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场音乐会
         只需 $125
Te l amon非常高興能夠在卡梅爾

Palladium藝術中心贊助印第安納波利斯
交響樂團2017-2018年度的經典系列演
出。從現在起至8月4日，您僅需125美
金即可購買六場世界一流的音樂會。
享譽國際的鋼琴師，Yefim Bronfman

和Emanuel Ax的客座演出也包括在內。
除此之外，為鼓勵亞洲社區積極參與藝
術，Telamon還會提供額外20%折扣。您
只需直接撥打訂票熱線317-843-3800，
提供折扣碼，TelamonSub20，即可享受
這份特價。

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也是美国第241
个生日。当日碧空万里，艳阳高照。早上十
时左右，一年一度的卡梅尔市独立日花车游
行（CarmelFest Parade）在卡梅尔市中心隆
重举行。今年的游行主题是 “向美国致敬” 
（Hats off to America）。当天共有一百多个代
表不同社区组织的表演队参加了花车游行，
观众多达5万多人。

游行现场放眼望去，人们的手中，衣
服、帽子、太阳镜、头巾、鞋子和布袋上到
处都是星条旗的图案。大街小巷挂满了美国
国旗，简直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国旗海洋。

上午11时许，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锣鼓
声，一辆缠绕着金龙的彩车威风凛凛地缓缓
前行开道，一红一绿两条印城华夏巨龙紧随
其后。它们精神抖擞，威武懔然。几十个
ICCCI的汉子身着黄装，腰束红带，身材挺

拔，目光坚定。他们手举木棒，一会儿跑，
一会儿停，一会儿站，一会儿蹲，在他们的
妙手操控下，伴随着振奋人心的锣鼓声,两条
巨龙上下翻飞,瞬息万变。时而翻江倒海，头
尾齐钻；时而飞腾跳跃，冲入云端。千变万
化的动作组合让道路旁各种不同种族、肤色
的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目瞪口呆。

 许多小观众们都彻底被两条中华巨龙迷
住了，他们不约而同地伸出稚嫩的小手，争
先恐后地要来摸摸巨龙的身体，也想沾沾神
龙的喜气。舞龙队的成员们和观众们友好互
动，他们不时放慢脚步，让两条巨龙能飞近
道路两旁的观众们，并且做低空波浪式舞
动，使大家真正有机会和两条华夏巨龙来个
零距离接触，让现场观众们大呼过瘾。许多
小朋友们都亲手摸到了龙身，他们兴奋地欢
呼：Chinese dragon is so Cool!（ 中国龙太酷

了！）
It has a beautiful long tail.（

它长长的尾巴真漂亮。）
I finally touched it, awe-

some!（我终于摸到神龙了, 真

棒！）
I want to fly with the dragon!（我要和龙龙

一起飞翔！）
许多成年观众们都高高地举起了大拇

指，叫好声、鼓掌声，此起彼伏，经久不
息。观众群里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男子用标
准的中文国语大声喝彩：”你们好，你们
真棒！”还有一位叫Karen Li的老华侨不停
地挥舞着中美两国小国旗，她激动地热泪盈
眶。Karen说自己移民美国多年，第一次看到
这么气势磅礴的中国舞龙和红绸舞，感到在
海外作为一个龙的传人很给力，很自豪，很
骄傲！

阳光舞蹈队姑娘们的表演也是精彩纷
呈，让人赞不绝口。她们身着中国传统绿色
彩装，手持粉绸；她们人人训练有素，舞姿
优美。姑娘们手中的粉绸不停地飞舞流动，
在碧空中划出一道道华美的线条，组成一幅
幅丰富多彩的画面；直接抒发出新一代印城
华人对美国强烈的热爱，以及对我们华人在
这块土地上大有作为的憧憬和祝愿。

此次龙狮队中不仅有许多来自印城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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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神龙飞舞卡梅尔，普天同庆美利坚

Joseph R. Fuschetto
周律师（中文交流）

电子邮箱：jrf@lawbr.com
直拨电话：812.245.6019

 移民绿卡，亲属类移民，投资移民，入籍，
EB-5，O，L-1，H-1B，J-1，F-1，K-1，601
豁免

 刑事，交通违章，DUI，清除犯罪记录
 婚姻家庭法律/人身伤害法律
 商业法，成立公司，买卖公司

为您服务，解决问题，始于1949

226 South College Ave | PO Box 910 | Bloomington, IN 47402
微信号：AttorneyJoeFuschetto QQ：2180768955

TELAMON CLASSICAL SERIES
AT THE PALLADIUM

2017-2018 SEASON

PURCHASE TODAY by calling The Palladium
Box Office at 317.843.3800.

PURCHASE TODAY by calling The Palladium
Title Sponsor

AMERICAN MASTERS:
BERNSTEIN & 

COPLAND
SUNDAY, 

OCTOBER 15, 3PM

PROKOFIEV PIANO 
CONCERTOS

SUNDAY, 
NOVEMBER 19, 3PM

HANDEL’S
MESSIAH

FRIDAY,
DECEMBER 22, 

7:30PM

BRONFMAN
 PLAYS 

BEETHOVEN

SUNDAY, 
MARCH 11, 3PM

RACHMANINOFF’S 
RAVISHING SECOND 

SYMPHONY
SUNDAY, 

MAY 6, 3PM

MOZART’S 
REQUIEM

SUNDAY, 
JUNE 3, 3PM

ICCCI 中文学校
2017年秋季学期开学通知

开学时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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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近三
百名注册学生(含兴趣班)。中文教学从学
前班到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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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太极、民族
舞、芭蕾舞、歌唱、美术班、数学、国际
象棋、围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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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秋季课程即将于2017年8月13日（
周日）开始，各位家长可以在8月13日和
8月20日来我校为您的孩子报名（下午1点
到5点之间）；各位家长也可以网上直接
注册，请点击：http://www.indy-chinese.
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
w=article&id=871%3Aschool-registration-
for-next-school-year-fall-2017-spring-
2018-start ing-now-with-online-and-
onsite-on-may-7&catid=48%3Anews-
letter&lang=zh。 

我校位于Carmel High School (520 East 
Main Street, Carmel, IN 46032)。

如 果 您 有 任 何 问 题 ， 请 联 系 i c c c i @
yahoo.com。

今年七月四日在卡梅尔独立日彩车游行中，印
第安纳州华美协会（IACA）的舞狮队和印第安纳
波利斯华人舞蹈队（ICPAI）格外引人注目，为节
日增添了许多中国色彩。

上：狮子，我可以摸摸你吗？
右：舞蹈队在游行的队伍中
下：舞狮队和舞蹈队合影
（摄影： Quyen Hoang， IACA提供）

初稿：许子翔；终稿：ICCCI
摄影：林超华

华人精英的老面孔，还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
们。其中最小的只有五岁，最大的已年过花
甲。他们中有来自中国的第一代华侨，也有
当地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美籍华人。同
为龙之传人的血脉，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
起。雷智刚先生是一位来自印大医学院的科
研专家，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舞龙活动，他兴
奋地说自己能为华人社区做点贡献感到十分
高兴，并且很荣幸能在活动中认识其他华人
华侨朋友们。ICCCI主席莫才清先生也参加
了此次活动，他介绍说ICCCI团队自从2009年
首次参加至今已经连续八年应邀参加了卡梅
尔独立日花车游行。ICCCI龙狮和阳光舞蹈
队作为印城华人的代表，为当地的中美文化
交流，传播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ICCCI舞龙队刘四九队长表示：“我们要
向所有参与支持这次活动的志愿者们致敬，
他们放弃了宝贵的休假时间，冒着烈日酷暑
来帮我们弘扬中华文化。同时我们也要感谢
卡梅尔政府对我们团队的支持，让我们有
机会参与这次美国国庆活动。希望此次活动
可以进一步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
提高当地华侨华人的凝聚力；并且帮助我们
印城华人华侨更好地融入当地美国主流社
会。我们许多华人华侨在印城已经安身立命
多年，大家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努力工
作，遵纪守法，建设家园。我们不仅爱我们
的祖国，我们同样也爱美国，爱脚下这块充
满希望的土地。”

龙狮欢跃 彩绸飞舞
卡梅尔独立日的中国色彩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