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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ers Sports & Entertainment是一个位于印第安纳波
利斯市的大型体育与娱乐公司，旗下拥有印第安纳步行
者队、印第安纳狂热女子篮球队和韦恩堡疯蚁队，同时
管理班克斯人寿球馆以及步行者基金。Pacers Sports & 
Entertainment将于2017年9月13日在印第安纳大剧院参加
由印第安纳国际中心举办的特别晚宴，并接受国际公民
荣誉奖项。国际中心董事会成员、普渡大学公共事务主
任朱莉·格里菲思和埃文斯威电力公司经济发展经理布
莱恩·吉尔德将作为联合主席参加晚宴。

印第安纳国际中心于1973年由当时的印第安纳波利
斯市长理查德·卢克成立。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国
际中心一直致力于促进印第安纳州与世界各国在政府、
企业、学校、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等各个方面和层次上的
交流与合作。从1985年开始，国际中心每年在印第安纳

州组织评选“年度国际公民”，来表彰社会精英或团体
对印第安纳州国际化发展作出的贡献。

 “步行者队、狂热队和西蒙家族对印第安纳波利斯
市乃至整个印第安纳州在国际化发展方面作出了惊人的
贡献，” 国际中心董事长马莎·斯通讲道，“近乎全世
界的人将他们的目光聚焦于印第安纳的篮球天才队伍，
许多人甚至加入他们的团队作为职业。”

Pacers Sports & Entertainment首席执行官兼主席里克·
弗森说：“我们对于受到的表彰倍感荣耀。公司团队里
的每一位成员，无论是球员，还是工作人员，都在印第
安纳国际化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对于自己能够身
在这样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多元化的公司感到骄傲。” 

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
在普度大学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

2017年3月29日，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
应邀在印第安纳州普度大学(Purdue Uni-
versity)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普度大学孔
子学院院长洪玮教授和近300名普度大学
师生出席。

洪磊总领事表示，很高兴来到普度大
学与同学们见面。普度大学是美国一流学
府，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曾培养出“两
弹元勋”邓稼先、抗日名将孙立人等一大
批优秀人才，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普度大学长期以来重视发展同中国的交
流，与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高校开展了广
泛密切合作，在这里深造的中国留学生多
达4500人，华人学者教授也有数百人，这
充分反映了中美教育合作的深入发展。

洪磊总领事表示，近年来，中国与美
国的文化交流同样取得丰硕成果。去年，
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举行秦始皇兵马俑
展，对中国古老和灿烂文明的欣赏使博物
馆游客访问量比往年增加了50万。上海京
剧院在芝加哥哈里斯剧院上演根据莎士比
亚经典名著《哈姆雷特》改编的新编历史
剧《王子复仇记》，得到美国观众的高度
好评。著名钢琴家郎朗和广东省友好代表
团和文艺团先后来到印州访问演出，增进
了印州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洪磊总领事表示，在人文交流蓬勃发
展的同时，中美经贸合作也保持强劲发
展势头。两国贸易额2016年达到5200亿美
元，保持在较高水平，中国在美投资2015
年超过150亿美元，2016年更达到456亿美
元，增长十分迅速，且均超过同期美国在
华投资。过去15年，中国企业在中西部九
州投资总额达130亿美元，创造了近3万个
就业岗位。随着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预计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额
将达8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7500亿
美元，出境旅游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包
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带来更多机遇。

洪磊总领事表示，上个月，习近平主
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一次重要通话，两
国元首确认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
性，强调要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
得更大发展，这为两国关系指明了方向、
铺平了道路。不久前，蒂勒森国务卿访问
中国，在与中方会晤中多次强调美方愿本
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不断增进美中相互了
解，加强美中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国际社
会面临的挑战。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美关系将始终沿着正确轨道继续向前发
展。

一年一度的ICCCI理事会新理事的选举即将开始。在2017年，ICCCI理事会将
通过选举产生两位新的理事。

本届ICCCI理事会鼓励愿意热心为社区服务的人士积极参加理事的竞选。自荐
和推荐候选人的期限是2017年4月23日。候选人必须在4月30日之前向选举委员会
提交简历（biosketch）和竞选声明（candidacy declaration）。新任理事的任期是四
年，新理事的具体分工将在新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时决定。

ICCCI恳请广大热心人士积极参与这次选举，踊跃投票。每位投票人在选举
前，必须向选举委员会提交选举人登记表（voter registration form）。登记表可以
从ICCCI网站上下载，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选举委员会索要。此外，选举委员
会将通过ICCCI中文学校和各个活动组，尽可能多的传发选举人登记表。选举人
登记表的递交期限是4月30日。

候选人将于5月7日在卡梅尔高中进行竞选演讲。演讲之后即开始现场投票。
竞选委员会只接受登记人本人投票，不接受由其他人代投的选票。因故不能去现
场投票的会员，可以将选票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竞选委员会。电子投票的时间是5月
1号到5月7日。

今年的选举委员会由王贤忠、Peter Kirkwood和徐栋三人组成。大家有什么
意见和建议，请电邮到竞选委员会的专用电子信箱：ICCCI_Election_Commit-
tee2017@yahoo.com。

印州华报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Indiana first Bi-lingual Bi-weekly community publi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免费赠阅         Free of charge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is a bi-
weekly, bi-lingual (Chinese/English) 
publication which operates under China 
Journal Indiana, Inc.(CJI),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501C3), supported by 
sponsors and volunteers, serving the 
community free of charge.

Addres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Phone: (317)-625-0623

Email: editor@indyAAT.org  or        
 china.journal.indiana@gmail.com

Website: www.indyaat.org or 
 www.indychinesenews.com

Team members are all volunteers
Managing Director: Peggy Hu    
Editor-in-Chief: Liying Chen, Henry Fu

Staff members:
Agnes Yam Wolverton, Da Wei Chang, 
Hong Li, Lily Jia,  Hong Yin,  Cheuk Gin, 
Biru Zhang, Yuxia Wang, Joanna Zhou, 
Yang Guo, Chen Chen, Cheng Zhao,  
Jianjian Song, Gang Lu, Zhiyong Zhu, 
Tina Tian, Shuxiao Jiang, Qiao Zhao

IAAT MISSION: 
IAAT’s mission is to bring quality 

news, informatio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rticles to our readers in the Greater 
Indianapolis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nd beyond. We collaborate 
wit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help 
strengthen the Indiana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nd to promote Indiana’s 
global presence and growth.

印州华报宗旨：
為印州社區提供一個時事新聞，经

济及文化教育等資訊的免費信息交流
平台。同時，我们与社区的各社会团体
合作，增加美籍华人在印州社会的影响
力，促進印地安那的国际形象和发展。

我们《印州华报》全体工作人员，
感谢多年来大家对我们的厚爱。我们
这个非营利组织能够坚持每两周发行
这份中英双语报纸，免费服务印第安
纳波利斯和周边的社区，全靠广大读
者的捐赠及广告支持。欢迎读者们继
续支持我们的工作，捐款请寄：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P.O. Box 852, 
Carmel, IN 46082-0852

招聘

装修公司诚请工人，无需经验，

有意者请电：317-646-8119

在礼来中华文化会(CCN)的大力支持下，印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中文学校
获得了礼来基金会赠与的总计$6,000奖学金，用于奖励印来自第安纳波利斯大都
会区域，并致力于追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习的华裔应届高中毕业生，以
表彰他们学习并传播中华文化中的卓越成绩。ICCCI中文学校和礼来中华文化会
已经组成了联合评审委员会并制定了评审标准和程序（见附件）。

 
如果你有意申请此奖学金或者愿意参加由12人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请在奖学

金申请的截止日期 (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之前将申请材料电邮至
张楠(nanzhangphd@gmail.com)或者表达自己愿意参与监督委员会的意愿。

 

ICCCI/CCN联合评审委员会

卡梅尔市道路暂时关闭通知
卡梅尔市基础设施的建筑项目而来的是街道的封路和交通限制。 路经以下路

口时，驾驶者应密切关注路上的橙色桶，特殊标志和绕行路线标志。

1. 136th and Gray路口 - 自4月7日或8日起关闭45天。

2. 126th and Gray路口 - 此路口的roundabout项目由于管道工程原因推迟修
建，目前道路不会关闭，如有变更将有进一步通知。

3. 126th and Range Line路口- 大约自4月10日起实施修建新roundabout以取代
现有的红绿灯。一期工程期间，Rang Line路的南北方向将各有一条道保持
通行，126街自Keystone交界附近开始只可由东向西行驶。二期工程期间预
计将从5月30日开始，届时整个路口路段将要关闭45天。预计整个路段将
于6月中旬竣工重新开放。

4. 136th and Carey路口 - 将于4月6日（星期四）至7日（星期五）上午9 点至
下午4点关闭。

热烈祝贺卡梅尔高中学生Grace Zhang荣获
2017年美国保德信精神社区奖 (Prudential Spirit of 
Community Awards)。保德信精神社区奖，于1995年
创立，由保德信人寿和全美中等学校校长协会联合
发起，其目的是表扬在志工服务方面表现优异的初
中 ，高中学生。这是一项属于青少年志工的特殊荣
誉。

每个州选出初中生和高中生各一名，包括华盛
顿特区在内，全美选出102名优秀的青少年。 Grace 
Zhang是印第安纳州获奖的高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