at the Carmel High School (520 East 
Main Street, Carmel, IN 46032).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iccci@yahoo,com. 

        2016年11月29日上午8点，广东省跳水队受邀参加了迈阿
密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文化交流与访问活动。广东省二沙体
育训练中心主任孙小华、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副主任、
跳水队总教练吴国村、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科研处处长
兼翻译刘谊、领队李蓉娟、跳水队教练凌海婵、林华斌、贺
帅、队医魏东凌及9名跳水专业队员、孔院全体教工共同参加
了为期两天的盛大活动。
        首先，赵晨院长对孙小华主任、吴国村主任、凌海婵等
教练以及9名广东省跳水队员来到孔子学院表示热烈的欢迎，
对本次出访的教练以及运动员能够积极地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赵晨院长向孙主任、吴主任及广东
省跳水队的教练和队员们介绍了国家汉办以及迈阿密大学孔
子学院的发展历程、当前的主要工作和成果。之后，吴国村
主任也向孔子学院全体教师简单介绍了广东省跳水队的发展
历程、目前的主要任务以及现役队员的状态和表现，他表
示：“自2011年以来，广东省跳水队已是第六次来迈阿密大
学访问交流，与迈阿密大学跳水队合作至今，交流越来越深
入，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下接第五頁

广东跳水队访问迈阿密大学孔子学院

印跑團

回到睡上铺的年代

赛前集体合影 （17个人，一个都不
能少）

文: 聶銘洲

文玉和我在小圈行进

青春绽放   友谊长存
广东省跳水队访问迈阿密大学孔院

By Yuanyuan Li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