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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洽商重返中国市场

据知情人士透露，谷歌(Google Inc.)
正与中国政府和手机制造商洽商在当地
推出新的安卓(Android)应用商店，此举
将标志着这家互联网公司重返中国这一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上述知情人士表示，逾一年来，谷
歌一直在研究其Play应用商店的一个版
本，这一版本只包含中国政府批准的应
用和服务。这一款应用商店将安装在为
中国市场生产、运行谷歌授权的安卓系
统的新智能手机上。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谷歌希望
新手机能在今年年底前上市，但是尚不
清楚该公司能否如愿以偿。谷歌需要获
得中国政府的牌照，但是不清楚这些牌
照是否已经获批。

谷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最流行的
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是谷歌授权的
安卓系统在中国并未上市。这为小米
(Xiaomi Inc.)和一加(OnePlus)等手机制造
商创建自己版本的安卓系统以及百度
(Baidu Inc.)等公司创建自己的应用商店
敞开了大门，但是这并没有给谷歌带来
任何收入。

谷歌的搜索和Gmail等其他服务同
样在中国也无法使用。

在中国销售的谷歌授权安卓手机上
安装Play应用商店将帮助该公司更好的
掌控安卓系统并从应用中获得收入。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一旦谷歌
Play应用商店和官方安卓系统手机在中
国上市，该公司将藉此争取中国解禁旗
下更多服务。

“伊斯兰国”疑
使用化学武器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向BBC透露，
美国政府内部越来越相信“伊斯兰国”
（IS）武装组织正在伊拉克及叙利亚制
造和使用粗糙的化学武器。

据该官员说，美国伊拉克和叙利亚接
壤的边境两边至少发现了四起“伊斯兰
国”使用芥子毒气的事件。

该官员还说，这些化学物质被制作成

粉末状使用。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的BBC新闻团

队看到了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
美国方面相信，该武装组织有一个

密室专门用于制造这些武器。
“他们在使用芥子毒气，”该美国

官员提到“伊斯兰国”时说，“我们知
道他们在用。”

这名官员表示，这些芥子毒气很可
能被制作成粉末状，并且被包裹在常规
的爆炸物当中，比如迫击炮弹。

“我们至少在四个不同的场景中看
到他们使用这些东西，在伊拉克和叙利
亚边境的两边都有过。”

当这些武器爆炸时，掺杂了芥子气
的粉尘就会令暴露在当中的人起水疱。

移民危机：
欧盟或将宣布配额计划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即将宣布
重新安置移民计划，应对二战后遭遇的
空前移民危机。

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将以强制配
额方式，在欧盟成员国内安置12万名移
民。

上周末，数以千计主要来自叙利
亚的移民徒步穿越欧洲，向北进发。如
何应对这次移民危机已在欧盟内部产生
分歧。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
亚等新近加入欧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都
表示反对配额制。

不过，在周二，波兰的立场似乎
出现软化。波兰总理埃娃·科帕奇表示，
波兰将接受比原本分配的2000配额更多
的人数。

匈牙利则在边界加固旨在阻止移民
从塞尔维亚越境进入该国的栅栏，并打
算收紧难民庇护法案。

德国对叙利亚移民表示欢迎，并称
今年将接收安置80万难民庇护申请者。
德国联邦副总理、社民党党员西格玛·加
布里奥说，德国今后几年内应该有能力
每年接收安置至少50万移民。

伊斯兰国声称劫持中国
和挪威人质要求赎金

        据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9
日声称扣押了一名中国人质和一名挪威
人质，要求得到赎金。
　　在9日出刊的“逊尼穆斯林圣战
者”的网络版杂志Dabiq上，“伊斯兰
国”（观察者网注：以下简称IS）公布
了这则“广告”，声称要“出售”两
人。
      照片中，两名人质身穿黄色囚衣，
挪威    人质是40多岁的奧夫斯塔（Ole 
Johan Grimsgaard-Ofstad），中
国人质是50岁的范静辉（音译，Fan 
Jinghui）。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称，范
静辉是一名自由顾问，来自北京。
　　BBC称，照片下的说明文字写
道，“写给有关人士，十字军、异教徒
及其盟友，还有那些被称为是人权组织
的机构，人质被他们的政府抛弃，这些
政府没有尽力，没有出钱购买他们的自
由。”
　　“无论谁愿意出钱赎走人质”，
该“广告”留下了联系电话，并称“
时间有限”，但并未说明具体要多少赎
金，也没有提及最后时限。

日本暴雨引发水灾土崩
超30万人疏散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南部地区熊本
县和长崎县遭豪雨袭击，引发水灾、土
崩。多条主要公路和房屋被淹没，超过
30万人紧急疏散。
        在九州地区的熊本县，豪雨成灾，
车辆缓慢前行，行人涉水而过。约150
栋建筑和67所房子被洪水侵袭。

（陈立英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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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王
蕾，邮箱：iccci@yahoo.com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突然离职
引来FBI调查其与中国关系

据美国媒体报道，俄亥俄州立大
学著名美籍华人学者李荣兴从该校离
职事件已惊动FBI介入调查。参与了
NASA系列探索火星项目的李荣兴是否
曾将美国的科研与国防机密泄露给中
国方面将是FBI介入调查的重点。

李荣兴去年底从俄亥俄州立大学
辞职。当时校方并未发布这一消息，
并删除了校方网站上他18年任职终生
教授的大多数相关信息。如今，FBI
正式入禀联邦法院，递交搜查令申
请，要展开对李荣兴的调查行动。

李荣兴今年56岁，系在中国出生
的归化美国公民。他此前主管俄亥俄
州立大学地理信息测绘实验室，是全

球知名的测绘专家。2003及2009年
NASA火星探索计划，他都是参与其中
的主要科学家之一。

根据今年8月公开的FBI申请法院
搜查令的相关信息，2014年1月，李
荣兴递交了一份3690万美元的方案给
NASA，作为2020年火星测绘计划。作
为该计划的一部分，他获准接触美国
国防部敏感信息，并被要求保密。在
这份方案中，李荣兴书面保证称，自
己与中国科学家没有联系。

不过，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人员
指出，李荣兴2012年以休假的方式离
开在该校的岗位，并在上海同济大学
工作。随后，俄亥俄州立大学就此事
展开内部调查，确认李荣兴存在欺
瞒。该校内部调查结论称，李荣兴与
上海同济大学有众多联系，包括被列
为该校教授，并担任该校空间信息中
心主管。与此同时，该调查结论称，
还掌握了李荣兴参与中国政府主导项
目，并担任主要科研人员职位的证
据。

2014年2月15日，李荣兴致信俄
亥俄州立大学与NASA，宣布自己退出
2020年火星探索计划，并告诉俄亥俄

州立大学校方，他正在中国照顾生病
的父母。几天后，他向俄亥俄州立大
学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宣布自己从该
校辞职。

俄亥俄州立大学立刻就李荣
兴反常离职一事通知了FBI介入调
查。2014年3月1日，李荣兴妻子Tian 
Jue在旧金山机场欲登上飞往中国班
机时被FBI调查人员拦下，并扣押了
她随身携带的电脑，手机和U盘。随
后，FBI在U盘中发现了美国的敏感国
防文件数据。FBI同时还搜查了李荣
兴与其妻的住所。

不过，目前美方尚未就此事对李
荣兴或其妻子提起任何控罪。

事发后，与李荣兴共事的俄亥俄
州立大学同事拒绝就此敏感案件发表
评论。其中一名同事称，李荣兴在工
作上从来都是独行侠，并不与他们合
作。

李荣兴的妻子于2014年年中返
美，目前仍在美国，并拒绝接受采访
或对此事发表任何看法。他们的共同
住所于今年7月起挂牌求售。

（来源 文学城） 

我们的新成员：Tina Tian(田燕云)
Tina Tian 近期加入《印州华报》, 

担任业务发展经理职务。她很高兴能
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市场管
理，媒体传播以及公共关系领域的经
验为《印州华报》的广大资助者和商
家服务。

在亚历桑那州的Thunderbird商学
院获得了MBA学位后， Tina在加利福
尼亚州圣地亚哥市创建了第一个志愿
者主导的自拍自编的中文电视节目，
在时代华纳有线电视公司每周播放一
次。在移居印第安那之前，她在中国
北京的两大公关公司先后任职高级顾
问，为国内国际品牌做市场策划。

Tina与家人目前已经在印第安纳波
利斯市愉快地生活了8年， 亲眼目睹亚
裔人口在印第安纳州和邻州每年稳步

增长已成趋势。对此，Tina有很大的信心，现在和未来，印州华
报将继续作为当地亚裔主流媒体平台，为广大商家合作者提供发
展渠道，开办更加贴心的优质服务。

Tina欢迎并感谢业务合作伙伴和赞助商随时联系。联系方式
如下：

Tina Tian
《印州华报》业务发展经理
电子邮件：tina.tian@indyaat.org
电话：317-625-0623
网站：www.indyaat.org

通知
东北同乡会秋季野餐摘苹果

时间：九月二十日 星期日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
地址：Stuckey Farm,
           19975 Hamilton Boone Rd, 
            Sheridan,IN 46069
            317-769-4636

活动内容：摘苹果，交友

自带美食够自家食用，多者与老乡
们分享。

欢迎东北老乡踊跃参加

联系人：陈艳艳 317-363-9040

白宫：美国将接收
至少1万名叙利亚难民

美国白宫周四称，总统奥巴马指示政
府准备在接下来一年接收至少一万名叙
利亚难民。

这是美国就提高接收叙利亚难民数量
作出的首个具体承诺。

自叙利亚2011年陷入内战以来，美国
已接收了1,500名难民，到10月预计会再
接受300名难民。

但倡导难民权益的人士及一些国会议
员称，再接收一万名难民仍不足以解决
叙利亚内战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叙利
亚内战已经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

美国目前每年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
难民总计七万人，在10月份开始的财年
美国将在上述总数的基础上再增加5,000

人。
白 宫 发 言 人 厄 内 斯 特 （ J o s h 

Earnest）不愿透露接收一万名难民是否
为上述总数的一部分，或是除了上述总
数外，额外增加的部分。

厄内斯特称，在接收叙利亚难民一事
上，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
难民进行安全审查将耗时长达18个月。

“我确信地告诉大家，在涉及美国民
众及美国国土的基本安全问题上，总统
不会随便批准简单了事的程序，”厄内
斯特对记者称。

厄内斯特称，进一步的背景调查和手
续还需要国会作出“重大的财政承诺”

（来源 路透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