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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后，跟几家中国人一起到外地去
度假，期间又跟以前认识的小青年见面。他在
纽约大学读了本科，现在在伊利诺伊大学厄
本那-香槟分校读会计硕士。据他说，他这个
硕士项目里，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就有一百
三十多中国留学生。我们一听，大吃了一惊。
以为这是特例，毕竟会计是热门专业嘛。前几
天，一个女士来家做客，跟她闲聊。她说她做
数学教授的先生教了一门课，班里三十来个学
生里，只有三四个是来自美国本土或者其它国
家的，其余都是中国人。下课，问教授问题，
直接就用中文。数学应该不像工商类那样热
门，却也云集着中国留学生。看来，中国留学
生在美国大学的校园里真的已经在数量上独占
鳌头。

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学生和交换学者计
划”（SEVP）公布的2015国际学生统计报告，
截至2015年11月，中国留学生36万余人，大约
是十年前的五倍，占全部国际学生的31%，连
续六年蝉联冠军。中国人喜欢追求名牌，上大
学也一样，所以这36余万人并不是平均分布在
所有的大学里，而是集中在顶尖的大学里。

就 说 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厄 本 那 - 香 槟 分 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就有
5000多中国学生，在校区里随便一个地段，都
是成群结队的中国面孔。为了适应中国学生的
胃口，学生食堂里的米饭蒸煮方式都变革了，
不仅如此，还引进了中国人爱吃的白米。为了
讨好中国学生，该校还从2015年开始，把汉语
作为播报橄榄球比赛的语言之一。

印第安纳州的两所著名公立大学都是中国
学生追捧的美国大学，在全美中国学生数量排
行榜上，普渡大学排名第三，印第安纳大学布
鲁明顿分校排名第九（有4000多中国学生）。
披露这个排行榜的英文原文于2016年1月4号在
《外交政策》网站（foreignpolicy.com）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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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节周末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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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58-4291
           812-331-1270
邮箱:
chinesenewsbloomingtonin@
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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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艺术 

表，次日被中国日报翻译发表，并被大量转
载。文章中提到了中国学生数量众多的大学大
都会采用各种方式，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方
便。比如，普渡大学在中国学生没有离开中国
大门之前，就会为学生们对普渡校园的生活和
学习等等进行详细介绍。原文专门提到印第安
纳大学所属的布鲁明顿市开始发行中文报纸
《布鲁明时报》。这里的《布鲁明时报》就
是我们办的《布城周末》，英文名叫Blooming 
Times，故而直译为《布鲁明时报》。

A Chinese newspaper for Bloomington and surrounding area

闻名全美的脱口秀女演员Judy 
Gold将来到布鲁明顿，为你倾情献
出一场精彩的脱口秀，让你有一个
难忘的情人节周末。
时间：2月12-13日晚上8点到10:30； 
           2月14日晚8点
地点：The  Comedy Attic  
           123 S. Walnut St
联系电话：812-336-LAFF
票价：$18

本报布城发放点
Campus View
Kroger at College Mall Ave.
Marsh at E. Third St. and Kinser 
Pike
YMCA
奥博超市
榕城超市
槻美发厅
B-Town  International Market
舌尖上的中国餐馆
百味餐馆
荷院餐馆
美食林餐馆
一品轩餐馆
红餐馆
龙阁餐馆
Chow Bar餐馆
Mr. Hibachi餐馆
Young’s Hair
布鲁明顿公共图书馆
JCK亚洲潮流百货商店

文/长风   

（美国大学中国学生数量排行榜见第B3版 →） 

布鲁明顿一天内发生三起抢劫案

据布鲁明顿警方报道，1月27日，在二十小
时之内，分别在Aver’s Pizza（317 E. Winslow 
Road）、 Regions Bank（476 S. Liberty Drive）
和  McDonald’s（1919 S. Walnut Street）这三处
发生抢劫现金案。

■ 本地新闻
IU 失踪女学生 Lauren Spierer 案
出现新线索

2011年6月2日，IU女学生Lauren Spierer深夜
从酒吧回公寓的路上失踪。那以后，警方和民间
进行了长久的大范围的搜寻，始终找不到一点蛛
丝马迹。1月28日，FBI和警方搜查了Martinsville
附近一户人家，并宣布这次搜查跟Lauren Spierer
失踪案有关。嫌犯名叫Justin Wagers，曾经有过
多次性犯罪案底。

印大市中心中国buffet，3600
呎，150座位，无限停车场，
无限潜力，意者请面洽（812）
339-3388 

 

布鲁明顿市黑人历史月拉开帷幕
每一年的二月是布鲁明顿的黑人历史月，今

年的黑人历史月邀请了很多卓有成就的黑人诗
人、艺术家、音乐家到布鲁明顿来一起庆祝黑
人历史月。详情请见https://bloomington.in.gov/
bhm。

IU SPEA（公共环境事务学院）大
楼扩建

IU公共环境事务学院大楼扩建工程仪式于1
月26日举行。这项工程在原来SPEA大楼的基础
上进行，完工以后，该大楼将增加27,000平方英
尺。

IU商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联
合开设MBA项目

IU商学院和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强强合
作，联合开办MBA项目。该项目叫Joint Kelley-
Manchester Global MBA，主要采用网上授课形
式，外加在IU商学院和曼彻斯特商学院两个校
区完成某些项目和课程。获得这个学位，大约需
要$65,000的学费。

布鲁明顿商会支持印第安纳州扩大
民权

布鲁明顿商会于1月29日作出决议，要求印第
安纳州议会修改法律，使平等可以不基于性别身
份和性取向。该商会认为，只有这样，全州的经
商环境才会得到进一步改善。

I U 新 春 盛 大 联 欢 晚 会 就 要 来
临

每年新春，由印第安纳大学中国学生
学者联谊会（IUCSSA）精心打造的年度大
戏——印大春晚，都将伴随着辞旧迎新的
佳节而来！今年也不例外，2016印第安纳大
学猴年春晚将于2月12日（星期五）在高端
大气上档次的 IU Auditorium 与各位小伙伴
见面！作为IUCSSA多年来不变的承诺，我
们的春晚将依然坚持全免费的理念！免费
中餐自助，人手一个的红包，最动人的好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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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乡 播 国 粹 — — I U B 中 国 书
法社简介

七位元老成员于2011年十月在印第安
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建立IUB中国书法社，
发展至今已有超过三十位社内成员，五百
人以上的联系列表，与十五个以上的各类
组织合作，参与超过四十余次文化活动及
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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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截自FP网站。

免费交响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的指挥 Rani Calder

ón1972年生于以色列，通七门语
言，精于钢琴演奏和作曲。 
时间：2月10日晚上8点
地点：Musical Arts Center 
          205 S Jordan Ave
联系电话：812-855-98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