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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貶值 各國議論紛紛

中國突然改變匯率管控政策，允許人民
幣連續三日狂跌，總共達4%，引發全球
媒體關注。
路透社評論稱，人民幣大幅貶值打響了
「新一輪貨幣戰爭的大炮」。不過，評
論也同時指出，其實除美國和英國外，
日本已經連續數年以及最近歐盟開始的
量化寬鬆政策，均旨在降低匯率，刺激
出口和經濟增長，因此北京此舉也並非
唯一罪魁。
《華盛頓郵報》分析認為，人民幣被允
許更多幅度波動，給長期指責北京「操
縱」匯率的很多華盛頓政客出了難題： 
很多美國政客長期指責人民幣匯率被「
人為操縱」，應該「引入更多市場機
制」，允許人民幣「升值」； 而如今面
臨經濟放緩，允許更多市場機制的直接
結果卻是人民幣大跌。
英國《每日電訊報》在題為「中國人民
幣的金牌手」的分析文章中指出，北京
允許人民幣每日匯率在更大程度上隨市
場力量浮動的決定，一方面可以刺激國
內經濟，一方面也可以有助於為人民幣
已經可以國際化的論點增加論據。
德國和法國媒體在報道人民幣匯率較大
幅度下滑的消息時，突出分析報道了德
國寶馬車和法國路易威登等奢華商品
為何在中國市場必將進一步受到嚴重衝
擊。
不少亞洲國家媒體也擔心，人民幣加入
周邊國家貨幣貶值行列之後，會對周邊
出口型經濟國家的經濟構成「擠壓」態
勢，可能會進一步引發國際矛盾。

天津倉庫爆炸，死傷數百

天津港國際物流中心區域瑞海物流公司
的危險品倉庫在周三（8月12日）晚間
發生爆炸，截至周四中午已造成至少44
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消防人員，並有
30多名消防人員在救火行動中失聯。
報道說，滅火過程中發生2次爆炸導致
部分現場人員被困，現正在全力搜救被
困人員。
新京報記者現場報道，在爆炸中心，有

7-8輛消防車被炸毀。在被炸毀的消防車
附近，消防人員正在搬運隊友屍體，至
少3具被燒焦的屍體被抬走。隨後被送
往附近泰達醫院，直接送進了太平間。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對天津濱海新區危險
品倉庫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盡
快控制、消除火情，全力救治傷員，確
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報導稱朝鮮副總理被槍決

金正恩又處決了一名高官。
據說，朝鮮以崔英健沒有取得工作成果
為由槍決了他。
今年63歲的崔英健曾在2005年6月韓朝
舉行部長級會談時，作為朝方代表訪問
過首爾。

他還擔任過韓朝經濟合作推進委員會朝
方委員長，2004年他參加了朝韓合作項
目開城工業園區的開工典禮儀式。
據韓國統一部的文字消息稱，崔英健大
約有八個月沒有公開露面，韓國統一部
稱，他們正在密切關注有關情況。

共和黨參選人川普
言辭刻薄 刀槍不入

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言辭刻薄，竟然
膽敢與女主播針鋒相對之被抨擊歧視女
性吃。但是他刀槍不入，仍然遙遙領先
對手，讓黨內大老莫可奈何。
在共和黨17位參選人中，川普獲得24%
共和黨選民的支持。連最接近他的對
手、布希僅獲得12%支持。
華盛頓郵報指出，共和黨人或許以黨內
終會選出一位真正候選人，但是川普流
彈四射，把一個族群一個族群都得罪光
後，共和黨的形象將連帶受損，大選吃
力。

喜萊莉提大學補助計劃
 

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喜萊莉‧柯林頓10日
提出計劃，主張施行總額3500億元的計
畫，讓青年學子有能力上大學，並減輕
學生貸款的沉重負擔。
根據她的計畫，退伍軍人、低收入學
生、曾參加美國工作團等全國服務計
畫的人，可以免學費。其他學生需按家
庭能力支付學雜費，學生也必須工讀，
而大多數人唸完四年制公立大學不必負
債。
依照她的計畫，現有學生貸款的人，
可重辦貸款降低利率。喜萊莉的助理
宣稱，有2500萬人在整個貸款期可平均
節省2000元。這相當於10年償還期每個
月節省大約17元。她也將擴大計畫，讓
每個人每個月的償付金額不超過所得
的10%，20年後尚未還清的債務全部勾
銷。
為了抵銷這項計畫的成本，她主張把富
裕家庭報稅時的逐項列舉扣減額限制在
所得的28%內。財政部估計這種做法在
未來10年可增加6000多億元稅收。
前佛州州長傑布‧布希也說，這種建議
會更加提高大學費用，把負擔轉移給辛
苦工作的納稅人。

國務卿克里：中國和俄羅斯
「很可能」在看我的電郵

克里在電視新聞節目訪問中回答主持人
關於他是否認為中、俄在讀取他的電郵
時說：「答案是，非常有可能。」
「這不是……完全超乎可能性的事情，
而我們知道他們在過去幾天就攻擊了一
系列美國的機構」
中美兩國曾在6月就網絡安全等問題的
「行為凖則」達成一致。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引述一名匿
名的美國情報官員指，中國網絡間諜入
侵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和貿易事務高層
官員的「個人郵箱」，並指這些行為至
少可追溯至2010年4月。

　　  (傅竹生 整理）

IUPUI中文学校开学通知
        
IUPUI中文学校属于印第安纳大学人文学院世界

语言文化系。以教授中国语言、传播中国文化为宗
旨，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面向
全市孩子招生，不论年龄、文化背景和语言能力，
为所有学生提供上乘的办学特色和良好的学习环
境。具备专业背景且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团队和寓
教于乐，趣味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学有所得，学
有所用，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秋季开学时间：2015年8月16日
上课时间：周日下午1-4点
上课地点：723 W. Michigan St, Indianapolis, IN 

46202 （IUPUI SL Building）
学校网址： IUPUI Chinese School http://www.iupui.

edu/~chinese1/
低龄学童： 中文/英文分班教学， 师生比例低于

1：10而保证每个学童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材施教。
高中学生： High school foreign language credit, 

certificates and AP class available
教材：本校使用专为海外中国孩子量身编写的双

双中文教材, 中国国家汉办规划教材 （北京大学出
版社）。课本配有CD和加强练习册，让孩子在趣味
语言的海洋里遨游。

教学设施：IUPUI提供
兴趣班：中文课后，我校为学生开设舞蹈/体

操，画画， 唱歌，国际象棋等多样兴趣班，专业老
师授课，形式多彩多样，为孩子健康全面成长提供
上乘的服务。

学期活动安排：第一学期期终时，全校将举行中
文文艺表演。第二学期期中时，将有故事大赛及每
年一度的全校师生家人大团圆的野外聚餐。

本校不仅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播，也为中
西方文化交流提供平台，免费教授不会讲英语的家
长日常用语，包括考驾照考公民要求懂的英语。由
于地处印地市中心IUPUI校园内，学生上课时，家
长可以参加健身班，或办公购物，一举多得! 请记
住我们的开课时间，速来加入我们IUPUI中文学校
吧，相信你和您的孩子都有不同的收获！

印城华人基督教会
中文学校招生

(2015-2016 学年）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周日学校，自

1982年成立至今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一直致
力于中文教学和中华文化的推广，以及每月有一
小时的《圣经》课程。

办学特色：
班级设置从Pre-K,K,L1到高中。
毕业班开设中文AP和SAT课程。
设有儿童合唱班，学唱中文歌曲。
每年举行一次讲故事比赛和作文比赛。
推广中华文化，欢庆中秋佳节和春节等中国

传统节日。
新学期将于八月十六日正式开学, 上课时间为

每周日下午 2:00- 4:00, 上课地点在印城华人教会
3405 E 116 Street, Carmel, IN 46033。学校课间休息
时学生们不仅可以享用小点心及饮料，还可参与
棋类，跳绳，抖空竹，打篮球，踢毽子，写书法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办学条件优越，课间
活动场地开阔安全。师资力量雄厚，采用多媒体
教学，教学丰富灵活，给孩子们创造轻松愉快的
学习环境。

     
欢迎您登陆学校网站http://indychinesechurch.

org/children/chineseschool进一步了解我们。欢迎您
报名参加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如有任何问题
请与李宏联络。

  Email ：csccci@indychinesechurch.org.

ICCCI中文学校招聘教师
   印城华夏文化中心中文学校 (ICCCI Chinese 

School ) 是以传授中华语言和文化为宗旨, 面向所有
华人移民子女和中华文化爱好者的业余教育机构，
也是非赢利性的公益组织。 学校创建于1995年,目
前已经发展为印州最大的华人中文学校。 学校目前
面向社区，招募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的中文教师。感
兴趣者请尽快将个人简历发到校长 Michael Ma 的信
箱： michaelma10611@gmail.com. 我们优先考虑8月1
日之前收到的简历。

时即初秋 医师协会 烧烤聚会
立秋之即，风吹

身爽。印州中国医生
协会在Eagle Creeks 公
园召开了一年一度的
户外野餐烧烤聚会。
当任主席孙杨大夫致
辞简述我们一贯服务
社区，联谊同仁的办
会宗旨。之后各位大
夫们及家庭籍美食，
交谈，及游戏，展开
融洽合谐的联欢。同
欢一聚，共展未来。

Sat. Sept. 12, 2015  
Noon - 6: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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