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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康州长执政重点:
加强技术训练
降低婴儿死亡率
Governor Holcomb:
Job Training
Reducing Infant Mortality
侯康州长九日在州情咨文中，宣示加
强职业技术训练将是执政重点。设定
的目标是在今后一年之一年之内，完
成55000 名技术训练。侯康表示，印州
有85000 个工作机会因为无法找到适当
的技术人员，造成人员空缺。所以，
「职业技术训练将是今后十年的执政
重点」。

Fire and Fury: Inside Story

该书内容劲爆。 川普喜欢麦当劳，
因为他怕被毒害。川普倾向吃速食不
仅是因为口味，沃尔夫指出，这与川
普长期以来害怕被下毒的恐惧有关；
沃尔夫写道，川普特别喜欢麦当劳的
食物，因为他知道只有在这样的情况
下，才绝对是预先做好的。
川普对研读宪
法兴趣缺缺；
沃尔夫的书中
描述川普对
美国政府的无
知。
默多克和川普
关于和硅谷高
管会面的事情
通过电话。
川普对默多克
说：“这些家
伙非常需要我
的帮助。奥巴
马对他们非常不利，给了他们太多监
管。”默多克告诉川普：“这些家伙
八年以来一直掌控着奥巴马，他们实
际上管着政府，不需要你的帮助……
他们很需要这些H-1b签证。”但是川
普似乎并不关心。默多克耸肩说：“
真是个白痴。”
川普预期他将输掉2016年总统大选，
也接受这样的结果。书中指出，总统

Airbus has seen sustained rapid progress i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ith deals
surging to nearly 600 million U.S. dollars in
2017, said Airbus China Monday...

空客与中国２０１７年工业合作
总值达到近６亿美元

空中客车中国公司8日表示，空客与中
国的工业合作保持持续快速发展，2017
年的工业合作总值达到近６亿美元，空
客对中国航空市场前景充满信心，将稳
步推进与中国航空工业深度合作……
More China in the News on Page 7

另外，让各方惊讶的，是他宣布将在
2024 年把印州婴儿死亡率降到中西
部最低。婴儿死亡率是公共卫生的重
要指标。印州婴儿死亡率，就是婴儿
在一岁之前的死亡率在全美名列前
茅，2016 共有623 名婴儿一岁之前死
亡。

烈火与愤怒: 白宫内幕
美国作家、记者迈克尔·沃夫（Michael Wolff）近日撰写的《烈火与愤
怒-深入特朗普的白宫》。作者通过与
200名和特朗普政府存有密切联系的人
进行对话，企图向读者揭示总统的独
家内幕故事”。

Airbus, China industrial
cooperation reaches 600 million
dollars in 2017

大选当晚，当开票情况显示川普即将
胜选，川普儿子小唐纳曾说，川普的
表情如同”看到了鬼”，妻子梅兰妮
亚则流下眼泪，当然不是高兴的泪
水。在短短一个小时内，川普从迷糊
变到难以置信，最后直接吓傻了。当
然到最后，川普渐渐认为自己就应该
成为美国总统，而且完全有能力成担
任。
川普在宣誓就职典礼上一点也不乐在
其中。因为许多一线明星拒绝出席。
让他很生气。沃尔夫描述，川普觉得
经常要留在白宫很烦。他觉得这座建
筑物有点让他害怕。他退缩在自己在
白宫的卧室里。他在门上加了个锁，
不让特勤人员进入房间。
伊万卡和她的丈夫库什纳据说还曾经
达成协议，她可能在未来参加总统竞
选。为了平衡风险和回报平，库什纳
和伊万卡才决定接受白宫西翼的角
色，这是这对夫妇共同的决定，某
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份联合工作。两
人之间达成诚挚的协议：如果未来有
机会，她将成为竞选总统的人选；第
一位女性总统将是伊凡卡，不是希拉
里。
沃尔夫书中说：2016年总统大选活动
进入尾声时，川普是乐观的。他的胜
利目标并非只有胜选。即使他败选，
他已经扬名立万，女儿伊凡卡和女婿
库许纳也会成为国际名人
伊万卡经常向她的朋友透露，川
普不同寻常的发型是怎么来的。在伊
万卡口中是这么来的：一个绝对干
净的脑瓜被周围毛茸茸的头发从四面
八方向中心汇合，最后再用定型喷雾
加持。而且，伊万卡还透露，川普头
发的颜色是一种专门为男性设计的产
品，留在头发上的时间越久，颜色就

越深。男人通常用来遮挡白发。
现任白宫通讯主管霍普·希克斯曾经
和已婚的莱万多夫斯基（川普的第一
位竞选经理）断断续续的约会。后
来，他们的关系破裂。在莱万多夫斯
基被逐出竞选团队后，媒体关于希克
斯和他的报道让希克斯很难过。于
是，川普安慰她，能睡到你，这家伙
三生有幸。希克斯随后掩面而跑……
班农在此书中形容川普儿子、女婿等
团队核心人员在川普大厦一次跟俄罗
斯人见面为叛国、不爱国、臭狗屎)。
自此一石激起千层浪，注定今年这
开局势头也是不平凡，又是一个时
政大戏年！川普则对班农的爆料回应
称：“班农被踢出白宫的时候他不仅
丢了工作还丢了脑子！”并且声称，
班农就是爱利用舆论力量假扮一个反
媒体斗士形象。他在白宫最大成绩是
隔三差五泄露假的白宫信息给媒体，
让人误以为他是个总统身边举足轻重
的人物，这就是他在白宫期间唯一的
本事 。
(文章容來自知乎)

温馨提示

流感来了，
勤洗手防流感

尼康摄影大赛

Nikon Photo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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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ah To Spotlight The Cake
Bake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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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高中足球比赛吸引4 万观众

A Japan High School Soccer Game
Attracts 40,000 Spec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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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省文化拾贝”
The Treasures of Zhejia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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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New Year Spectacular

欢乐春节

Cutting Edge Performances from China
江西省艺术团美国中西部春节巡回演出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江西省文化厅
江西省文化厅•
•江西省外事侨务办公室

Optimum Mortgage Company, LLC
Licensed in Indiana and Florida

Monday, February 19th, 2018

持有印第安纳和佛罗里达州的执照

7:00 PM – 8:45 PM

The Palladium at the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One Center Green, Carmel, IN 46032

细致, 认真, 迅速, 顾客至上
重新贷款无手续费

Tickets: $50 (box) $25 (adult) and $12 (student)
Tickets Available at the Box Office of the Palladium or
Contact: ChineseNewYearTickets@gmail.com

服务项目: 常规贷款, FHA 贷款, Underwater 贷款

滕晓英

(Sharlene 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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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a Journal Indiana Inc
Indy Asian American Times

当日回电，耐心解答，上门服务
North American Chinese Coalition
北美華人聯盟

黄律师事务所
移民绿卡
公民入籍
留学申请

刑事辩护
案底消除
醉酒驾车

民事纠纷
离婚协议
交通违规

邮箱 email: usalaw@gmail.com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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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美仪

Y. C. Huang

黄亦川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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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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