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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装修公司诚请工人，无需经验，

有意者请电：317-646-8119

Tickets: $50 (box) $25 (adult) and $12 (student) 
Tickets Available at the Box Office of the Palladium or 

http://www.thecenterfortheperformingarts.org/tickets
Information: CNYspectacula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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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0 PM

The Palladium at the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ne Center Green, Carmel, IN 46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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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个high five zone真是我的福地，不仅两次和

Sarka、Stephen同跑在这里，又和周明、王天不期而遇，我
还两次和海玉在这里擦身而过，互相鼓劲，而且还迎面碰
上过50mi的女一号，来个high five。最后的一段，我们仨
跑在一起。转过那颗熟悉的大树，就要到终点了。开始加
速冲刺，很多人在为我鼓掌加油，其中有一位白衣女孩，
那是Sarka。终于到了终点，手臂在空中奋力一挥， I made 
it！

和工作人员报
道的时候，才知道
自己居然拿了年龄
组冠军。意外的惊
喜来得太突然。这
时，Sarka走过来
向 我 祝 贺 。 我 俩
热 情 地 拥 抱 了 一
下。我也祝贺她拿
到女子冠军。后来

成绩出来了，一看才知
道，虽然总体她快我9分
钟，但最后一圈比我快
了整整10分钟。三圈的
成绩，几乎非常平均，
可以说是完美。对她的
实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
地。原来人家头两圈在
刻意保存体力，陪我玩
呢。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啊！Stephen在7分钟后
也到达终点。虽然头两
圈大家都在一起，可谁
更有实力还得看最后一
圈。真是应验了一句谚
语，谁笑到最后才笑得
最好。

因为一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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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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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王天跑完第三圈 到达终点

文: 聶銘洲

东北同乡会2017年春节联欢晚会 

通知

时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六晚上
 5:00～10:00点
地点：Seasons Clubhouse，
 11985 131st Street  ( W Main Street),  
            Zionsville, IN 46077
活动内容：弹拉、歌唱、舞蹈、二人转、东北    

秧歌，
主食：包饺子、东北美食大餐会，欢迎东北老

乡们踊跃参加，
联系人：陈艳艳，317-363-9040，
                yychen6051@gmail.com

傍晚，回到我们的“四合院”，尽情享受着我们的“
朗朗”欧劲松大师的悠扬的乐曲。劲松年幼时的10年功，
造就了他信手拈来的钢琴造诣。一曲曲理查德克莱德曼的
浪漫旋律，听着舒服极了。前一天，开车去底特律办事，
早上5点多就出发，要在傍晚5点前赶回来，和天、文玉去
DINO。9个多小时的驾驶，加上当天紧张的比赛。虽然
那时，毛教授、戎儿、和靖哥哥等还在挑灯夜战，我已经
坚持不住了，就这样沉沉地睡去。一觉睡到大天亮。喔，
忘记提了，这个驰的CHI还有更深的含义，吃！这个绝对
不可以少。

期待已久的DINO比赛加聚会结束了。大家相约明年
再聚首。跑步是一个人的运动，也可以是集体运动，更
是social的盛宴。一年多来的跑步经历让我认识了很多朋
友，从印跑团， Carmel Runners，Indy Runners，PBT，
驰跑团，到很多我未曾谋面的微信群的朋友们，以及翠
花上的followers。还记得一年前，在我的首半马后的感言
中，提到我比赛中碰到的一位，在40度的气温下（提醒，
是℉，不是℃），光着膀子，露出古铜色皮肤的小个神
人吗？半年多后，我在PBT的训练中再次和他相遇。他叫
Mohammad Latifi。和他聊起那场比赛的经历，我们相视一
笑。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物、故事，都让我热爱、珍惜
跑步给我带来的快乐。

朋友们，因为一路有你，谢谢大家！

　　美国侯任总统特朗普已于当地时间周四确定由前印第安纳州
参议员丹·科茨(Dan Coats)担任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一职。 
　　据悉，共和党人丹·科茨在退休前曾任职于参议院情报委员
会，还曾担任美国驻德国大使。科茨2016年决定不再竞选连任，
今年1月份从参议院退休。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称，科茨在参议院人缘较好，备受尊敬，
据悉他在特朗普内阁中将起到一个平衡作用。他将成为特朗普的
首席情报顾问，并负责美国情报工作。他的任命需要参议院批
准。
　　“正式上任后，科茨将主要负责协调美国情报机关和执法机
构的工作，”知情人表示。
　　资料显示，科茨在1989年到1999年间曾担任美国参议员，在
老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第一个任期中还曾担任美国驻德
国大使。2010年赢得选举，重新返回参议院。
　　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美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主要任务是公开
和秘密地收集和分析关于国外政府、公司、恐怖组织、个人、政
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其它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
并把这些情报报告到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

特朗普任命印州前参议员
担任情报局(CIA)局长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1月6日报道，关于柏林圣诞市场卡车恐
袭案嫌犯阿尼斯·阿姆里（Anis Amri）的更多细节开始浮出水面，
他曾使用14个假名，而且德国官员也非常熟悉他，比如德国一个反
恐委员会就曾经讨论过他的案件多达7次。这表明当局漏掉了大量可
以提前挫败这次阴谋的机会。
　　当地时间5日，在德国北威州地区议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北威州
内政部长耶戈尔(Ralf J ger)描述了联合反恐中心（协调德国安全部门
的一个机构）如何再三讨论阿姆里的案件的情形，证实阿姆里案发
前就已经被德国执法部门贴上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标签。
　　报道称，这起案件也成为欧洲当局在处理恐怖嫌犯时面临障碍
的最新例证，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德国总理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更多
批评。
　　虽然阿姆里已经被击毙，德国当局仍在继续调查这起惨案中是
否还存在共犯。本周二（3日），他们在柏林的一个移民点逮捕了一
名26岁的突尼斯男子，称他曾经在一家餐馆里与阿姆里见过面，并
在发生袭击的前一天夜里大约9点的时候与阿姆里进行了“深入的”
交谈。

德国卡车恐袭案嫌犯细节被
披露：曾使用14个假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