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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us Institute and Me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Indianapolis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As part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we would like to create an album consisting of short articles 
with  pictures  telling  personal  stories  about  your  association  with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Indianapolis.  The tentative name of the book is “Confucius Institute and 
Me”.  I hope that you can share your story with us and contribute an article to this 
book.  You may write either in English or Chinese (preferably in both).  Each story 
should be no more than 1000 words plus 2-3 photos (jpg format, ≥300 pexels/inch).  
If  your  article  is  selected  for  the  book,  we  will  send  you  two  free  copies  as  a 
souvenir.  Please submit your article by e-mail to zcxu@iupui.edu.  Th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is Dec 31, 2017.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Joe Xu at 
zcxu@iupui.edu.  Thanks. 

  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学院成立于2008年。为庆祝孔院成立10周年，我们将出版
⼀本画册，讲述⼤家参与孔⼦学院活动的感受或孔⼦学院如何影响自⼰的学习、
⼯作和⽣活。书名暂订为《我与孔⼦学院的故事》。希望您能为本画册撰⽂，
分享您的故事。⽂章中⽂或英⽂皆可（能中英⽂更佳）。每篇⽂章最好不超过
⼀千字，并付上2-3幅与⽂章有关的照片 (jpg 格式, ≥300 pexels/inch)。如果⽂
章 被 选 上 ， 我 们 会 给 您 寄 上 两 本 画 册 作 为 纪 念 。 ⽂ 章 请 电 邮 寄 到
zcxu@iupui.edu.  接收⽂章的截⽌期为2017年12月31号。如有问题请联系
zcxu@iupui.edu.  谢谢！ �

我与孔⼦学院的故事�
	

2017年秋季
孔子学院文化讲座预告

周三中午12点-1点  

 425 University Blvd，CA129，Indy  
  

9月6日 首次中国行者眼中的留学生活
  主讲人： Drew-David Sare先生， IUPUI大学生

9月13日 中国旅游文化
  主讲人： 曹小芹讲师，南京职业旅游学院

9月20日 中西音乐的交融
  主讲人： 杨超英先生，美国中西部二胡演奏家

9月27日 我的革命朝圣

  主讲人： 徐造成博士，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

10月4日 迎中秋
  主讲人： 邓小宁博士， 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

10月11日 纪录片：财富的浪潮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主讲人： Ian Mcintoshi 博士， IUPUI 人类学系

 
10月18日 大寨：中国农业集体主义的圣地
  主讲人： Ian Mcintoshi 博士， IUPUI 人类学系

  
10月25日 针灸与日常常见疾病
  主讲人： 王晓梅博士，上海中医药大学

11月1日 留学中国及孔子学院奖学金
  主讲人： 张念博士，印第安纳波利斯孔子学院

11月8日 中国食品安全法：一个新的规制框架
  主讲人： 王辉霞博士，山西财经大学

越华超市
 VIET HUA FOOD MARKET

鲜美食材哪里购？
请到越华超市来！
－－新开张

便利的地点：
位于Indianapolis
82街Castleton
Mall东边
周全的服务：
免费为顾客清理加工鱼／肉

多样的选择：
中国，东南亚，欧美2万余种
食品能满足您的最大需求，一
站购物

舒适的环境：
4万尺宽敞明亮的空调商场

实惠的价格：
每次光顾都有让您眼前一亮的
惊喜

TEL：
317-596-2222
Fax：
317-578-8885

Business Hour
9 AM-9 AM
7 Days A Week

6336 E. 82nd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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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St.
Asia MArt

Costco

Target

Steak N Shake

Open Hours:
Monday-Saturday
9:00AM-9:00PM
Sunday 
10:00AM-7:00PM

中华超市
Oriental Grocery Store

317-845-8892

中华超市
 Asia Mart

We Accept Payments

EPT DEBIT

Store Address:
6103 East 86th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www.asiamartgrocery.com

新鲜水果蔬菜，面点熟食烧腊,
鲜肉活鱼海鲜，日用家居美妆,
一应俱全的亚洲食品一站式购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