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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SAPA Midwest 美国中西部

SAPA and Yao Yuan Present 

New Drug Discovery 
in China 2013 

April 21, 2013  (9:00 AM-4:00 PM) Sunday Before Bio 2013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cCormick Tribune Campus Center 
3201 S. State St, Chicago, IL 60616 

www.sapaweb.org www.yypharm.org 
E-mail: yy@yypharm.org 
Tel. 847-739-6251 

E-mail: sapamidwest@yahoo.com  
Tel. 317-504-6592 

On Site Career Fair/Exhibitions 

Featured Speakers: 
•David Shen, Ph.D, Vice President, Global Head of Biologics Development, 
  Head of Teva-Lonza Joint Venture, Teva Pharmaceutical 
•Shaoxiong Chen, Executive President, Shanghai Biopharmaceutics Industry 
 Association  
•Mingde Xia, Ph.D, Sr. Director, 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Center, 
 Shanghai 
•Peng Wang, Ph.D, CSO, Simcere Pharmaceutical Group 
•Mike Liu, Head of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Jiangsu Hengrui Medicine 
•Michiel Ultee, Ph.D, CSO, Laureate Biopharmaceutical Services, Inc. 
•Boping Ye, Ph.D, Ex-Deputy Dean,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321 Plan Advisor 
•John Yu, CEO of CGeneTech Suzhou 
•Qiongyao Wang, President of Qianjin Pharmaceutical 
•Chen Chen, PhD, CEO of Sundia MediTech 

China Delegation for 2013 Bio  
This conference will serve as a platform to 
foster the inter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among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s with 
peers from China. 
 
A China Delegation for 2013 Bio will attend 
this event, including all the major industrial 
parks or developmental zones, along with 
some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China 
companies will showcase their efforts and 
packages in attracting oversea talents and 
provide ideal environments for entrepreneurs.  

http://www.sapaweb.org/2013/registration_midwest.html 
Registration Link --   

文／本报记者 宋拓

团队简介：
“台北市立体育学院文化艺术队”2005年创立，初期招收扯铃、跳绳、毽子及竞技啦啦队等

专长学生，后扩大招生范围，将杂耍及特技专长学生纳入，现有团员约50名，经常受邀参与海内
外活动。

该团曾担任侨务委员会97年四海同心联欢大会、95年总统府双十国庆大会、道奇队访台等重
要活动之演出团队，并曾获邀赴纽约林肯中心、瑞士演艺厅、德国电视台演出，演出融合台湾传
统及现代多元文化，广获好评。

 该团曾获2011年日本国际杂技大赛女子个人/团体金牌、瑞士国际马戏大赛金奖第一名、观众
票选第一名、电视台大奖等奖项，将台湾结合创意发展的杂技艺术推向国际，成绩斐然。

 

Saturday, April 27, 2013 
9AM – 2PM

Ruth Lilly Learning Center
Riley Hospital at IU Health

705 Riley Hospital Drive
Indianapolis, IN 46202

Asian American Alliance invites 
YOU to join us for the annual

Retreat for Asian Youth

RAY is 
FREE of 
charge 

and 
designed 
with YOU 
in mind. 

Limited spaces are available, so hurry and 
register online today at www.aaalliance.org. 

The deadline to apply is April 21.

– Interact with other Asian students
– Explore identity and culture
– Network with Asian American professionals 
– Listen to the experiences of Asian American
   leaders
–  Past participants look forward to a whole new
 experience!

– Unleash Your Potential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upal Thanawala at  rthanawala@yahoo.com 
          or John Huang at jzh1998@yahoo.com.

Learn more at
Facebook.com/
RetreatForAsianYouth
&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expectations 
with us!

     Special thanks to our event sponsors

Eligibility: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Indiana of
Asian heritage

Asian American Alliance awards multiple Asian    
American Leadership Scholarships. Deadline is   
April 30. It is open to Asian American High School 
 students. Apply online www.aaalliance .org.

成 长 的 仪 式 ： 带 着 尊 严 和 感 恩 走 向 未 来

接 到 主 编 电 话 ， 说 要 我 去 报 道
Carmel High School的毕业晚宴。先是
晚宴这个词让我激动了一下。在国内，
我把这种类似的活动叫毕业聚餐。先不
咬文嚼字了，但“晚宴”这词儿于我而
言，总听着高级了那么一点点，洋气了
那么一些些。我决定，为了这“晚宴”
换上一套正装，添一些淡妆，踩了一双
买来从没穿过的小高跟，我去“赴宴”
了。（新鞋磨脚让我当晚很闹心。）

一路上，听着主编介绍这是一个
非常牛的学校，有好多非常牛的学生。
这些学生中还有很多来自华人家庭。然
而，这并没有燃起我的采访兴趣。以中
国家长的push程度及中国学生的刻苦程
度，我想着，这算不上什么石破惊天的
新闻吧。我一边想像着宴会会遇见什么
采访对象，该怎么提问，一边居然有些
紧张起来。大概是因为我很少正儿八经
地参加什么仪式，也很少穿这么正儿八
经的衣服，不自在了。

终于到了。我们到场时，宴会厅里
已经座无虚席开吃了。由于我是记者身
份出席，是不包括晚餐的，我有点怨念
地站在门外往里窥视，心想：“各位加
油吃，你们吃完我要进去工作的，早点
儿结束，早收工回家啊！”其实，透过
门缝看那几眼，我就觉察到了不一样。
和我以往参加的中国式聚餐不同，可以
听到交谈声、杯盘刀叉碰撞声，却还是
让人感到一种低沉的安静。我敢确认的
是，那里面肯定没有人在吆喝着劝别人
喝白酒。

经过引荐，我被一对华人夫妇带
进了宴会厅。一进门的排场让我感到惊

讶。差不多十人一桌，一个宴会厅满满
地装了快五十桌。也就是说，刚才我在
门口听见的低沉的安静，是五百多个人
在用餐的声音。这阵势也像极了国内的
婚宴，不同的是今晚“消音”了。没有
背景音乐，没有人声吵杂。我进去时，
晚餐刚结束，服务员在忙着收拾餐具，
每桌的人都在低声寒暄。宴会厅正中
间，司仪在摆弄话筒，准备开始正式流
程。

我心想，这样的顺序倒是科学。
在国内，总要饿着肚子听别人讲话，
这里起码可以吃饱喝足了，听起发言来
更专注。带我进来的华人夫妇的女儿
Melinda，也是毕业生中的一员，她就是
主编在路上给我介绍的同时被四所世界
名校录取的状元。台上主持人开始说话
了，她朝我微微一笑，示意等宴会结束
了再聊。我被这个温暖的一笑打动了。
心想，同样姓宋，这个小妹妹真不简
单，小小年纪就要思索着：“上哈佛好
呢？还是斯坦福好呢？还是麻省理工好
呢？还是普林斯顿大学好呢？”而我今
天早上还在想：“早饭吃水饺好呢？还
是喝牛奶好呢？”自愧不如。

台下的目光都聚集在了前方不算
大的演讲台上。也只有我的目光，在整
个屋子里扫荡。大家都穿得正式得体。
高一的小孩，都是西装革履。我手里翻
着活动流程，看到有校长讲话、校友讲
话及嘉宾讲话，一时间把我拉回了高中
时期听校长和训导主任大会发言报告的
噩梦。校长上台了：“首先，让我们感
谢……”听到这句我想，中美教育的
差距不大，我的高中校长也是这样开场

的。“让我们感谢今晚为我们服务的
所有酒店工作人员。没有他们的服务，
我们也不能享用美味的食物，还有这样
光洁明亮的场所。”那一瞬间，我几乎
怀疑我的英语听力了。校长接着解释
到：“我们要先感谢服务员们，因为他
们是今晚为我们付出劳动的人。当然，
我们还要感谢，长时间为我们付出劳动
的人们，那就是每一位家长、老师。”
发言不到五分钟，校长就把话筒还给了
主持人。

其后，几位荣誉校友发言，精彩的
话不断。我听着、乐着，突然意识到一
个事情。在我的高中，都是校领导们坐
着，学生们站着听大会的。今天，是反
过来的。

再接着，是一位女士嘉宾发言，她
看着很严肃，又也很有学问的样子。她
说：“今晚，我们在这里纪念成功、庆
祝成功。那什么是成功呢？”接着她引
用了很多名人名言说什么是成功，结论
是亮点：“常常有人把成功和失败放在
一起说，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成功
的反面就是失败。其实不然，成功的定
义有千千万万种。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热爱自己所做的并相信自己所做
的，我们都是成功的。没有人失败。”
非常励志，且简短。

Carmel高中有一项传统，每个优
秀毕业生以提名的方式，为心中的最
优秀的老师投上一票。由校长宣读名
单，被提名的老师会接受学生的拥抱。
一些学生还准备了鲜花和礼物，场面
很感人。35位学生提名了来自各个学科
的32位老师。校长宣读完名单后，接着

说：“我很高兴地看到，学生们的选票
这么平均。这说明了学生的兴趣是很广
泛的，也说明我们的老师很优秀，难分
伯仲。”

最精彩的部分是36位高中毕业生
的毕业感言。每一个人上台都神采奕
奕，他们的发言幽默、自信。一个男孩
子，上来就抱怨家长做的饭菜不好吃，
还开玩笑说：“如果妈妈厨艺能进步一
些，我说不定能考上更好地大学。”一
个身材娇小的华裔女孩上台说：“我还
记得四年前，我就坐在这个宴会厅的那
个角落里，听着当时的毕业生讲话。
我当时还想着，如果是自己在台上该讲
些什么。转眼四年就过去了，我站在了
台上，却没有准备好发言。”她笑着
说：“老师说得太对了，拖延症是很不
好的习惯。”一个有点胆怯的男孩，上
台手扶着话筒半天没开腔，终于深吸一
口气，说：“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
次参加优秀高中生晚宴。四年了，我的
梦想终于实现了。”然后淘气地一笑。
一个华裔男孩，自信满满，他说：
“什么事情都要勇于尝试，nothing is 
impossible，即便impossible里都藏着Im-
possible（我是可能的）。”一个口才很
好的印度小男孩，上台就给学弟学妹们
传授起经验，哪个老师好，哪些课必选
之类的。当所有人都讲完之后，他又被
校长请上台来。我以为是他没有尽兴，
没想到他说：“爸妈，对不起！我刚才
太激动了，忘记感谢你们了。我真的很
爱你们。”台下捧腹大笑。

精彩的话太多，除了发言的内容，
更让我动容的是这些高中生的姿态。

从他们自信灿烂的笑容中，可以看见未
来。很遗憾，在我的高中记忆力，我没
有这样的体验。那些年，每个学期都是
以一张贴在黑板上的成绩单结束的。从
学生姓名，到成绩，到名次，赤裸裸地
暴露在那里，好像被扒光衣服给人参观
一样，让人不自在。高中毕业时，印象
最深的是在操场上，伴着校长慷慨激昂
的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所有学生暴晒
着等着鼓掌，迫切地想回到教室争分夺
秒地学习，无心聆听。记忆中，我手里
貌似攥着一本英语单词书，至于校长说
了什么，我全然不知。

这一夜的晚宴，给我补上了一场
“高中毕业典礼”。从拥有一套像样的
礼服，到学会社交礼仪，学会专注聆
听，学会感恩他人，学会幽默阳光，学
会侃侃而谈。我的思考是，成长需要这
样的仪式。仪式的存在能让成长更有尊
严，更有分量，更有方向。 

— — 谈 谈 我 看 见 的 美 国 高 中 毕 业 晚 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