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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逊变速箱和中国重汽
开拓战略合作关系

4月19日，印第安纳波利斯的
艾里逊变速箱 (Allison Transmis-
sion)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重型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在2017上海车展
上宣布开拓战略合作关系，优化
全自动变速箱技术，服务中国市
场。来自两家公司的高层领导在
2017年上海车展期间举办的仪式
上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

艾里逊变速箱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中重型商用车全自动变速箱
生产商及城市客车混合动力系
统的领先生产商。艾里逊变速箱
为多种车型配套，包括垃圾车、
建筑车辆、消防车、配送车、客
车、房车及应用于国防和能源行
业。其产品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区域
总部分别设于荷兰、中国和巴西，并在美
国、匈牙利和印度设有工厂。

艾里逊变速箱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劳伦斯·杜宜（Lawrence E. Dewey）表
示：“艾里逊在中国重卡市场发展潜力巨
大，为此能与重汽探寻机会携手合作，我
们深感荣幸。重汽的行业领导地位及领先
经验是此次合作的宝贵财富。”

中国重汽成立于1935年，是中国首家
重型卡车制造商。公司总部位于山东省济
南市。目前，重汽专注生产多个领域的车
辆，包括建筑工程车，配送车，紧急救援
车和矿用车。

中国重汽集团董事长马纯济说：“我们
相信，全自动变速箱是中国市场众多重卡
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在评估目前市场上
所有带变扭器的全自动变速箱技术后，我
们期待和艾里逊变速箱公司携手合作，将
其应用产品在客户中推广。艾里逊的优质
产品及其生命周期价值享誉盛名，是行业
的领导者。”

艾里逊公司成立于1915年，总部设立于
美国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里斯市，
在全球拥有近1,400家独立分销商和代理
商。

艾里逊变速箱利用液力变扭器提供
Continuous Power TechnologyTM (不间断
动力技术)，平顺倍增发动机扭矩，为驱动
轮输送更多动力。通过倍增发动机动力，
为驾驶员实现更好的车辆性能，提高加速
性及操控灵活性。手动变速箱和AMT变
速箱车辆每次换挡都会中断动力。而艾里
逊自动变速箱能持续不断地向驱动轮输送
动力，提高生产力，实现更好的燃油经济
性、驾驶舒适性和安全性。艾里逊自动变
速箱的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遐迩闻名，为用
户提升综合经济价值。

艾里逊和重汽将专注于服务中国市场，
同时开创其他业务机会。在中国市场之
外，重汽在南美洲也占有强大的市场，产
品出口到90多个国家。同样，艾里逊变速
箱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摘自 汽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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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印城孔子学院和印州中文教师协会牵头，ICCCI中文学校、IUPUI中文学校、
印城教会中文学校、哥伦布市中文学校， the  Wabash Valley at Terre Haute 等协办的
2017印州中国语言文化节，于4月15日在IUPUI中心大楼隆重开幕。ICCCI中文学校在
校长李仁华、教务主任王蕾的带领下负责本次活动的注册和午饭供应工作。校委会成
员们一大早就来到现场准备就绪。来自印城各地周日中文学校、全日制公立小学到大
学的 近 200 名学中文的学生参加了讲故事比赛。经过激烈角逐，ICCCI中文学校在
去年好成绩的基础上更上了一层楼!  我校派出的29名选手 (2名缺席) 共囊括了11个金
奖，6个银奖和12个铜奖。

当日中心大楼内人头攒动，充满着节日的气氛，参与活动的家长，志愿者和选手
们达到了近600人， 但是各教室比赛现场和展出摊位都井然有序。家长和孩子们不但
欣赏了选手们精心准备的中文故事，也体验了中国书法、剪纸、绘画、毽子等传统文
化艺术，还观摩了精彩的跳舞、唱歌、功夫等表演。一年又一年，身处海外的华人们
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孩子对中文的兴趣的不断增加，更感受到身边华人圈之外中文愈发
流行，中国文化艺术热愈发升温。

（来源 ICCCI网）

梁祝
中西合唱交响音樂会

艾里逊变速箱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重型汽车集团签
署了合作协议

特朗普称朝鲜曾属中国 挑动敏感神经

4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时表示，历史上朝鲜曾是中国一部分，而现实中朝鲜半
岛局势很复杂。

特朗普说：“中国领导人跟我说了一下中国和朝鲜
的历史，我不是说现在的朝鲜，而是历史上的朝鲜。如
你所知，上下千年……战争不断。朝鲜实际上曾是中
国的一部分。听了10分钟后，我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
单。”

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讨论了诸多问题，这一番话湮没无闻。直到18日，该言
论在韩国引起争议，从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对于美国的
一切涉及朝鲜和韩国的言论，韩国民众都是比较敏感
的。此番言论引起了韩国民众的不满，政治人物不分左
右都谴责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在历史上，朝鲜与中国存在广泛的交流和互动。但
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认识和表述，双方是有分歧的。中
国认为从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到汉朝建立辽东四郡，
再到唐朝的“安东都护府”，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都处
于中央王朝的控制之下。正所谓“箕子朝鲜，汉唐郡
县”，朝鲜历史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由此而来。

而韩国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朝鲜半岛上各个政治实
体加入中国的“朝贡体系”，但强调这层关系只是“称
臣奉贡”，而各政治实体仍然保持独立的地位。这一体
系有助于防止中国和其他各方动用武力“侵犯”朝鲜。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古国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大概
在中国汉朝时期。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包括朝鲜半岛北部
和中国东北。

中韩两国都有政府支持的著史计划，对历史的认识
相互冲突。特朗普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从
而引发了争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3月，特朗普政
府官员在讲述涉及日韩的问题时，把朝鲜半岛以东到日
本的海域称为“日本海”，而引起韩国人的不满。 

（来源 华盛顿邮报）

通   知
      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运动的朋友们积极
参与，运动项目有佳木斯快乐舞步，小苹果，
广场舞等。

东卡：周三晚7:00点Lawrence W 

Inlow Park（E Main Street）。

西卡：周日晚上7:00点在 West 

Park（ W 116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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