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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疗集团（IMG）总部位于
印第安纳波利斯，目前需要多名
有志向且能力强的销售服务中心
代表加入我们卓越的国际销售部
门，并专注于市场的增长。

知识，技能与能力
·英语流利
·会打简体中文
·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
即能够分析和解决厂商和
客户的问题
·会使用office软件

福利
·公司内设有健身中心
·着装可随意
·工作期满两年以后可以获
得退休金
·工作期满一年以后可以获
得工伤补贴

美国首位绕地球飞行宇航员约翰·格林去世
John Glenn, fi rst American to orbit the Earth, dies at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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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司令”卡斯特罗与他没走
完的体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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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i rst suspension railway ready 
for more systematic operations 
An elevated monorail runs along a 1.4km track 
during its test run at China Sky Railway in Chengdu, 
capital of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and 
hometown of pandas, on Nov 21, 2016. The panda-
faced vehicle is China’s fi rst suspension train driven 
by lithium batteries and can run at a speed of 60km/h 
and carry around 230 passengers. It’s also the fi rst of 
its kind across the world.
成都即将打造首条磁悬浮列车试验线为
成都到德阳
成都即将打造的首条磁悬浮列车试验线已确定运
行路线，为成都到德阳。同时，由西南交通大学
自主研制的第二代中低速磁悬浮工程化列车也将
于2017年6月正式下线。早在去年12月，中国首
条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施工和管理的
中低速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线在高速测试中跑出
了103千米的时速。今年1月，这条线路在长沙开
始试运行，成为世界上第三条实现商业运行的中
低速磁浮列车线路，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中
低速磁浮列车线路。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本报综合消息】美国第一位绕地球飞行
的宇航员约翰·格林（John Glenn）12月8日
在俄亥俄州逝世，享年95岁，他将被葬于阿
灵顿国家公墓。

格伦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坎布里奇，到附
近的马斯金格姆学院上学，然后参加了美国
海军的一个飞航训练项目。他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是战斗机驾驶员。1954
年，他完成了试飞员的训练。1957年，格伦
上校驾驶超音速飞机进行了人类第一次跨大
陆无间歇飞行。

1959年，他是美国最初被选为宇航员的7
个人之一。1962年2月20日，格伦在狭窄的友
谊7号宇宙飞船中环绕地球飞行了三圈，然后
安全降落在海面上。那次飞行持续时间不到5
个小时，使他成为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个美
国人。

约翰.格伦在1964年脱离宇航飞行，进入
政界。他1974年当选为代表俄亥俄州的国会
参议员，并担任参议员24年。在国会期间，
格伦参议员特别关注国防和核武器不扩散问
题。他一直是美国宇航项目的坚定支持者。

1998年，他从参议院退休前夕，搭乘发现
号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从而成为空间飞行历
史上年龄最大的人。在为期9天的飞行中，77
岁的他参加了好几项科学试验，以便让科学
家评估空间飞行对老年人的影响。

格伦从参议院退休、退出宇航飞行之后，
他跟妻子安妮一直在努力经办俄亥俄州州立
大学的约翰.格伦公共服务研究所。他们通
过这个研究所的各种项目，力图改善公共服
务质量，鼓励年轻人投身于政府工作，在将
来，或许投身于火星探险。2012年，奥巴马
总统为格林颁发美国最高平民荣誉之一——
总统自由勋章。

 川普食言 沒人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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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艺术团将来印地演出
Save  the Date for 

"Chinese New Year Spectacular"

【本报讯】中国广东省艺术团将于2017年
2月中旬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展开巡回演出。中
国广东省艺术团是由广东省文化厅从广东歌
舞剧院、广东民族乐团、广州杂技团、广东
舞蹈戏剧职业学院、暨南大学武术队等专业
团体选派精英组建的一支队伍，均为国家级
的专业演员。艺术团将于2月12日在印地安纳
州卡梅尔市的大剧院举办一场专场演出。

此次赴美演出的节目以歌舞、杂技、魔
术、武术为主，不少节目已多次在欧洲、北
美、东南亚及澳大利亚演出，广受欢迎。其
中舞蹈《雨打芭蕉》和杂技《肩上芭蕾》、
《力量》、《软钢丝》、武术《太极拳》、
魔术《蝶彩幻影》等曾多次得过广东艺术节
和国际艺术节大奖。相信此次广东艺术团将
呈现一台具有浓郁中国风情、岭南特色、美
轮美奂的精彩演出。

演出相关信息请见第二版。

川普“答谢之旅”到印地
救下千个工作遭质疑

Trump's Visit  to Carrier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发推文对印第安纳州空调公司开
利的工厂工会负责人提出批评。川普最近极力表彰政府跟这家公司达成
协定，把一批就业机会留在国内而不是转移到墨西哥。

川普自豪的是，通过谈判这家公司同意把1100个工作留在印第安
纳。而政府方面则给这家公司提供七百万美元的免税。川普还为这笔交
易的成功举行了庆祝活动。他重申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要对那些把
就业机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征收35%的关税。

开利公司实际留在国内的工作机会不到八百个，而公司的部分业务
还是要转移到墨西哥。

联合钢铁工人工会1999地方分会的主席查克·琼斯对美国之音说，
他“很高兴川普在努力把工作留在国内。但“对于那些转移到海外的工
作却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就业机会。”

琼斯对多家媒体表示，川普误导了人，夸大了留在印第安纳州的工
作机会数量。他说实际数字只有730个。

琼斯对CNN说：“没有人提到的是还有550人失去了工作。”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琼斯作为工人代表工作做的太差劲了。”

川普说，“假如联合钢铁工会1999分会有任何用处的话，他们本能
够把那些工作留在印第安纳。要把时间花在做事而不是说话上。减少会
员费。”

在谈到川普的推文时，琼斯对CNN说，“这可不怎么地道”。

琼斯说，“这些人在开利的薪水还不错，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
我也参与其中，帮助达成了这样的条件。川普竭尽所能不让工会进入他
在美国的酒店和赌场，让员工挣不到足以养家糊口的薪水。”

虽然琼斯赞赏川普为美国工人保留工作所做的努力，但他对开利公
司为不把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而得到的七百万免税优惠却持批评态
度。琼斯对美国之音说，“我并不赞同纳税人要把他们的一笔不小的税
款送给那些非常赚钱的公司。就开利公司的情况来说，事情就是这样。
印第安纳的纳税人要为留下这730个工作机会给这个非常赚钱的公司这
么多钱。

（来源 美国之音）

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弹劾停职
South Korea President Park Geun-hye 
impeached over corruption scandal

　　【本报综合消息】首尔时间9日下午16时11分许，
韩国国会以234票赞成，56票反对，2票弃权，7票无
效，通过弹劾总统朴槿惠的议案，赞成票数远超通过弹
劾案所需的法定票数200票。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第
二位遭弹劾停职的总统，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将代行总
统职务。

　　亲信门发酵48天，令曾靠标榜原则和信用叱咤政坛
的朴槿惠失信于民。虽然朴槿惠三次就“亲信门”向国
民道歉，但仍难平息民众的愤怒情绪。韩国民众从10
月29日起连续6周举行周六集会，要求朴槿惠就“亲信
门”负责并下台。

   在今后最长180天的时间里，宪法法院将就弹劾案进
行审理，如果宪法法院裁决弹劾理由充分，朴槿惠将立
刻下台，韩国需在60天以内举行总统选举，如果宪法法
院推翻弹劾决议，弹劾即刻无效，朴槿惠将重新主政。

 (图片来源 万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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