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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少年难民带爱犬走近500
公里抵希腊寻找新生活

叙利亚17岁少年阿斯兰(Aslan)，为
了逃避战火，毅然背起沉重的行李，并
带着雪橇犬罗斯(Rose)，由家乡一直走
到希腊，路程超过300英里(约482公里)
。

据报道，尽管路途艰困，但阿斯
兰从未想过要抛弃罗斯。他称：“因为
我爱这只狗狗，我需要它。”一路上不
少人指阿斯兰不能带着罗斯，他却回
应说，“我有食物、有水，我什么都
有。”

不少人也都被阿斯兰和罗斯的故事
所感动，纷纷送上祝福

大众汽车丑闻对德经济威胁
或超希腊危机

　 德国大众汽车的尾气排放作弊丑
闻已经撼动德国企业与政治基础。分析
师警告称，此次危机有可能演变为德国
经济的最大威胁。

大众汽车执行长文德恩23日辞职，为
柴油车尾气排放测试造假的丑闻付出代
价；分析师目前正在评估事件对原本健
全的德国经济的冲击。

大众汽车为德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也
是德国最大的企业主之一，仅德国境内
就有超过27万名员工，这还不包括大众
汽车供应商的员工。而大众汽车去年在
美国售出近60万辆车，约占其全球销量
950万辆的6%。

有分析人士称，如果大众汽车未来几
个月在美国的销售量狂泻，遭受冲击的
将不只是公司本身，整体德国经济也无
法幸免，大众汽车一夕之间成为比希腊
债务危机还大的下行风险。

希腊大选极左派胜选 
齐普拉斯将再组阁

希腊国会举行大选，目前已经开
出8成选票，前总理齐普拉斯领军的
极左派联盟（Syriza）拿下35.46%的

票数，确定胜选。齐普拉斯将与民族
主义小党独立希腊人党（Independent 
Greeks，ANEL）共同组建联合政府。

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 Party）
得票率在28.27%。该党魁马伊马拉奇斯
也承认败选，并呼吁极左派联盟尽快组
新政府。此外，排名第三的极右派金色
黎明（Golden Dawn，或Chryssi Avgi）
远远落后这两大党，但也拿到7%左右
的票数。

迪拜王子突发心脏病病逝
全国将哀悼3天

        由于迪拜酋长穆罕默德之子拉希
德于当地时间19日早上突发心脏病发过
世，年仅33岁，迪拜将哀悼三天。

据报道，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同时也
是阿联副总统兼总理，拉希德是长子，
弟弟哈姆丹是迪拜王储。哈姆丹在社交
网络“推特“上写道：”今天，我痛失
了一个童年伙伴和最好的朋友。”

据悉，拉希德是马术高手，在不
少国内和国际的马术比赛中都曾取得很
好成绩。除了马术，拉希德也热爱运
动，对滑翔、冲浪、排球等体育项目驾
轻就熟。

此外，他还是个疯狂的车迷，车库
中收藏有奔驰、保时捷等世界名车，另
外还有驰骋沙漠的各式越野车。

报道称，拉希德也是迪拜多家投资
公司、银行的主要合伙人，曾被富比士
评为全球最热门的年轻皇室成员之一，
他还曾多次获得国际耐力赛奖项。

      俄罗斯官方：支持印度成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俄罗斯外交部在俄印两国副外长磋商结
束后于官网发布公告，表示莫斯科将

支持新德里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
据《俄罗斯报》网站9月15日报道称，
公告称，9月15日，副外长根纳季·加季
洛夫在新德里会晤印度副外长苏贾塔·
梅赫塔，就与70届联大相关的广泛议题
展开了磋商。双方尤其关注安理会的改
革，“由于对安理会扩容存在各种建
议，他们围绕各国谈判进程中提出的主
要观点，深入交换了意见，俄方重申，
一旦通过对安理会常任及非常任理事国
的扩容决议，俄将支持印度出任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报道称，此外，两国副外长还讨论了双
方在本届联大上最为关注的问题，并明
确莫斯科与新德里对联大所讨论的众多
问题观点相近，“在对中东及北非危机
进行形势分析时，二人强调，亟需在联
合国领导下，以国际法为坚实基础，将
国际反恐力量团结起来并协调行动。”

富士重工拟1.4亿美元
美国扩产 增聘1200人

        富士重工近日称，该公司将投资1.4
亿美元在美国工厂扩产，以满足当地市
场的需求。富士重工表示，其计划将印
第安纳州拉斐特（Lafayette）工厂的年
产量提升10万辆，并在2017年前新增1
，204个工作岗位。
　　这也是近年来富士重工在拉斐特工
厂的第二大投资，其之前曾在该厂投资
4亿美元用于在明年年底前投产斯巴鲁
翼豹。据悉，印第安纳经济发展公司 
（Indian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
将为富士重工提供770万美元的税收优
惠和25万美元的培训补贴。
　　拉斐特工厂是富士重工在日本以
外的唯一一座工厂，目前共有3，800余
名工人，年产量约30万辆。其生产的车
型包括斯巴鲁傲虎、力狮以及丰田凯
美 瑞，不过去年富士重工已宣布拉斐
特工厂将于2016年秋停产凯美瑞，这部
分产能将被转移至丰田肯塔基州乔治敦
（Georgetown）工厂。

（陈立英 整理）

世，年仅33岁，迪拜将哀悼三天。

当地时间9月18日下午两点，由MLN.com海遇网
主办的职场大讲堂系列之“圆梦普渡，扬帆职场”
活动在普渡大学拉开帷幕。

本 次 专 场 活 动 得 到 了 海 遇 网 战 略 合 作 伙 伴
ManpowerGroup（万宝盛华集团）WOWtalk、印地
车体验、普渡校方以及学生组织的大力支持。普渡
大学就业中心、普渡大学国际项目部、普渡大学孔
子学院、普渡大学中国中心、普渡大学Krannert管
理学院职业发展中心、印州美中商会、普渡大学中
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普渡全球中国联接、普渡中国
工程学生会及普渡中国本科生学生会、《Voice 我
是》北美留学生杂志、Latea Lounge等组织机构作为
协办方也纷纷为此次活动的组织、推广宣传助力，
海遇网战略合作伙伴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还为活动
提供了大量的工作人员。

海遇网CEO丁沪生、普渡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蔡利
平、普渡大学就业中心主任Tim Luzader、哥伦布
市副市长侯俊杰、80后普渡毕业生陈潇、90后普渡
在校生孙雨晴作为嘉宾出席了活动。尽管职场讲座
安排在上课时间，且选在学校最繁忙的招聘周，仍
有100余名在校中国留学生先后到场踊跃参加了活
动，近千人在线关注了本次活动。

讲座伊始，主持人兼分享嘉宾海遇网CEO丁沪
生致辞欢迎所有到场嘉宾及学生，并向战略合作伙
伴、协办组织及赞助机构表示感谢。普渡大学就业
中心主任Tim Luzader代表学校致词，欢迎海遇网来
到普渡开展别开生面的职场活动。随后，三位分享
嘉宾分别登台介绍了自己求学、求职、创业，职场
拼搏、追求梦想的心路历程和宝贵经验。

普渡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沟通专业本科大四学
生、前普渡中国全球联接副主席孙雨晴首先登台，
向同学们展示了自己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和政府活动
的情况、讲述了自己在康明斯等名企实习期间的经
历和体会，在回答同学提问的同时还从自身角度出

发与同学们分享了社区服务、求职就
业的心得体会。她希望中国留学生在
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充分发挥自
己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优势，鼓
励同龄人更加自信、勇于尝试，锻炼
自己，开拓视野，丰富自己的阅历。

普渡大学计算机工程专业毕业
生、某大型金融机构理财顾问、高级
总监、2005年全球华人新秀大赛美中
区亚军、2015年中国第十届世界华裔
杰出青年的陈潇，给同学们讲述了自
己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和创业的艰辛，
与同学们分享了让自己受益匪浅的书
籍。他真挚的言语、坦诚的分享加上
幽默风趣的表达活跃了现场气氛，最
后他还为同学们献上了一曲非常应景

的《I believe I can fly》，在场的听众都陶醉在
他的歌声中。

海寓网（MLS）兼海遇网（MLN）首席执行
官、IBM前服务战略寻源全球总监、印州美中商会
董事、中国工信部人才指导委员会专家、中国电子
商务协会青年电商创业导师、浪潮集团规划咨询委
员会特聘专家丁沪生，用生动的实例分享了自己的
求学、职场经验，提醒同学们重视非智力成功因
素，提升交流沟通技能，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
尽早进行职业规划并打好手中的中国牌。这位在学
生时代就叱咤风云的职场与创业达人的精彩分享深
深鼓舞了在场的每一位学子，大家都被这样一个
从“美国不需要的人”晋升到500强高管的经历所
吸引，会后纷纷表示短短半个小时的干货分享意犹
未尽。

接着在丁沪生主持的圆桌讨论环节，普渡大学
健康与行为科学学院副院长、旅游与酒店管理研究
中心主任、中国中心主任、印州美中商会董事蔡利
平教授，LHP工程公司董事长、LHP技术公司首席执
行官、LHP国际公司总裁、印州美中商会董事、哥
伦布市副市长侯俊杰先生、拥有35年大学就业指导
经验的普渡大学就业中心主任、美国大学与雇主协
会前会长Tim Luzader以及两位演讲嘉宾就一系列有
关就业、社区义务、跨文化沟通等话题与同学们开
展了深入的讨论交流。Tim Luzader主任呼吁中国留
学生在寻求职业发展机会时多使用学校提供的资源
和帮助，侯副市长畅言了自己几十年勤奋创业、服
务社区、培养人才的心得体会，蔡利平教授分享了
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鼓励同学们能够走出自己的
心理舒适区，多与美国社会接触，与当地社区和国
际学生积极互动，充实自己的课余生活。

随后，海遇网向在场的获奖同学颁发了由海遇
网、Manpower Group、IndyCar、Latea Lounge赞助

果树上硕果累 果园里乡情浓
文：Grace Wang 图：John Liu 

9月20日是我来美的第27天,也是我来美最开心的一天！
在印州我找到了“组织”东北老乡。

身在异国他乡，“老乡”两个字尤为亲切！今天老乡相
聚在STUCKEY  FARM 采摘苹果，每个家庭都带来了亲手烹饪
的家乡菜，有包子、八宝粥、凉拌牛肉粉丝、地三鲜、糯米
蒸肉等，一次正宗家乡的美味佳肴！虽然我是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同乡会，但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温暖！亲切！

STUCKEY  FARM 今年苹果大丰收，硕果累累，红红的苹
果寓意着我们的生活红红彤彤，在这里真诚祝福咱家的兄弟
姐妹们天天开心！永远开心！

            朋友是风雨中的一把伞；
            是寒冷时披在身上的大衣；
            是远归时递在手上的一杯热茶；
            是伤心时一句贴心的话；
            是劳累旅途的驿站，
            给漂泊的心灵一个憩息的港湾！
              2015.9.21于印州

普渡大学:海遇网职场大讲堂系列首站
Break Invisible Barriers & Jump Start your Career @ Purdue

的奖品，部分优胜者还有机会乘坐了IndyCar提供的双座印地赛
车，在普渡校园内掀起了一阵围观的热浪。据悉，在场的获奖
同学还将获得由全球人力资源领军企业Manpower Group提供的
面试、实习机会。

会后，到场中国留学生表示说：本次活动“感觉很新颖”
、“通过本次活动得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高品质的分享
受益匪浅”。海遇网CEO丁沪生表示，海遇网会一直致力于为
国际留学生服务，为他们解决在外生活、教育、求职的痛点难
点，举办更多让中国留学生受益的活动。MLN海遇网还将陆续在
全美华人集中的高校举办同类型的职场讲座，印第安纳大学布
鲁明顿分校有望成为下一站活动的主场地，而海遇网一系列以
面向留学生为主的服务项目也将在各 地展开。

（图/文 由 Harrison Ding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