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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统的圣诞来了，身居西方的华人如
何过？按说，入乡随俗，华人应该跟本土美国
人一样庆祝圣诞。不过，事实却不完全是这
样。

不错，圣诞是一个节日，是个不用上班
的节日。所以，圣诞来了，首先意味着有了
假期，没有谁会对假期抗拒。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华人是庆祝圣诞的。华人们多半会早早地
计划着如何度过这段时光。如果是有孩子的家
庭，就更会多些心思，像西方人一样，给孩子
们买一点圣诞礼物，再在家里竖起圣诞树，在
屋外树梢间或是房顶上安装上灯饰。毕竟，孩
子是第二代移民，已经在身份认同上把自己当
成美国人。按照西方人的程式过圣诞主要是为
了孩子。

圣诞对应于春节，是个团圆的日子。华人
如果不是第二代之后，家庭结构大抵比较简
单，光是嫡传都很简单，更遑论三姑六婆各种
表亲，故而难现济济一堂之盛况。

华人中最常见的圣诞欢度方式是走出去。
在圣诞期间，迪斯尼、中美南美诸国旅游胜地
人潮涌动，如果碰巧到那些地方去，左近都是
亲切的普通话。《布城周末》的记者暗访了几
家华人，果然发现他们都要在圣诞期间走出
去。

周女士一家要到墨西哥的坎昆去，在包吃

■活动预告

《 布 城 周 末 》
诚 征 广 告 商

布城仅中国留学生人数
就近四千，消费需求高。欢
迎各行业服务人员通过本地
唯一的华人期刊将自己的信
息 广 而 告 之 。 联 系 方 式 如
下：

电话：812－558－6129
           812－331－1270
邮箱：

chinesenewsbloomingtonin@
gmail.com 

华 人 怎 样 过 圣 诞 ？

IU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招
聘猴年新春晚会主持人

◆《亚美导报》布鲁明顿版新
闻热线及征稿

如果你身边有奇闻轶事或活动
公告之类的新闻线索，如果你想用
文字记录生活感悟，欢迎联系我们。

本报诚向广大读者征稿，征稿
题材不限、体裁不限、字数不限。
稿件要求：文字流畅、条理清晰、
主题明确、描述客观。

（暂无稿费）

◆ 《亚美导报》布鲁明顿版咨
询信箱

如果你遇到法律、健康或其他
生 活 方 面 的 难 题 ， 欢 迎 给 我 们 邮
件，我们尽力利用报纸的平台，为
您咨询最专业的人士。

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812－558－6129
           812－331－1270
邮箱:
chinesenewsbloomingtonin@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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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艺术 

包住的海滩旅馆里度过一周快乐时
光。吹拂着海风、沙滩边逐浪、神
聊海吹、大吃大喝、打牌下棋将成为
假期的生活方式。周女士一家到那里
去，不是一家独游，同去的还有伊利
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印第安纳州的近
十家华人，规模不可谓不宏大，气势
不可谓不浩荡。到那里去的还有许许
多多的华人。华人网站《文学城》上
的旅游论坛里，最近讨论坎昆咋玩的
帖子很多，可以预见，在圣诞期间，
在坎昆的游客中，华人一定成群结
队。

坎昆跟拉斯维加斯有相似之处，
都是专门开辟出来的旅游胜地。所
以，圣诞到拉斯维加斯的华人也很
多。王先生一家就是其中一家。王先
生早就把路线安排好了，除了玩赌城，还要租
车就近看胡夫大坝，看大峡谷。之后，还再开
车去洛杉矶和圣地亚哥。

趁了圣诞出游，人们一般不会往北边跑，
北边天寒地冻，到那里只能找罪受。人们大抵
都到温暖的南方去。赵先生一家选择去坐游
轮，游轮在东边的加勒比海漫游。船上美食让
人眼花缭乱，由不得不敞开肚子胡吃海喝。不
过，游轮上有健身房，吃了可以去挥汗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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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U 中 国 学 生 学 者 联 谊 会 正 在
紧张筹备猴年新春晚会，其中重要
一项是招聘节目主持人。无论是个
人、学生社团还是华人团体，都欢
迎报名应聘。

报名时间：2015年12月6日至
                  12月31日
请联系微信号：zzt199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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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靠了某个岛屿，可以上岛观光，参加各种各样
的游乐项目。可以肯定，游轮上的游客中，如赵
先生一家的中国人一定一堆一堆的。

还有几家邀约一起去看南边田纳西州兰斯维
尔的冰雕，再往南去佛罗里达露营，过几天息影
山林的消闲日子。

圣诞来了，美国人回家，华人出游。

文/九皋

图片摘自网络

Frank Nick Hrisomalos医生于12月2日辞
世，享年86岁。他在布鲁明顿悬壶济世，救
人无数。两年前因为身患癌症，才被迫放下
心爱的工作。Frank Nick Hrisomalos医生是
第二代移民，其父母来自希腊。

Nick在多部影片中出演过，也出现在电
视的各档秀节目中。他出现在布鲁明顿，于
12月10日到12日期间在The Comedy Attic 为
粉丝们倾情出演。

连接布鲁明顿和Crane海军基地的69号
州际高速4号段开通，12月9日举行了竣工仪
式。这段一共27英里，将原先连接两地的距
离缩短了10英里。Crane海军基地有3000多
雇员，对梦露郡以及相邻地区的经济影响甚
大。

布城年度妇女的提名活动正在进
行中

布城一年一度的年度妇女不久就要宣布，
现在正在提名阶段。评选年度妇女旨在为女性
提供正面的榜样。获得年度妇女这一称号的妇
女应该是通过社区服务或者职业成就为改善妇
女的生活品质而作出贡献的女性。

Frank Nick Hrisomalos医生辞
世

The Krampus 之夜欢乐举行

The Krampus 是传说中出现在圣诞节前后的
怪兽，陪同圣诞老人一同来给孩子发糖果，不过
The Krampus 是来惩戒不乖的孩子的。现在很多
地方都已经忘记了Krampus，但布鲁明顿没有，
每年12月都会有一个夜晚举行Krampus登场的活
动。今年12月5日星期六之夜，布鲁明顿在市中
心举办了这个活动，场面火爆，欢天喜地。

69号州际高速4号段开通

IU董事会举行例会
12月3日，IU董事会举行例会，讨论了几

项工程和设计方案，并听取了关于校园安全的
报告。布鲁明顿校园今年一共有252起各种违
法行为发生，其中120起是性暴力事件。

脱口秀大咖Nick来布城表演

■ 本地新闻

IU学生Joseph Smedley的死因被
警方判定为自杀

IU学生Joseph Smedley 的尸体于10月2日在
Lake Griffy被发现，死因一度不明。12月5日，
警方通过尸检，以酒精含量报告为依据，断定
死者属于自杀。

梦路郡还有印第安纳土著后裔

欢迎叙利亚难民的游行发生

自从叙利亚内战发生以来，叙利亚数以万
计的难民逃奔世界各地。美国联邦政府宣布了
接纳叙利亚难民的计划，但有二十几个州政府
以反恐为名反对，印第安纳是其中之一。12月5
日，布城若干叙利亚裔美国人和其它族裔发起
了主旨为支持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游行。 在布鲁明顿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城

叫Stinesville，那里还有硕果仅存的印第安人后
裔。当地人Christopher Headdy就是这样一个
印第安土著后裔。据他回忆，他12岁的时候，
他奶奶给了他一件礼物，那是一床棉被，上面
有印第安酋长带领迈阿密部落跟欧罗巴人战斗
的画面。根据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印第安
纳州的迈阿密等等部落都必须向西迁移。而有
的印第安人却隐藏身份，继续在印第安纳顽强
生息下来。Headdy夫妇花了很多心血，对梦路
郡西北部的好多曾经的印第安人遗址进行了考
证，并找到了好几户有同样源头的印第安人后
裔。

IU下一届校长的招聘程序将于
2020年启动

IU现任校长Michael McRobbie的合同于
2020年6月到期，因为IU建校两世纪目标届
时还未完成，故IU董事会决定给予现任校长
的任期合同再续一年。招聘下一届校长的工
作将于2020年启动。

跟圣诞老人照相

圣诞老人将会来到布鲁明顿市
中心的Fountain Square下层，欢迎跟
他老人家合影，每张照片只收5刀。

时间：12月19日12 - 4 pm
           12月24日10am - 4 pm

泊车位的计时器正好把我付费的半小时用完，就是说这个会议只开了
半小时，而我从此一年可以少交700美元的税款。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生怕卖房的时候，买方会把官方的估价当成依据来砍价。……

当年那么声色俱厉的严格制度，那些被揭发的血腥故事，如今改国策
了，怎么才能给国人、世人一个说得通的解释呢？怎么把国家政权一贯正
确这事给继续讲下去呢？怎么说通这个情势变更原则？好处是，至少在大
陆范围内，还只有自己的喉舌有声音，可以在报上、电视上说话。……

人民政府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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