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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瑟莫市警察在
周四早上确认了康明斯发动机厂
的两个男性死者：49 岁的Ward R 
Edwards 来自哥伦布市，37岁的
陈庆（音译）来自瑟莫市。这是
一起谋杀/自杀事件，凶手是陈
庆。Edward 是陈庆的直接上司。

陈庆（音译）1995年进人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去上
海交通大学读研究生，继而来美国
在George Tech读研究生。2009年
毕业之后进入康明斯任工程师。

据康明斯华人协会的人说，陈
是一个内向的人，单身，没有朋
友，也从来不参加华人组织的活

动。
邻居说陈是一个十分安静和内

向的人，极少和邻居说话，只是看
见他带着他的猫散步。他们对此事
件十分震惊。

康 明 斯 公 司 的 发 言 人 J o n 
Mills 说，瑟莫的工厂将在警察调
查期间关闭。厂里的700工人今天
全部离厂，周五仍将继续闭厂直到
周一重新开门。

彭斯州长在事发后不到2小时
就发表了声明，对受害者的家庭表
示深切的慰问，并授权当地警察对
此事进行处理，而且表示州警察局
将作后盾支持。

美国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去世，享年94岁
Former First Lady Nancy Reagan, Dead at 94

【本报消息】据她的女儿帕蒂·里根
说，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因心脏衰竭于3
月6日在洛杉矶的家中去世。她的葬礼定于

美国东部时间3月11日下午2点举行。她将
被葬在加州的西米谷的罗纳德·里根图书
馆，葬在她丈夫的旁边。

南希·里根有三个孩子，她和丈夫罗
纳德·里根的孩子帕蒂和罗恩，以及他丈
夫与前妻珍·惠曼的孩子迈克尔。她丈夫
和前妻所生的女儿莫林·惠曼已经在2001
年去世。

里根夫人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第一
夫人。在她丈夫1981年至1989年在任期
间，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她的丈夫，她
是他的顾问，拥护者，爱人，同时也成为
白宫里政治对手们的目标。1981年针对里
根总统的暗杀事件让里根夫人在丈夫的任
期中保守不安和担忧的折磨。她率先提出

了“坚决说不”的反毒品宣言，并在学校
和电视上演讲宣传反毒品的重要性。在里
根总统的任期后段，她又四处为老年痴呆
症而奔走宣传。

年轻的南希·戴维斯于1943年毕业于
史密斯学院，曾有过短暂的演艺生涯。她
遇见罗纳德时他是银幕演员公会的会长。
两人于1952年3月4日结婚。虽然里根夫人
一开始并不支持丈夫步入政治，但是她忠
实地支持他，1964年丈夫战胜了民主党在
任州长埃德蒙·布朗后，他们搬去了萨克
拉门托。1981年，罗纳德·里根正式成为
美国第40任总统，南希也成为了美国的第
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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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新闻：

康明斯枪击命案 警察初断他杀自杀
Two Cummins Employees Killed in Murder-suicide

【本报综合消息】NFL传奇名将、现效
力于丹佛野马队的39岁四分卫佩顿-曼宁正
式宣布退役。作为1998年的状元秀，曼宁
在NFL效力了18个赛季，先后带领印第安纳
波利斯小马和丹佛野马夺得超级碗冠军。

一个月之前，曼宁带领丹佛野马队在
超级碗的赛场上以24-10击败卡罗莱纳黑豹
夺得个人的第二座超级碗冠军，这也成为
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完美的句点。退役发布
会上，曼宁表示：“18年，这是个不错的

数字，我觉得是时候了，今天我将正式退
役。”

曼宁还在2006年带领印第安纳波利斯
队登顶超级碗，职业生涯5次获得过NFL联
盟的MVP，累积传球距离71948码、539次传
球达阵、200场胜利，这些都是曼宁在他传
奇的职业生涯中所创下的辉煌纪录，这位
NFL历史上又一名传奇四分卫入选名人堂也
只是时间问题。

佩顿-曼宁宣布退役
Peyton Manning announces retirement from NFL

China targets economic growth of 6.5-7% in 2016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target has been 
set at 6.5 to 7 percent in 2016,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at least 6.5 percent through 
2020, Premier Li Keqiang said Saturday when 
presenting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 to the 
annual parliamentary session. Last year’s target 
was “around 7 percent,” and China registered 6.9 
percent growth, the slowest expansion i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7.0%区间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周三(2月3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2015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时表示：中
国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7.0%区间，并
且有条件有能力来实现该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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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es of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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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头 恐 慌 话 寨 卡                     
        见第9版

新视角：
 如何做一个好领导
  见第10版

圣经知识竞赛
           见第8版

姐妹城市：
 印第安纳科科莫和浙江东阳         
  见第11版

哥伦布市中文学校学生的作文展
           见第5版

第四届华人摄影俱乐部摄影比赛
得奖作品
           见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