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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纳州公司入选研制
NASA空间制造实验室
Techshot to Build NASA’s Space 
Fab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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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灯展摄影看圣诞灯摄影
Photography: Taking Pictures at 
Ligh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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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Related Macular 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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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omo Mayor Greg Goodnight 
will lead a delegation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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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被禁止参加平昌冬奥！
体育该被政治左右吗？
Russia Banned from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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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省文化拾贝”
The Treasures of Zhe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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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Disneyland to open 
“Toy Story Land” before summer 
2018 

Shanghai Disneyland will open a new area 
based on the popular Toy Story movies before 
summer 2018, the company said Thursday. 
Disneyland, which opened in June 2016, has 
six theme park areas. Toy Story Land will be 
its fi rst expansion. 
上海迪士尼“玩具总动员”园区
明年开放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今天宣布，新增的“

玩具总动园”园区以电影《玩具总动
员》中的角色作为主题，将成为乐园的
第七个主题园区。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刘美仪
www.MayLauRealty.com

房地产买卖
May诚实认真不夸大的态度 保障您的权利, 
保护你的利益, 充分为房屋买家和卖家着想, 
耐心, 可靠, 专业。

手机:WhatsApp: (317)900-0614 
办公室: (317)564-7100
电邮:MayLauRealty@gmail.com 微信: lovelyhome328
办公室地址：8555 N River Road,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40

滕晓英
(Sharlene Teng)

Optimum Mortgage Company, LLC
                                                                               Licensed in Indiana and Florida

                                                  持有印第安纳和佛罗里达州的执照

                                                       细致, 认真, 迅速, 顾客至上
                                                     重新贷款无手续费

服务项目: 常规贷款, FHA 贷款, Underwater 贷款

电话：317-258-7265（手机）317-815-6669（办公室）
传真：866-342-7362 Email: sxteng@gmail.com
办公室地址： 13295 Illinois St. Ste 134, Carmel, IN 46032

                                                    
                                                               当日回电，耐心解答，上门服务

时代封面人物:
反性侵「打破沉默者」
TIME Person of the Year: 

The Silence Breakers

特朗普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Trump recognizes Jerusalem 
as Israel’s capital

美国时间星期三（12月6日），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启动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迁往耶路撒冷的程序。消息一经传出，就在国际社会
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这打破了美国五十年来的
一贯立场，那就是不就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做明确的表
态，希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可以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耶
路撒冷问题。可以说，特朗普的举动扼杀了通过谈判
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引起了阿拉伯
国家的强烈反弹，中东地区和穆斯林国家有可能会
发生相当规模的动乱。美国军方刚刚宣布提高警备
级别，特别是提高了对中东地区美国大使馆的保护级
别。
 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一直是国际上最棘手的争议之
一。联合国曾在50年代提出希望由国际社会共同管理
耶路撒冷，但这个设想从未实现。以色列通过1967年
的六日战争得到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并宣布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的首都。然而，巴勒斯坦也将耶路撒冷列为
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虽然以色列有着对耶路撒冷
的实际控制，但国际社会一直没有承认以色列对于耶
路撒冷的主张，而各国也一直将自己的驻以色列大使
馆设在特拉维夫，包括美国。以色列一直希望美国可
以将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并且承认耶路撒冷的归属
权。然而，特朗普之前的美国的每一位总统都选择搁
置以色列的提议，希望通过对话解决耶路撒冷问题。
       在去年总统竞选时， 特朗普承诺他上任后会马上
承认以色列对于耶路撒冷的主权和地位，并将美国大
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可能说这是特朗普在兑现
他在竞选期间做的承诺，他说到做到。但是我认为对
特朗普应该有一个共识：如果你认为他这个人坏到十
分， 实际他可能是坏到二十分或者是三十分。 这是我
对特朗普定下的“多倍定律”。
       
       我认为他在用耶路撒冷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
向。他在转移视线， 转移弗林案的困扰和已经逐步浮
出水面的第二个水门事件。 从已经报道出来的消息
看，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计划在这个时间宣布这个
美国外交的重大调整， 他做这个决定不是突然的，但
是他选择这个时机宣布这个决定是非常突然的。

       纵观美国历史，在国际领域动乱时期，或是在美
国处于战争状况时，民众往往会不加思索地支持现任
总统，希望总统可以领导他们结束动乱。可以想象，
特朗普也许是抓住了这一点，希望可以通过在国际社
会上制造动乱来扭转自己在国内日益下跌的负面形
象。
       

      美国总统在推动国内事务时会受到
种种制约，但在处理外交问题上一直有
着较大的自主权。而通过在外交事务上
的“大作为”来提升民意，在历史上是
有先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小布什
通过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来制造了一个
美国的敌人，使得民众紧紧围绕在他周
围，而这也最终帮助他在2004年赢得了
连任的原因。
      过去11个月，特朗普挑起了多项贸
易争端， 美国也退出了巴黎协定，上
周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将会对美国产生具
有毁灭性影响的税制法案。但我从来认
为这些在核战争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
我今年的新年意愿是不发生核战争，只
要不发生核战争，在我看来就是特朗普
任期的最好的结局。
       

       但是我们很可能真的要面对一场
核战了。到现在他除了在对朝鲜半岛
局势火上浇油之外，没有形成任何可
行的对策，和中国也没有达成联合战
线。我在这里完全没有为金正恩开
脱。金的挑衅是一个给定的条件，而
历届美国总统至少在努力解决事端。
特朗普却在是在制造事端。不能排除
特朗普实际在刻意制造攻击朝鲜的借
口， 也不能排除特朗普是这样考虑朝
鲜问题的：发生核战虽然会威胁上百
万民众的生命，但我作为总统和我的
家人是会受到保护的。这就是我所说
的特朗普的“多倍定律”。
     因为Michigan, Wisconsin, Pennsyl-
vania 三个州里的十多万选民在去年
的投票选择（而不是由于美国全国的
三百万张选票）， 可能会有上百万
人失去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些人的选
择， 有可能引发穆斯林国家和 中东出
现新一轮的动乱，以及大规模的反美
和反西方的恐怖事件。“至暗时刻”
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描述法国沦陷后英国单枪
匹马面对纳粹德国那个艰难的处境。 
毫无疑问，特朗普当政后的新孤立主
义时代，是冷战之后一个至暗时刻。
我们需要做好最坏的准备。记住，不
管你认为特朗普有多坏，他只能比你
想象的更坏。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本文经“亚生看G2”授权
              YashengOnG2

美国时代杂志6号公布年度风云人物，由勇敢出面指控遭到性侵
和性骚扰的受害者们，当选封面人物。这群被誉为「打破沉默
者」的代表人物，包括好莱坞女星艾西莉贾德、歌坛天后泰勒
丝，还有三名来自于各行各业的女性。至于二、三名则分别是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些封面人物代表的意义，是无论有没有知名度，都有可能遭遇
性骚扰或性侵。封面右下角还有未曝光的女性，则显示还有不
愿曝光的受害者。今年下半年由好莱坞女星借用社会运动人士
塔拉纳柏克发起的同名「#MeToo我也是」活动引发的狂潮，48
小时之内就被转推超过一百万次，让无数有过类似经验的男女
勇敢打破沉默，说出自己的遭遇。时代杂志的编辑群认为这是
罕见的社会运动，值得被表扬。

时代杂志编辑史洛丝朵夫说，「选出他们，是因为他们改变文
化规则。这个改变以前所未见的速度进行，60年代以后我们不曾
见过文化规则竟可转变如此快速。」

时代杂志也将这个揭发性骚扰现象的过程与时间做成图表，从
年初开始的零星个案，8月份的蓄势待发，到10月份纽约时报揭
露制片哈维温斯坦的恶行之后接连引爆。包括奥斯卡影帝凯文
史贝西，英国国防部长法隆，和新闻主播劳尔等，都落得丢掉
工作的下场。简单的一条线，显示长达几十年的性别不平等现
象在短时间获得关注，并可望获得翻转。

时代杂志记者爱德华兹说，「我们决选考虑的原因是，不仅只
有指控哈维温斯坦的人，也包括其他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

至于第二位年度风云人物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推文自爆可
能又蝉联封面人物，负责评选的时代杂志记者透露，其实早在
川普推文前五天，杂志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些封面女性的专访，
因此川普的推文让他们都很意外。              (公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