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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美食节：7月9日登场
第34届芝加哥美食节（Taste of Chicago）将于7月9

日至13日在市中心格兰公园（Grant Park）登场，作为全
美规模最大的户外美食节，这场美食、音乐与欢乐的盛
会，预期将吸引150万人次的客流。

烤排骨、炸虾、热狗、披萨饼、意大利香肠、伊
莱蛋糕、大火鸡腿，今年将有66家餐饮店参加，除了
罗宾逊#1排骨（Robinson #1 Rib）、伊莱蛋糕（Eli 
Cheesecake）、Billy Goat 这些年年参加的老牌名店外，
今年还有提供香薰鳄鱼肉香肠的Chicago’s Dog House， 
以牛蛙腿、炸虾、炸鱼片的Lawrence’s Fisheries 等新加
入的餐厅。此外，今年美食节还有众多美食餐车（Food 
Truck），以及非全程参与的餐厅（Pop-Up），在美食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华人世界》栏目征稿启事
尊敬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    

《华人世界》栏目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唯一一档
宣传海外华人的栏目。多年来一直以宣传全球华人，服务全球华
人为己任。为加强与全球华语媒体的协作，提高对海外华人的服
务性，2014年6月9日，《华人世界》栏目全新改版，在原有20分
钟“华人故事”的基础上，新增10分钟“全球华人资讯”板块，
专门报道全球华人的最新动态，梳理与全球华人有关的新闻资
讯，周一至周五在中文国际频道的亚洲版、美洲版、欧洲版三版
播出。新版《华人世界》将更好地展现全球华人的生活现状及精
神风貌，搭建一个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华人共享
的信息平台。

目前，《华人世界》最新改版节目已经播出，登陆央视网站
即可收看。

全球共有25000余家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每一家侨团都对团结
当地华人，服务当地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本地社区拥有
庞大的社会资源和人脉，不仅是我们《华人世界》宣传报道的对
象，也是我们事业上最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恳请能够与各海外华
侨华人社团积极合作，共同为全球华人服务。现向各海外华侨华
人社团征稿，希望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各侨团最新的活动信息，并
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实现视频、图文互通，
定向采访等合作项目。《华人世界》将为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提
供播出平台，将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举办的各类重大活动及各项公
益事业推广到全球，实现合作共赢。

《全球华人资讯》内容要求如下：
1、与海外华人和侨界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
2、维护华人在海外权益、争取华人社会利益的新闻资讯。
3、海外华人华侨关心的热点话题或新闻。
4、海外华人为住在国做出贡献，服务当地社会的新闻、资

讯。
5、海外华人在当地取得的杰出成就或获得当地政府、民众肯

定的好人好事。
6、海外华人关心的侨务政策、签证规定以及领事保护等方面

的需求。

稿件格式要求：
视 频 ： 压 缩 为 M P 4 、 M O V 、 M P E G 等 格 式 （ 高 分 辨 率

1920*1080；或低分辨720*486、720*576）。
图片：像素不低于720*576，最好为1920*1080。
文字：文稿、唱词、台本都可以。                              
说明: 为确保新闻的真实性，以及政治的正面影响性，所传

文件需同时发送中国侨联和中央电视台，以便尽快审核，及时发
布。

稿件接收方式：
稿件主送国际频道E-mail：2996755715@qq.com 
同时抄送中国侨联Email:  Jacques1204@126.com
传真：86-10-85068128（央视）；
           86-10-59957511（中国侨联）
电话：86-10-85068347（央视）；
           86-10-59957512（中国侨联）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中央电视台新址总部大楼 
         《华人世界》栏目
邮编：100022

中国侨联联络人微信号：153967395
微信公众平台：CCTV华人世界（cctvhrsj）
新浪微博名称：CCTV华人世界
《华人世界》官方网站链接：http : //cc tv . cn tv . cn/ lm/

huarenshijie/

节上提供墨西哥、韩国、巴西等世界各地的风味美食。
除了大众化美食外，美食节还将邀请Art Smith，Andrew 

Zimmerman，Paul Virant 等名厨现场为VIP食客烹饪佳
肴，名厨美食品尝活动（Pure Leaf Celebrity Chef du Jour）
需要提前买票，票价为每人$45，就餐环境将在有桌椅、
空调的大棚内。

本届美食节举办地点为市中心格兰公园（Gran t 
Park，Jackson & Columbus，Chicago, IL 60602），7月9日
至11日的开放时间为上午11时至晚9时。7月12日至13日为
上午10时至晚9时。美食节免费入场，购买美食的联票价
格为12张$8.5。美食节期间客流众多，民众前往请尽量使
用公共交通。                      （来源：芝加哥侨学网）

留美博士次永飞残杀前女友  获刑46年
前伊州大学香槟城分校（UIUC）中国留学生次永

飞（Yonfei Ci）因感情纠葛残杀前女友黄梦尘一案，6月
18日宣判：现年30岁的次永飞被判46年监禁。今年5月，
次已对杀害25岁前女友黄梦尘的犯罪事实向法庭认罪。

次永飞是UIUC数学系博士毕业生，受害人黄梦尘
为UIUC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二人均来自江苏南京，
并曾有过恋情，但最终分手。当时已在罗德岛州布郎大
学修课的次永飞，在得知黄梦尘已有新男友后，特别赶
回伊州香槟城，于2013年9月27日闯入黄梦尘的公寓， 
将前女友割喉杀害。案发时，黄梦尘的室友被锁进浴
室，后来逃出公寓呼救。

次永飞在案发当天落网，并被控“一级谋杀、非法
入侵、绑架”三项罪名。2013年10月，伊州香槟郡法院
就此案进行初审，次永飞不认罪。但在今年5月，次永飞

向法庭认罪，并表示他自己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2014年6月18日，法庭正式判决次永飞入狱46年。

据NBC电视台报道，在宣判之前，法庭宣读了来自受害
人父母的一封信，黄梦尘的父母在这封信中，将次永飞
称为“十足的自恋狂”，并利用了自己女儿一颗善良的
心。在法庭上，次永飞表示，他无法想像受害人父母所
经历的痛苦。

2013年9月在此案发生后，据社交媒体中的知情网
友反映，遇害人在半个月前提出和她的男朋友次永飞分
手。不少网友表示遇害人是他们高中时的同学或认识遇
害人，他们纷纷表示，遇害人学业优秀，待人友善，得
知此消息感到非常痛心和难过。案发后，遇害人黄梦尘
的遗体在当地火化，由父母带回中国。 

                                      （来源：芝加哥侨学网）

IACA Telamon 奖学金
Telamon Corporation, founded by Mr. Albert Chen in 1985, 

is headquartered in Carmel, Indiana with 500+ employees, six 
branch offices across North America and multiple locations in 
China. Telamon is a technology company providing product 
service life cycle and business solutions to their customers.  
In appreciation of the support received from the community, 
Telamon has sponsored a high school scholarship program for 
IACA members since 1994.  In 2012, IACA, with the continuous 
generosity of Mr. Chen, IACA has expanded the scholarship 
program to include all students in grades 6 through 12 who are 
residents of Indiana.   IACA (India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administers the IACA Telamon Scholarship.

The purposes of the scholarship are:
1. To initiate an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nurture young 

Chinese-Americans to become leaders in promoting Chinese 
heritage as well as valuable US citizens

2. To engage Indiana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n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wards:
High school applica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in a 

scholarship of up to $500
Middle school applica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win prizes.

Who may apply: Applicant must meet one of the 
categories below:

Student of an IACA family who has just completed grade 
9-12

Student who is an Indiana resident and interested in 
China and issues relating to Chinese Americans, who has just 
completed grade 9-12

Chinese American student, or a student of an IACA family 
who has just completed grade 6-8

Deadline:
All application material must be Email date stamped or 

postmarked by July 15, 2014.

Award information:
Winners will be announced by July 24, 2014. The committee 

is planning to award the scholarships and prizes at a special 
awards ceremony on August 3, 2014.  Details will follow.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cholarship or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contact Eileen Tsai at 510-290-7666

E-mail or mail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essay and 
community service record to: eileen.tsai@mmm.com

                                       
                                               ( Source: ICCC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