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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州大中国留学生
豪气买下两家超市

据《世界日报》报道，中国留学
生给全美各大学城带来的经济效应早
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密西根州
立大学（MSU）国际学生办公室更
有数据表示，在2012-2013学年给当
地经济贡献2亿4500万元的国际学生
中，超过半数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不
仅拥有买下新餐馆或KTV俱乐部的财
力，更推动住房市场的繁荣及奢华轿
车的销售。

东兰辛(EastLansing)的密西根州
大在2008年只有1298名中国留学生，
去年秋季则扩招到4419名，其中3499
人是本科生。他们通常来自有能力
每年负担5万多元海外留学费用的家
庭，还有部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远在
该金额之上。

买下学校附近一家KTV的27岁
企业家林奈刚（NaigangLin，音译）
说：“我看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有许
多富有的中国学生来到东兰辛，而且
人数逐年增长。”他的KTV位于一座
不起眼大楼的二层，虽无显眼招牌，
但总有大批中国留学生光顾，夜夜笙
歌。

东 兰 辛 的 房 地 产 经 纪 霍 夫 曼
（AaronHoffman）仅去年就向中国
留学生售出17套住宅和共有公寓。
换作十年前，他的“金主”还是南韩
人，如今整个国际学生的市场风云变
色。“生意就这样来到我面前，大量中国人涌入这座城市。”

当地的汽车销售市场也不例外。主营宾士、宝马和保时捷等豪车的经销商沙欣
（SteveShaheen）表示，他的每位员工平均每年向中国留学生出售80辆新车或二手车，绝大多
数在3万至5万元之间。沙欣说“他们在国内视德国豪华车为个性、安全及尊贵的象征，而且
这里的价格远比中国便宜。”

背井离乡的中国留学生也离不开熟悉的家乡菜。密西根州大的大一新生刘昭建
（ZhaojianLiu）来自广东，他经常为了爱吃的牛百叶四处寻找中餐馆。更有中国留学生看到
自己群体带来的商机。大二学生寇博文（Bowen Kou）不仅买下两家亚洲超市，还入股面包
店，打算在中国留学生大军不断进驻的当下，迎合需求，大展身手。

                                                   （图文来源：芝加哥侨学网）

来自中国的27岁企业家林奈刚(左)在密西根州立大学
附近买下一家KTV。

The Sixth Ping Pong Tournament 2014 
Fort Wayne Chinese Families & Friends 

Association-FWCFFA

When: 11:00 am--2:30pm. May 17, 2014 (Saturday) 
Where: Three Rivers Table Tennis Club at Messiah Lutheran 
Church
Address: 7211 Stellhorn Road  (US 37), Fort Wayne, IN  46835. 

Sponsorship: Fort Wayne Chinese Families & Friends Association 
(FWCFFA). Co-sponsored by: Three Rivers Table Tennis Club

Director: Zhanfu Duan and Shouchen Dun 
Head Coach: Jenning Li 
Committee: Zhanfu Duan, Tom Dannenfelser, Shouchen Dun, Jennign Li     
Registration: On site between 11:00 am to 11:30 am, May 17, 2014. 

Entry Fee: Free for members of FWCFFA ($2.00 donations for non-members)

Events: Men’s Single, Women’s Single, Children’s Single, Novice Single.

RULES: All standard table tennis rules will be followed. 
FORMAT: Group of 4-6 players play round robin. All matches are 3 out of 5, 11 point games. Head 
Coach will determine on site based on numbers of participants.

Contact: Jenning Li 260 418 9846 jenning92@yahoo.com or Zhanfu Duan 260 487 7098

Notes:
1.Top 3 winners in each event will have trophies and chocolates.
2.FWCFFA i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it does not have any fixed sources of income. Any amount 
of donations will be appreciated in supporting this event.
3.Age 17 and younger can register into children’s event.
4.Novice event. The purpose of this event is to encourage beginners to participate. And meantime to 
give a chance to new players to obtain trophies. (TRTTC rate over 850 and/or USATT rate over 900 not 
qualify. Anyone obtain any ping pong trophy in the past 5 years not qualify)    
Websites: www.fortwaynechinese.org ; www.trttc.org

东北同乡会春季野外烧烤通知
时间：六月一 日 星期日 中午11点

 地点：Eagle Creek Park，Shelter B
                         活动内容：自由活动，交友。
                         主食：烤肉，东北美食大聚餐  

欢迎东北老乡踊跃参加!
联系人：陈艳艳，317-363-9040

 yychen6051@hotmail.com 

2014年ICCCI理事会选举结束
 2014年5月11日下午，在ICCCI中文学校内

进行了2014年度ICCCI理事会选举。本次选举共
将产生3名理事会新成员，替换即将任满离职的3
名理事会成员。3名候选人分别是李林、曾庆强
和石立明，他们分别在投票之前发表了竞选演
说，并回答了台下选举人提出的问题。

随后与会者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显示，所
有三名候选人都获得了超过50％的支持率。以下
是三名新理事会成员简介：

李林：ICCCI中文学校学生家长、乐团成
员；

曾庆强：前ICCCI董事会成员。建立和维护
ICCCI网站，ICCCI重大活动视频制作者，并参
加了龙狮队活动；

石立明：从2012年起担任CCN董事会成员，自2013年起担任ICCCI中文学校安全主任。
本次选举秉着公开、透明的竞选方式，由来自不同领域的ICCCI成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负

责监票和计票工作。
理事会交接将在8月ICCCI中文学校2014秋季开学之际进行。
                                                                                                   （图文来源：ICCCI网站 ）

ICCCI主席叶明介绍三名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