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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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地安那波利斯市 VS 卡梅尔市

为修建 Round-About 状告法庭

印地安那波利斯市对卡梅尔
市提起法律诉讼，意欲阻止卡
梅尔市在两市交界的96街上修建
round-about。

3月20日卡梅尔市市政委员
会表决批准了一项提案。根据
该提案，卡梅尔市将于2018年
在96街和Haverstick Road以及
Priority Way交界处修建round-
about。除此两项工程外，卡梅
尔市还计划在96街和Hazel Dell 
Parkway、Gray Road、Delegates 

Row以及Randall Drive交界处修建四座round-about。印地安那波利斯市政委员会委员Christine 
Scales坚决反对这些项目，她认为卡梅市计划的这些项目将大大伤害这些地区印第安那波利斯
地界内商家的商机。卡梅尔市市政委员会会长Sue Finkam希望Christine Scales能够加强和卡梅尔
市市府及相关主管的沟通，在施工开始前妥善解决争端。Sue Finkam指出，这些项目将使得交
通变得更加安全，让环境更加净化，商家也终将受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道路的改建都将
由卡梅尔市买单

埃文斯维尔的华人们

埃文斯维尔市华人协会
烧烤游园聚餐会

五月二十日是华人们喜欢表达爱意的重要的日
子， 因为代表着“我爱你”的寓意。就在这一天，
位于印肯伊三州交界处的华人们在印肯伊三州中华
文化促进会（ TSCCA  Tri-State Chinese Culture As-
sociation）的组织下, 齐聚位于肯塔基州的奥德本州
公园（ Audubon State Park）举行烧烤游园会, 参加人
数大约50人， 大家都带来一部分食物与大家分享。
天公很作美，正好进行烧烤和娱乐，也恰好是学生
刚刚放暑假，华人协会中文学校（ TSCCA Chinese 
School）的孩子们和朋友们尽情的玩耍，射水枪，
绑腿跑，端水比赛。他们在义工舒鹏和徐琴老师的
带领和组织下，玩得非常开心。本来组委会考虑组
织“猪八戒背媳妇”的游戏，无奈吃得太饱， 只好
留到下次进行了。

这次的选址恰好就在当地的中餐馆Mandarin 
House 的附近，餐馆的江老板专程开卡车把家里的
麻将桌， 麻将椅子， 还有专用的烧烤炉具带到现
场，老板亲自为所有会员进行现场烧烤专业的羊肉
串、牛肉串、还有鱼串， 非常专业和麻利的技术引
来大家一阵阵惊叹和钦佩，而且这些食物多是他们
家用自备的烤串小神器完成的， 省去了很多串串的

手工劳动，又是引来很多人的羡慕和好评。华人协
会的财务是庄卫红，她和家人一起为这次活动进行
采买和准备，付出了很多无私的劳动。此次活动除
了得到Mandarin House 的大力资助，还得到了当地
的烧烤店Yang’s Shabushabu 和东方店China Market 
的帮助与支持。再次感谢所有的义工和所有参加活
动的朋友们， 期待下次相聚。

2017年 6月17日，在印第安纳州的埃文斯维尔市
（Evansville）的Deaconess Sports Park 举行了第十二届中
西部龙舟赛。该次活动的目标是为Deaconess 女子医院进
行募捐，所有款项都用来支付急救病人的花费。以往参赛
的队伍比较多，而今年只有六队参加。我们华人社区在
新来的埃文斯维尔大学（UE）的数学教授孝鹏程老师的
积极倡议和领导下，在印肯伊三州中华文化促进会（Tri-
State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简称TSCCA ）和附属于该
协会的中文学校TSCCA Chinese School 的支持下，在当地
各界朋友的帮助下，作为第一支亚裔龙舟队首次亮相。大
家的呼声是一致的，起源于中国的端午节越来越变成国际
化的大节日了，我们华人不能缺席。我们这只龙之勇士（ 
Dragon Warriors）的参赛目标起初只是保六争五。在进行
第二轮比赛的时候，我们两次位居第二位，这令大家士气
大增，直奔冠军努力；但在接下来的激烈的比赛中，由于
缺乏经验， 我们还是止步于第四名，五轮成绩距第二名
仅有6秒的差距。这也超过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华人队伍
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充分展现了我们华人积
极向上、团结合作、友好互助、坚韧拼搏的良好风貌。

这是本地华人第一次组织自己的队伍代表亚裔参赛，
这是组委会没有想到的，也令参赛的其他队伍刮目相看。
比赛期间，不断有组委会的人员和其他参赛队的队员对我
们进行指导、鼓励和夸赞，还力邀我们来年继续参加。
由于我们是唯一携家带眷的队伍，很多家庭是全家来助
阵，小朋友们甚至在自己的露营小帐篷里玩耍。很多义工
最早来布置摊位， 最晚离开场地， 他们为队员们准备充
足的食物和饮料，确保队员们能有充分的体力参赛。我
们非常感谢所有的义工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尽心尽力的
无私奉献，我们是无法保证该次活动顺利成功的。这些义
工是本次龙舟队的队长孝鹏程老师、蔡仁斌、徐建华、江
灵飞、舒鹏、谭友秀、黄翠薇和张赛莲一家。另外还有我
们的摄影师杨梅、黄翠薇、姬秀芳和Carter 先生。本地第
一次参加比赛的龙之勇士们的名单是：队长  孝鹏程  队员
有谭文婍、 徐建华、江灵飞、Rose、Bianca Snyder、 Luke 
Snyder、Kevin Powell、Colin Toothaker、Dana Tang、Bryan 
Brown、Tyron Thomas、Ping  Carter, 木子、赵炜、陈文
宜、陈建华、林晨、费宁、邹浩、杨帆、李德金、杨予
真、关春梅，总计二十四名参赛的勇士。

我们在组织该项活动的时候信心并不足，因为共需要
24名参赛队员，包括一名鼓手、一名夺旗手、十八名划
桨手， 其中还要求至少有六名女性划桨手。要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内组织这样一只从没有参加过龙舟赛的队伍，
还要筹措报名费六百元，还要准备帐篷、饮料、午饭、桌
子和椅子，还要准备统一的运动衫，甚至还要准备早餐
和通知大家路线图以及停车位， 等等， 很多细节都是我
们最初没有考虑到的。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肯塔基州
Mandarin House 的江老板的资助以及其他华商和朋友们的
大力支持与赞助，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使得
本次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非常圆满。本次参赛为促进当
地华人社区和谐发展也提供了良好的推动。  

埃文斯维尔市当地华人协会、华协中文学校和华
人教会的历史简介：

       我们印肯伊三州中华文化促进会成立于1980年，是由五位
本地的教授和医生倡议发起成立的非宗教非政治非盈利的社会团
体，宗旨是促进华人与当地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传扬中华
语言与文化。同年，该协会就成立了中文学校。在九十年代，由
于许多大公司的华人离开， 本协会和其中文学校曾经沉寂一段时
间。自从2011年，当地华人社区第一次有了专职的华人牧师Pastor 
Paul, 他和白师母一同牧养我们华人社区，立足于圣保罗路德教
会，举行各种活动，传播中华文化。我们华人协会一直与华人教
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共同合作，举办春节晚会， 中秋节等活动。
华人协会的中文学校也在2013年3月23日正式重建，一直到现在，
在路德教会坚持了整整四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有37年历史的华人
协会和华协中文学校，现任协会的会长兼中文学校的校长是蔡仁
斌先生。我们非常感恩路德教会和华人牧师（现任华人牧师是刘
牧师）对我们华人社区的健康发展的巨大支持。没有华人牧师和
路德教会的支持，我们华人社区是很难有今天这个蓬勃发展的局
面的。华人教会每个月都举行华人聚餐的活动，这极大地促进了
华人的团结，增强了华人的凝聚力。我们期待华人社区拥有更好
的明天。

       若想继续了解我们印肯伊三州中华文化促进会及其中文学
校，请参看我们的网站，很快就会更新网页。我们的网站是www.
tscca.net, 欢迎来我们埃文斯维尔游玩， 这里有海尔公司的技术研
发中心，有美赞臣公司、有美国铝业公司，有塞比克塑料公司，
有百利塑料公司，还有UE 和USI 两所大学，这些都是有很多华人
工作的地方。他们和当地老一代的华人，领养家庭，华人企业主
以及中国留学生团体一起构成了我们当地华人社区的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团结向上的健康的华人社区。

 埃文斯维尔市华人首次参加中西部龙舟赛
作者：孝鹏程    关春梅

作者：   关春梅

尽心尽力的
无私奉献的义工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