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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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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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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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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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www.hooyou.com

绿卡 签证

Zhang & Attorney, L.P.

22位资深美国执照律师

移民局行政上诉办公室前移民官加盟 二十年杰出服务品质保证

数千例成功案例 Oracle客户管理系统

国家利益豁免和特殊人才绿卡 PERM及职业移民 H、L及其他费移民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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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办

绿卡申请 评估

纽约/休士顿/芝加哥/奥斯汀/洛杉矶/硅谷/西雅图七地办公 客户遍布全美

免费

Recovery Auto Sales. s. Inc
专业经销、维修各种车辆

www.recoveryautos.com
730 E 106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80 
(106th/College Ave, in Carmel Area)

Toyot,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 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常年提供拖车服务、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为纪念中美“乒乓外交”45
周年，由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丁
宁、王浩、阎森等老中青国手组
成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9月16日
访问芝加哥。国乒代表团在位于
芝加哥市中心的凯勒斯宾乒乓球
馆(Killerspin House)与芝加哥民
众见面，并进行精彩的表演赛，
大芝加哥侨学各界代表还与世界
乒乓球冠军过招儿，大开眼界。

本次活动吸引了芝加哥各界
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以及多位
主流政要，数百人的参与。中国
驻芝加哥总领馆洪磊总领事，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
主席，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
瑞，伊州国会议员丹尼戴维斯
（Danny Davis），伊州众议员

马静仪（Theresa Mah），芝加
哥旅游局局长兼首席执行官大卫
（David Whitaker），大芝加哥地
区华侨华人联合会主席汪兴无以
及芝加哥侨界的多位代表出席了
纪念活动。

此次来访芝加哥的中国乒乓球
代表团可谓群星闪耀，由多位老
中青3代的中国乒乓球国家队一流
选手组成。代表团运动员包括，
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
打冠军丁宁，世界冠军，前国家
队成员王浩，女子乒乓球世界冠
军，中国乒乓球女队教练乔红；
前奥运冠军阎森。以及两位曾经
在45年前“乒乓外交”时期，随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美国的成
员，梁戈亮与郑怀颖。

本次中美关系正常化45周年暨
中美“乒乓外交”中国乒乓球代
表团访美45周年系列活动，是由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乒乓球
协会共同举办。在纪念活动开始
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成员集
体出场亮相，赢得了芝加哥各界
来宾的热烈欢迎。

据悉，本次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访问芝加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
45周年暨中美“乒乓外交”中国
乒乓球代表团访美45周年系列活

动的第二站。在此之前，代表团
首先在纽约访问了联合国总部，
在那里进行了表演赛并拜会了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美国前国
务卿基辛格博士。

据了解，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
结束芝加哥的纪念活动后，将前
往密歇根大学，在那里继续重温
45年前“中美外交”的成就。

（摘自芝加哥侨学网）

乒乓国手访问芝加哥：纪念“乒乓外交”

45年前“乒乓外交”时期，中国
乒乓球队访美成员梁戈亮(左)与
郑怀颖（右）

       千禧公园中美音乐节：华夏合唱团惊艳芝城（接第一版）

九月十七日下午二时许正式演出开始，整场音
乐会由欢快的《金蛇狂舞》开场，大鼓雷动，扬琴
灵动，爵士钢琴和小提琴相映成趣，为音乐会打开
了热烈的气氛。随后《茉莉花拉格》的演奏巧妙地
结合了中国的扬琴和印度提琴，奏出了跨国界的动
人旋律。当乐队美国白人乐手保罗一开口唱地道的
中文歌词"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台下爆发
出一阵欢呼声，把演出推向了第一个高潮。随后的
大合唱部分，著名指挥Jeffrey Doebler与曹丁纷纷
登场，为大家带来了包括《我和我的祖国》，《欢
乐颂》，《长江之歌》，《茉莉花》，《好汉歌》
等多首中外名曲。ICCCI合唱团的团员们各各昂首挺
胸，全身心地投入，和其他合唱团的团员们配合地
天衣无缝，把这些经典曲目个个演绎地激情飞扬，
唱得热血沸腾。台下的观众们也被合唱团员的歌声
所感染，不约而同地和大家一起唱起来...歌声，
欢呼声，掌声融合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中国著名
流行歌手霍尊为大家演唱了成名曲《卷珠帘》等歌

曲。他那天籁般悠远绵长的声线与《卷珠帘》的哀
婉凄切糅合在一起，声音震撼整个芝加哥千禧公
园，赢得了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叫好声，许
多观众们都情不自禁地走近前台，用手机记录下这
眼前的精彩时刻。芝加哥旗袍协会带来了精彩的《
旗袍风采》，美女们身着各式经典旗袍，在台上走
着猫步，风姿绰约，尽显妖娆...音乐会在《友谊地
久天长》那优美抒情的歌声中完满的落下了帷幕。

ICCCI合唱团团长苏湲女士表示 "我们能获得参
加这次活动的机会非常难得，再次感谢这次活动的
主办方能在第一时间就想到邀请我们合唱团，其他
许多团报名都没有被批准。说明我们这个团队还是
很有名气的！同时我们的演出能够得到国家一级指
挥的肯定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鼓励。我们非常荣幸
能有刘小笛这样高水平的指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提
高合唱水平。" 刘小笛指挥对团员们的辛勤努力也
给出了高度肯定和评价，她介绍说团员们在指挥的
精心调教下，不辞辛苦，顶着压力，对每一首歌，
每一乐句，甚至每个歌词都反复操练，力求精益求
精。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大家的汗水没有白流，

作 者 简 介 ： 许 子 翔
（Shawn Xu), 出生于中国
上海市，1999年随父母移民
美国。他现任职于印地安纳
大学医学院，从事电脑信息
技术管理和支持的工作。他
于2016年加入印城华夏合唱
团、舞龙队，他很高兴自己
能为中华文化在美国的发扬
和传承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
力。

ICCCI男生小合唱《伏尔加船夫曲》

奥运会冠军丁宁

告别刷手机时代
“刷脸时代”来临

在人们沉浸在手机支付所带来的便利时，马
云却已经让支付告别手机。北京时间2017年9月1
日，支付宝宣布在杭州进行首次商业试点 “刷脸
支付”。

如何使用刷脸支付？步骤十分简单：1.在点
餐机上点餐，进入支付页面，点击刷脸支付。2.
进行人脸识别，大约需要1-2秒。3。输入与账号
绑定的手机号码，即可支付。所有操作仅在在短
短十秒内完成。若首次使用该服务，开通支付宝
刷脸支付即可使用。

在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的时代，人们不禁问
道：刷脸支付真的安全吗？马云说道：支付宝的
新技术可以抵御各种攻击，不管是3D重建软件，
打印照片等，均可以精确识别。不仅如此，支付
宝的先进测试系统已通过辨别双胞胎，乃至四胞
胎的面部识别，可谓是非常霸气。

刷脸支付的成功商用意味着人们将不再束缚
于各项实质物体，比如手机，钱包，身份证，钥
匙。与此同时，火车票，登机牌，付款码都将添
加至你的面部识别。人机互交手段已经进入了一
个新的领域，从最早的电脑，至手机，人们就像
开启了一个又一个神秘宝藏。由此，我们可以预
见，刷脸支付作为一种全新的支付方式将重大改
变人类生活。据了解，刷脸支付将在上海，广
州，深圳，重庆，杭州等地陆续实行。

不用手机，靠脸吃饭的时代正在来临，你准
备好了吗？

(翻译： 图片：wwww.21so.com）

我们团在交流会上的表现非常优秀，技术水平和舞
台表演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体现出了一只高水平一
流艺术团体的素质，演出水平和专业团队有得一
拼！

本次中美音乐节吸引了中美各界观众近万人，音
乐厅内和外围的大草地上都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演出结束后有许多观众们意犹未尽，他们走近前
台，和演员们合影留念。有一位来自芝加哥的老华
侨张先生激动地和合唱团的团员们握手，他说自己
留美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精彩，这么激动人
心的爱国主义歌曲合唱，他深情地大声讲道"你们唱
得太好了，唱出了我们华人的志气，唱出了我们华
人的自豪，唱出了我们华人的感慨。你们的歌声激
起了我和我的家人们和你们一起唱的强烈冲动和愿
望。随着你们一起放声歌唱让我们觉得祖国离我们
很近！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很高兴！我们很自豪！"

笔者参加音乐节小感
周末在芝加哥著名的千喜公园Jay Pritzker音

乐厅参加了"文化中国-友谊地久天长"的合唱表演。
有好多来自中西部的合唱团体参加了演出，还见到
了著名指挥家Jeff Doebler和现在大红大紫的流行
歌星霍尊...说实话，本来以为是会有不少时间在芝
加哥游玩的，想不到所有时间几乎全用在了彩排和
表演上面。两天下来，感觉比上班还要辛苦，但是
却很有意义。在合唱曲"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响起
时..."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
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 那种无比明亮的大
调色彩，那种对祖国的深情，对祖国的爱，都在那
瞬间化作激情奔放的旋律线条，诉说着中华儿女无
论身在何方，都与祖国心心相连，心心相印的血脉
之情，唱得人激情澎湃，唱得人热血沸腾，唱得人
热泪盈眶！我已经离开祖国很多年，也早已可以熟
练地用英语高歌几曲。但是自己无论唱什么英文歌
曲，在心底里却很少有在唱这种中文经典歌曲时的
那种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无法控制的感动。
我想，这也许就是那种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刻进我
的骨髓中，那种人们所说的叫作"根"的东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