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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ICCCI 会员公开信
ICCCI 2015-2016年理事长 、中文学校校长 卿科云

亲爱的ICCCI 全体会员们、朋友们、同胞们：
我叫卿科云，1995年初从中国湖南来到印第安那

州学习、工作和生活，一直定居在此。我第一次接触印
城华夏文化中心（ICCCI），是在1998年初的一个周五
晚上，经朋友介绍带儿子去中文学校看电影，同时参观
中文学校的中文教学。此后也断断续续地参加了中文学
校的一些活动。我们全家真正全身心地投入到ICCCI中
间是从2004年中文学校搬到Carmel高中来以后，离家里
很近，所以除了送女儿学中文以外，儿子女儿都加入了
舞蹈队，我加入了龙狮队，夫人也加入了秋歌舞蹈队。
每到周末，大家忙得不亦乐乎，似乎有找到了家的感
觉。此后由于来到印第安那的中国人越来越多，ICCCI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一个高潮。会员人数曾一度达到上
千人，中文学校学生一度曾达到400余人。从2007-2012
年，我自己也曾连续两届进入ICCCI服务团队和领导机
构——理事会，2015年又第三次被选举进入理事会，
自愿为ICCCI提供义务服务。我为ICCCI的发展感到骄
傲，也为自己的义务服务感到欣慰。

然而，在ICCCI的快速发展中，一系例问题也陆续
暴露出来了：会员来自五湖四海，人多嘴杂，相互之间
缺乏信任；干实事的人少，挑毛病的人多；规章制度
不健全，管理松散；服务团队频繁更换，工作缺乏连
续性；缺乏持续、稳定的经费来源；民主法制建设不到
位，广大会员们参与管理不积极（每年的选举投票率不
到20%），等等。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服务中难免会
发生某些疏忽、失误和意见冲突。但如果我们不尽快完
善各项规章制度，如果我们不能唤醒广大会员对ICCCI 
的关心、爱护和支持，从根本克服上述种种弊端，这样
的问题和矛盾难免不会周期性地集中发作。

同胞们，ICCCI是我们大家的精神家园，这里有你
我的故乡情结。每到周末，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中国语言
和文化，家长们在这里唱歌跳舞、打太极、传播中华文

化，老人们在这里聊
天、互诉故乡情怀。
而我们许许多多的义
工服务人员则在为大
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
的时间、精力和财力
（捐款）。我们不求
回报，但应该得到最
起码的理解和尊重！

俗话说“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
选 举 结 束 后 ， 我 马
上就要卸任ICCCI理事长和中文学校校长职务。但我永
远都是ICCCI的一名义工，永远会以不同的方式继续
为ICCCI服务。最近几年，除了在ICCCI服务以外，我
还在美国中西部最大的义工组织（United Way Central 
Indiana）的多民族委员会服务。我们自始至终遵循两个
基本原则：“义务无报酬、自愿无诉求”。ICCCI作为
一个非盈利性文化组织，是否也应该遵循这些基本原
则？值得我们大家深思。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有一句名
言：“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为你能做什
么，而要问你自己能为国做什么）。如果将国家缩小到
ICCCI, 这句话应该同样适用。我恳请大家扪心自问：
在期望ICCCI 能更好地为华人社区提供服务的同时，我
们自己能为ICCCI 奉献什么？

ICCCI从1995年成立至今已经二十余年了。毫无疑
问，ICCCI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如何克服各种
矛盾和问题，突破这个“瓶颈”，需要全体会员的智
慧，更需要全体会员的参与和无私付出。最后我衷心祝
愿ICCCI 能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发展壮大！

健 身 通 知
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运动的朋友们积极参与，运动项

目有佳木斯快乐舞步、小苹果、广场舞等。
地点：West Park  2700 W. 116th St  Carmel, IN 46032    
时间：周日下午4：30
联系人：陈艳艳    317-363-9040

（← 上接第1版）
去年的比赛中，年轻的赛车手

James Hinchcliffe 练车时不幸撞到围
墙，一根钢条穿透了他的赛车，又
穿透了他的大腿。当即，他失去了全
身一半的血。辛亏医护人员的现场急
救，他才得以生还。经过数月的康复
治疗，Hinchcliffe带领他的车队，重
归赛车场，感动了无数车迷，赢得了
众多粉丝。他不负众望，以出其不意
的换道技术，超过了 Ryan Hunter-
Reay、Joseph Newgarden 和 Townsend 
Bell等著名赛车手，赛出了时速230.76英
里的好成绩，首次赢得了领跑车位。

对于这样的结果，Hinchc l i f f e
说：“I came into this month hoping we’d 
have a new story to talk about after what 
happened last year and I think we did it, I 
can’t believe it, I’m honestly at a loss for 
words。”

另一位在2000年Indy500赛车中
不幸高位截瘫的印城赛车手，Sam 
Schmidt，也给印城人带来了惊喜。
他用头部把自己改装的赛车，开上了
Indy500的赛车道，并达到150英里的
时速，在场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Indy500是目前世界上观众容量最
大的单项体育赛事，可达40万人。正
如Hulman & Company总裁Mark Miles
所言：“Indy500全世界瞩目，独一无
二，所有看票售光正是这一体育盛事
经久不衰的最好说明。”

摄影：Richard Bryant

 

印城本周末活动信息表

CELEBRATE MEMORIAL WEEKEND DOWNTOWN

Start Memorial weekend Friday, May 27 at noon with the 500 Festival Memorial 
Service at the Indiana War Memorial. Stop by Georgia Street for Food Truck Friday. 
The IPL 500 Festival Parade is Saturday, May 28 at noon featuring Emma Stumpf, teen 
founder of Emma’s Art Cart, as grand marshal. See the 33 Indianapolis 500 starting 
drivers, costumed characters, floats, bands and giant balloons. Enjoy an Indians game, 
Mini Golf at the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Indianapolis Symphony Orchestra film 
series at Hilbert Circle Theatre and more this weekend!

ZOO FEATURES NATURE CONNECTS: ART WITH LEGO®  BRICKS

The Indianapolis Zoo’s new, limited-time exhibit, Nature Connects®: Art with 
LEGO® bricks, features 12 LEGO® brick sculptures that range from a polar bear and 
her cubs to a monarch butterfly on milkweed. See pieces throughout the Zoo’s outdoor 
garden, DeHaan Tiergarten. The exhibit is included with regular admission and will 
continue through Labor Day.

Simon Pagenaud 

赛车名手：Ryan Hunter-Reay 每年都为门票做贡献的Indy50忠粉

军演没通知 印州居民误当“末日” 打爆911
5月24日的凌晨，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一些居民经

历“世界末日”——四处都是爆炸声和枪声。慌乱的居
然打电话报警，得知竟然是军演！

据《世界日报》消息，马里昂郡（Marion County）
警方911报案中心指出，该中心于24日零时过后即涌入大
批报案电话。许多居民纷纷在社交网站上贴文，描述住
家附近发生的“异象”。

一名“玛丽”网友在脸书上写道：“有没有人知道
现在天空发生什么事？我们是否发生战争，怎么都没听
说？”另一名“法兰克”网友说：“我们遭到了诡异的
攻击。”也有一名网友说：“有没有人见到六架黑色直
升机超低空飞过该地区，以及听到爆炸声和枪声？”名
为“亚当斯”的网友甚至说：“我妹妹见到一架直升机

击落另一架直升机。”
警方很快证实，在印第安纳波利斯Beech Grove区

圣法兰西斯医院旧址附近出现的爆炸声和枪响，以及
军机飞越，都是军演的项目。

Beech Grove区警官梅库瑞（Robert Mercuri）表
示，警方事前曾挨家挨户通知居民有关这次的军演时
程，但仍有很多居民不在家而未收到通知。梅库瑞
说：“对于引发居民恐慌感到抱歉。”

据悉，约有100名美军在该地区进行城市战斗操
演，预定将持续一周。不过，梅库瑞指出，目前不清
楚军方是否会再至圣法兰西斯医院旧址，进行第二波
模拟突击。

                     （消息来源：《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