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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谁会得诺贝尔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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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华人医 师联盟第二届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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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FTZ attracts 8.7-bln-
USD projects

Fourteen foreign companies signed 
contracts worth 4.8 billion U.S. dollars on 
Monday to do businesses in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 in east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The contracts were among the 20 projects 
signed at the fi rst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enterprises conference held 
in Hangzhou...

浙江自贸区万亿石化产业新签20
个重大项目

在9月18日下午的“首届世界油商大
会”上，浙江省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
式，共有美国杜邦公司与浙江自贸区战
略合作项目、英国BP公司与浙能集团战
略合作协议项目等20个项目在仪式上签
约，协议涉及总金额573.7亿元。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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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买卖
May诚实认真不夸大的态度 保障您的权利, 
保护你的利益, 充分为房屋买家和卖家着想, 
耐心, 可靠, 专业。

手机:WhatsApp: (317)900-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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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地址：8555 N River Road, Suite 200, Indian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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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禧公园中美音乐节
          华夏合唱团惊艳芝城

九月十七日的清晨碧空万里，阳光普
照。芝加哥著名的音乐地标--千禧公
园Jay Pritzker音乐厅内正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来自美国中西部和中国的30
余个文艺团体1000余名演员正在为《
文化中国 友谊地久天长》中美音乐节
做最后的紧张排练。几个小时以后，
一场精彩绝伦，盛况空前的中美音乐
盛宴即将在此拉开帷幕。

本次音乐节是继2015年大型纪念音乐
会《黄河大合唱》之后，美国中西部
华人文艺团体与美国主流艺术团体的
再度合作。中国著名指挥大师曹丁与
美国著名指挥Jeff Doebler应邀同台为音
乐会指挥。举办演出的千禧公园的Jay 
Pritzker音乐厅拥有5000人的座位，还
有可容纳1万多人的草坪，每年芝加哥
市众多盛大音乐会都在此地举办。

本次演出共有来自美国6个州以及加拿
大的多个音乐合唱团体报名参加。为
了满足各个合唱团体互相学习，相互
欣赏的愿望，这次主办单位在正式演
出的前一天九月十六日特别组织了合
唱交流音乐会活动，并由著名指挥大
师曹丁先生负责点评。ICCCI合唱团演
唱了两个曲目：无伴奏合唱《故乡之
恋》和男生小合唱《伏尔加船夫曲》
，团员们那训练有素、异口同声、整
齐划一的动人歌声得到了其它合唱团
团员们雷鸣般的掌声以及曹丁先生的
高度评价---点评时曹指挥激动地站
起身来，无比感慨地说到”《故乡之
恋》是我自己多年前的首演，它是一
首极高难度的合唱曲目，ICCCI合唱
团能在没有伴奏的条件下，把这首经
典名曲演绎出如此高的水平，非常不
容易，体现出你们的高超的技术，真
功夫！《伏尔加船夫曲》一般需要许

多人一起合唱，你们只有7个男生，
却能高低音配合融洽，把每一个音符
的收放、强弱、起伏、跌宕都完美再
现！我在国外能听到如此高水平的合
唱演出，感到非常的感动和无比的欣
慰。”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洪磊先生特别来
看望了正在排练中演职人员，他代表
总领馆向包括ICCCI合唱团在内的远道
而来的演出团体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
的感谢。并且在演出的致辞中指出”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
系，它需要我们中美双方人民共同来
培育 大家的辛勤付出将有力推动中美
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两国关系的
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轉第三版
                文: 许子翔 Shawn

          攝影: 張大為

ICCCI Choir Earn Great Remarks in Chicago

群策群力  印大医学院骨髓癌募款成功举办 
Miles for Myeloma a Great Success

(本报讯) 九月十六日，数十名自行车骑士，完成了两百英里
的行程，呼朋唤友，为骨髓癌的研究做募款活动。

从2005 年开始，Dr. Rafat Abonour (下图右二)所领头的募款
活动，已经为骨髓癌的研究募得三百万元以上的经费。

本市退休的华人医师Dr. Benny Ko (左图) 一直是主要赞助
者，今年一如继往，完成200 英里的行程，支持募款。参加
募款的人士，包括医生，病人，高中学生等各界人士。

骨髓癌治疗近年发展快速，但是复发率高，离治愈还有一
段距离。全世界的研究单位，包括中国，都在尽全力寻找
方案。当天参加骑200 mile 脚踏车募款的骑士，包括一位
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 令人感动。聚餐时，听医生讲研究成
果，也看到病人骑完200 mile 行程后 , 当面谢谢医生。

左起Matt Fu, Dr. Hillary Wu, Dr. Rafat Abonour, 和 Chris Faus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