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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MIT seek temporary halt to Trump 
administration rule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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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Reuters) - Harvard University and Massa-
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ued the Trump admin-
istration on Wednesday, seeking to block a new rule that 
would bar foreign students from rem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their universities move all courses online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two universities filed a lawsuit in federal court in Bos-
ton asking for an emergency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on the new directive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n Monday.

“We will pursue this case vigorously so that our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 can continue their studies without the 
threat of deportation,” Harvard President Lawrence Bacow 
wrote in a statement addressed to the Harvard community.

The lawsuit, filed by two of the most elite U.S. universi-
ties, is the first to challenge the order that could force tens 
of thousands of foreign students to leave the country if 
their schools switch fully to remote learning.
Harvard had announced it would hold all classes online in 
the coming fall term.

Massachusetts Attorney General Maura Healey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state was also planning to sue over the rule, 
which she called “cruel” and “illegal.”

Inside C2

Her office said it was still working out the details of any poten-
tial legal action but that it had been in touch with Harvard and 
other maj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state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protect students.”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is pushing schools across the 
country to re-open in the fall.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nouncement blindsid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grappling with the logistical challenges of safe-
ly resuming classes a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ontinues 
unaba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sur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among young people.

There are more than a million foreign students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many schools depend on revenue from 
foreign students, who often pay full tuition.

The 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agency 
rule said most students on F-1 and M-1 visas could stay if their 
programs were in person or offered a mix of online and in-per-
son instruction.

The announcement left students, professors, and universities 
scrambl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o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rule and how those affected could comply without having to 
leave the country. On Twitter, professors across the country 
offered to teach outdoor in-person independent study courses 
for affected students.

The ICE policy change marked an unexpected reversal of 
exceptions to the rules limiting online learning for foreign 
students wh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March rushed to 
shutter campuses and move to virtual classes as the 
pandemic forced lockdowns.

ICE “proceeded without any indication of having 
considered the health of students, faculty, university staff, or 
communities,” the complaint said.

The suit alleges the government skirted the proper rulemaking 
process and is asking the court to strike it down.

Judge Allison Burroughs, appointed by former President 
Barack Obama, is assigned to hear the case. In 2017, she 
ordered a halt to Trump’s travel ban on several Muslim-major-
ity countries, a policy that was eventually uphel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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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iami-Dade County Mayor Carlos A. 
Gimenez announced Monday that he 
would sign an emergency order to again 
close many businesses, including indoor 
dining at restaurants, party venues, gyms 
and fitness centers, effective Wednesday.
The big picture: The move comes as 
cases are surging in Florida, even as the 
state sees an increasing gap between test-
ing and confirmed cases.
By the numbers: Over 129,000 people 
have died from COVID-19 in the U.S., 
per Johns Hopkins. Nearly 2.8 million 
Americans have tested positive from al-
most 35 million tests. More than 900,000 
have recovered from the virus.
What else is happening: A record 8,181 
coronavirus patients were hospitalized 
Sunday in Texas, and officials in major 
cities warned that hospitals’ intensive 
care capabilities could be overwhelmed 
within weeks.

Signs are posted throughout Long 
Beach, California, reminding resi-
dents of what areas are closed. (Pho-
to/B. Murray/MediaNews Group/
Long Beach Press-Telegram via Getty 
Images)
• Texas Gov. Greg Abbott issued an ex-
ecutive order mandating face masks in 
public spaces for the first time.
• The heads of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Business Roundtable, Na-
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and other top 
business organizations wrote an open let-

ter on Thursday urging the 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to work with gov-
ernors to make face coverings mandatory 
in all public spaces.
• Gov. Andrew Cuomo (D) said Tuesday 
that visitors from eight additional states 
will be required to quarantine for 14 days 
when traveling to New York, bringing 
the total number of states subject to re-
striction to 16.
Trends to watch:
• Vaccin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re desperately 
waiting for a coronavirus vaccine, and 
experts say there is a chance one will be-
come available in record time.

A police officer at the entrance to a 
coronavirus testing center in Hansen 
Dam Park, Pacoima, California. (Pho-
to/F. J. Brown/AFP via Getty Images)
• New risk factors: The CDC included 
more demographic groups who are at 
risk for the coronavirus such as younger 
people who are obese and who have un-
derlying health problems.
• When to wear a mask: Scientific evi-
dence shows face masks can help to con-
trol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but the nuances and changes in messag-
ing about their use are complicating pub-
lic health efforts.
• Elections: States need to determine 
how to hold safe elections by this fall. 
And state governments are facing budget 
shortfalls that threaten layoffs for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Cellist Jodi Beder performs a daily 

concert on his front porch in Mount 
Rainier, Maryland, to help people 
passing by and her neighbors cope 
with the outbreak. (Photo/Caballe-
ro-Reynolds/AFP via Getty Images)
Related
CDC expands list of who’s most 
at risk for the coronavirus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
vention expanded its warnings Thursday 
to include more demographic groups at 
risk for the coronavirus such as younger 
people who are obese and who have un-
derlying health problems.
Why it matters: The shift reflects what 
states and hospitals have been seeing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which is that 
young people can get seriously ill from 
COVID-19. Much of the directive was 
focused on those with preexisting condi-
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65 or older.
What’s happening: Based on several 
recent studies and reports, the CDC has 
placed more attention on populations at 
risk with a number of health conditions:
• Age: The agency warns that among 
adults, risk of COVID-19 increases 
steadily as you age, not just those over 
65.

• Obesity: Those who have a body mass 
index of 30 or higher. The original warn-
ing was for people with a BMI of 40 or 
more.
• Pregnancy: Being pregnant may in-
crease one’s risk of being hospitalized 
and having severe illness. In the study, 
more than 8,000 pregnant women were 
diagnosed with COVID-19.
Thursday’s guidance also categorizes 
medical conditions that can affect the se-
verity of illness:
• Conditions that increase risk: Chron-
ic kidney diseas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obesity; weakened 
immune system from solid organ trans-

plant; serious heart conditions, such as 
heart failur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or 
cardiomyopathies; sickle cell disease; 
Type 2 diabetes.
• Conditions that may increase risk: 
Chronic lung diseases, including mod-
erate to severe asthma and cystic fibro-
sis; high blood pressure; a weakened 
immune system; neurologic conditions, 
such as dementia or history of stroke; 
liver disease; pregnancy. (Courtesy ax-
ios.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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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The COVID Tracking Project; Map: Andrew Witherspoon/Axios

Stay Home!          Wear Mask!

LIVE

CORONAVIRUS DIARY

The U.S. government announced
yesterday a temporary exemption for
non-immigrant students taking online
classes due to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Starting with the Fall 2020
semester, F-1 and M-1 student
attending schools operating entirely
online may not take a full online course
load and rem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will not issue
visas to student enrolled in schools that
are fully online.

At the same time, the White House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has formally withdrawn from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 are so angry and don’t understand
why at such a critical pandemic time we
are cutting ties with and getting out of
WHO! The coronavirus is a worldwide
problem. We still have our own people
suffer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We can

blame other countries, but this is almost
six months of suffering with the viru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no effective
measure to stop it. We should work with
WHO and the all countries to find a
solution. Not just abandon and leave. Is
this the America that is still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We have almost reached
close to three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now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e need your support to write a letter to
the White House, to sign a petition to our
government to express our anger and
anxiet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wake up. We cannot
swim against the tide of history.

0707//0808//20202020

We Cannot SwimWe Cannot Swim
Against The TideAgainst The Tide

Of HistoryOf History



An injured demonstrator receives aid as he lies on the steps of the Serbian 
parliament building, during a protest against a lockdown planned for the 
capital this weekend to halt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in Belgrade, Serbia. 
REUTERS/Marko Djurica...

Residents line-up in their vehicles to be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in Houston, Texas.  REU-
TERS/Adrees Latif  

A man pushes a damaged motorbike after floods caused by torrential rain in Hitoyoshi town, 
Kumamoto Prefecture, southwestern Japan. REUTERS/Kim Kyung-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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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ves pray before the cremation of a woman,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at a crematorium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Danish Siddiqui

Relatives pray before the cremation of a woman, who died due to the coronavirus, at a crematori-
um in New Delhi, India. REUTERS/Danish Siddiqui

NSW police officers speak to drivers hoping to cross from the state of Victoria into 
New South Wales (NSW) at a border check point after the border was closed in 
response to a surge in coronavirus cases in Victoria,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MORE

Guests pose a they sit inside a teardrop-shaped tent hanging from a tree created by Dutch art-
ist Dre Wapenaar, offering an unusual accommodation for tourists in the Belgian countryside, 
near Borgloon, Belgium. REUTERS/Francois Lenoir  

Overheated, a healthcare worker takes a break as people wait in their vehicles in long lines for coronavirus testing 
in Houston, Texas.  REUTERS/Callaghan O’Hare  



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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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Houston Mayor Sylves-
ter Turner encouraged the 
Republican Party of Texas 
on Monday to cancel its 
in-person convention in Houston next 
week and warned that should the event 
continue, health inspectors would have 
the authority to shut down the gathering 
if certain guidelines are not followed.
Turner said that he planned to send a 
letter to members of the State Repub-
lican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state 
party’s governing board, outlining con-
ditions the party must follow in order to 
hold the convention.
“I do not think it is wise or prudent to 
hold a convention of 6,000 or more,” 
the Houston mayor’s office tweeted. 
“I am asking them to have a virtual 
event.”
A spokesperson for the state party did 
not immediately respond to a request 
for comment. And a copy of Turner’s 
letter to the SREC was not immediately 
available.
“Health inspectors will be on-site for 
the entire convention to ensure all 
guidelines are being followed,” Turn-
er’s office tweeted. “If they are not, the 
inspectors have the authority to shut 
down the convention.”
Last week, the SREC voted 40-20 to 
proceed with the in-person convention 
July 16 to 18 at Houston’s George R. 
Brown Convention Center.
Thursday’s vote came on the heels of 
Gov. Greg Abbott issuing a statewide 
mask mandate in an attempt to curb the 
surge of coronavirus cases, which state 
party Chair James Dickey said meant 
that masks would be required for most 
of the convention, though they were not 
previously. The SREC met again virtu-
ally on Sunday and tweaked the party’s 
rules to allow for what Dickey has 
described as an “ultimate contingency 
plan” to host the convention online if 
circumstances require it.
Asked Monday about Turner’s request, 
Abbott continued to decline to take a 
personal position on the party’s plans 
other than to urge caution.
“Obviously I think whatever happens 

—whether it be, listen, this convention 
or any action that anybody takes — 
we’re at a time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where public safety needs 
to be a paramount concern,” Abbott 
said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KDFW in 
Dallas.
According to the Houston Chronicle, 
Turner recently removed language 
from an executive order and effec-
tively took away his own authority 
to cancel the convention.

 Houston’s George R. Brown Conven-
tion Center
Turner also called on event sponsors to 
push the party to move the event online, 
tweeting that all other conferences had 
already been rescheduled or canceled for 
the rest of the year. The Texas Medical 
Association, the state’s largest medical 
group, has called on the party to follow 
suit and withdrew as a convention 
advertiser.
“With or without masks, an indoor 
gathering of thousands of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state in a city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active COVID-19 
cases poses a significant health risk to 
conventiongoers, convention workers,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the residents 
of Houston,” Dr. Diana Fite, TMA’s 
president, said in a statement. (Courtesy 
https://www.texastribune.org/)
Related
Citing violent crime in Atlanta, 
Georgia governor declares state 
of emergency and calls up Na-
tional Guard
Atlanta (CNN) Georgia Gov. Brian 

Kemp on Monday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activated as many as 1,000 National Guard 
members.
Kemp, a Republican, said the executive order 
follows “weeks of dramatically increased violent 
crime and property destruction in the City of 
Atlanta.”
The number of shootings and murders in the city 
was double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2019 for the 
four-week period following Memorial Day, ac-
cording to police data. During that time, Atlanta 
also saw violent clashes between law enforce-
ment and demonstrators during protest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racism.

 

Georgia Gov. Brian Kemp
Shooting incidents went from 46 in 2019 to 93 
this year between May 31 and June 27, while the 
number of murders spiked from six to 14 year 
over year for the period, police data shows.
The figures were the deciding factor in Kemp’s 
declaration, the governor’s office told CNN 
Monday.
Over the extended holiday weekend alone, more 
than 30 Georgians were wounded by gunfire 
-- including five who died, the Atlanta Police 

Department and the governor’s office said.                          
8-year-old girl fatally shot
Among those killed was an 8-year-old girl 
who was shot while riding in a car with her 
mother and another person. Secoriea Turner 
was killed Saturday night as the car tried to 
enter a parking lot that had illegal barricades, 
police said.

The shooting was near the 
scene where a now-fired 
Atlanta police officer fatally 

shot Rayshard Brooks after he 
fought with officers and tried to run away with a 
stolen Taser.
“We’ve had over 75 shootings in the city ove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Mayor Keisha Lance 
Bottoms said when talking Sunday about the 
8-year-old’s death. “You can’t blame that on APD 
(Atlanta Police Department).”
Secoriea Turner, 8, was shot in the area of 
University Ave and I-75/85 Saturday night while 
riding in a vehicle with her mother and an adult 
friend, according to police. The driver was 
attempting to enter a parking lot at 1238 Pryor 
Road where a group of individuals illegally 
placed barricades. Someone in the group opened 
fire on the vehicle, according to police, striking 
Turner.
 

Secoriea Turner, 8, was fatally shot in Atlanta 

on July 4.
“I am asking you to please 
honor this baby’s life. Please, 
if you know who did this, 

please turn them in,” Bottoms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Sunday.
After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in late May 
in Minneapolis police custody, there were 
protests in downtown Atlanta, several of 
them followed by looting and vandalism. 
Kemp at that time activated as many as 500 
National Guard troops to protect people and 
property in the state capital.
“Peaceful protests were hijacked by crimi-
nals with a dangerous, destructive agenda,” 
Kemp said Monday in a statement about the 
latest deployment. “Now, innocent Geor-
gians are being targeted, shot, and left for 
dead. This lawlessness must be stopped and 
order restored in our capital city.”
The National Guard will “provide support” 
at state buildings like the Capitol and the 
Governor’s Mansion so state police can in-
crease patrols, the governor’s statement said.
Sixty to 100 people went to Georgia State 
Patrol headquarters early Sunday morning, 
and some used bricks or fireworks to dam-
age the building, authorities said, according 
to CNN affiliate WSB.
Guard troops will also be stationed there, the 
governor said. ( cnn.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The In-Person Event Is Scheduled For Next Week, Even As The Coronavirus Continues To Spread Through Houston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Urges Texas GOP To Cancel Its Convention

Texas Republican convention attendees stood for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in Fort Worth in 2012. (Photo/B. Daemmrich/The Texas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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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日16時46分，中國

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在青島首航。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衛

通獲悉，這架青島航空QW9771航班，與使用傳統Ku波段衛星的互

聯網飛機不同，適配有高速互聯系统基於中國首顆且唯一一顆Ka頻

段高通量衛星——中星16號。本次飛行中，飛機實現了百兆以上的

高速率聯網，乘客可感受如地面上網一樣的網絡衝浪體驗，並完成

了中國民航史上第一次在萬米高空中進行的空中直播。

中國高速衛星互聯網客機首航
乘客上網與地面無異 萬米高空直播音畫清晰 紀

念
抗
戰
爆
發
83
周
年
儀
式
在
京
舉
行

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
QW9771航班在青島舉行首航儀式。7日16

時46分，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於19時
21分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這架航班的不同
之處，在於適配了中星16號衛星。

空中信息孤島被打通
據介紹，2017年升空的中星16號，是中國首

顆也是目前唯一一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
量超過20G，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主通信衛星的
寬帶應用。依託高通量通信衛星技術，可以構建
衛星寬帶通信網絡，無論身處萬米高空的飛機、
急速飛馳的高鐵，還是茫茫大海的輪船上，以及
沒有人煙的荒漠、深山、海島，都可以高速瀏覽
網絡，視頻通話。
7日，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的首航，就

驗證了上述技術。在平飛階段，機上旅客使用個
人手機連接空中互聯網，從2,000多個優質互娛內
容中挑選喜歡的類型，體驗數字生態客艙帶來的

內容豐富、品質穩定的機上娛樂體驗。儘管中國
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機上互聯網，但在最核心
的空地連接技術上，多數航班仍使用傳統Ku波段
衛星，有的甚至僅為機上局域網。這類互聯網飛
機網速慢、成本高，乘客體驗比較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航班還實現了中國民航史

上第一次空中直播，飛行中的空中信息孤島被打
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直播中看到，中國衛通董事
長、黨委書記李忠寶，與青島航空副總裁進行了空
地連線，通過抖音進行實時直播，實時分享了空中
畫面，萬米高空中傳來的畫面和聲音十分清晰。

加速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衛通是中國唯一擁有通信衛星資源且自主

可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衛
星資源。中國衛通表示，這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
利用數字化航空娛樂服務系統及數字客艙一站式軟
件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移動端空中內容娛樂、航
旅出行服務、空中電商新零售等多元空中互聯網生

態，成為支持疫後民航業結構重塑和數字化轉型的
優秀範例。目前，該公司還計劃將高速衛星互聯網
飛機方案推廣到更多航空公司。
今年，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民航

業則是“受災”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推動疫後
生產恢復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出台新基建政
策，加快數字及信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
經濟發展注入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為國家重要戰
略產業之一，民航業的疫後恢復及新基建，成為
全國關注的焦點。
4月20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型基礎設

施範圍，“衛星互聯網”被正式納入新基建範
疇。機上互聯網作為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應用場
景，是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構成部分。加速其建
設，將助力航空公司深度挖掘現有機隊增收潛
能、提質增效。現階段，新基建戰略給航空公司
提供了好的機遇期，產業各方一起協同，通過推
進機載系統的加裝率和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加速
數字化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 實現高精度影像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7日從中

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下屬的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實現了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的數據接收。
高分多模衛星是具備亞米級分辨率的民用光

學遙感衛星，可實現多種成像模式切換。該衛星

於7月3日發射，當天22點07分至22點16分，中
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密雲站按計劃成功跟蹤、接收
到該衛星首軌下行數據。

之後，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喀什站、三亞
站、北極站先後按計劃成功完成了該衛星的數據
接收任務。

截至6日，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總計完成高分
多模衛星數據接收任務12條軌道，接收數據量
1,012GB，所有接收數據均處理正常。
據了解，高分多模衛星的在軌應用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遙感衛星技術水平，滿足相關行業用戶
部門對高精度遙感影像數據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3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紀念儀式。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必須認清侵略
戰爭的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
史，才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
團體表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
的和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盧溝橋畔，氣氛莊重。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莊嚴肅穆。上
午10時，紀念儀式在全場高唱國歌聲中
開始。隨後，各界代表緩步拾階而上，
依次來到抗戰館序廳，手捧由紅色石
竹、黃色菊花、綠色小菊組成的花束，
在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
《銅牆鐵壁》前，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獻花並鞠躬致敬。
紀念儀式由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和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主辦，中央有
關部門、北京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抗戰
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
都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
表200餘人參加。

日中友好團體發表共同聲明
也是在同一日，“撫順奇跡繼承

會”等四個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呼籲人們勿忘歷
史、反對戰爭、熱愛和平，共同維護日
中友好。
“撫順奇跡繼承會”“關東日中和平

友好會”“不戰士兵市民之會”及由日本
老兵為主體發起的“日中友好8．15之
會”往年會在這一天舉辦集會活動，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變為發表共同聲明。
聲明說，日本必須認清侵略戰爭的

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史，才
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團體表
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的和
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姬田光
義當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承認、
正視歷史是日中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增
強互信的重要前提。“日中友好8．15之
會”代表幹事、現年95歲的沖松信夫指
出，日本人應認真學習歷史，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給
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果不能坦誠
地承認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
中友好。

■7日，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QW9771航班
在山東青島舉行首航儀式。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降落在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 中新社

子丹備戰新片
獲李家誠夫婦預祝57歲生日

與兒飛踢練功與兒飛踢練功

李家誠與太太徐子淇日前為甄子丹提早慶
祝57歲生日，同場的當然還有子丹愛妻

汪詩詩和有“天下第一關”之稱的鄭紹康等
人，眾人合照留影。相中見久未露面的“千億
新抱”徐子淇依舊明艷照人，並準備特意標上
了“宇宙最強”四個字的蛋糕為子丹助威，祝
願這位“宇宙最強”繼續在功夫電影上發光發
亮！
子丹被視為港產功夫片頂流，前年黃百鳴

拍攝《葉問4》，有指給予子丹億元片酬，黃
百鳴更表示子丹絕對值這個價，結果不負所
望，《葉問4》攬下十億多的票房，叫好又叫
座。而近日子丹又再接受新挑戰，主演
《Sleeping Dogs》電影改編版。

12歲囝囝晒功夫潛質
《Sleeping Dogs》電影版即將正式開拍，

《Sleeping Dogs》是 2012 年由 United Front
Games所製作的開放世界動作遊戲，以香港為
背景上演了一段精彩的臥底故事，這款受到不
少人喜愛的遊戲將改編成真人電影，由甄子丹
主演。近日子丹為新片的拍攝做準備，他在微
博上寫道“開始為下一個挑戰做準備了！”並
在後方標註了《Sleeping Dogs》和新電影的標
籤，亦在社交網提到目標是要製作另一突破性
電影。

子丹上載短片子丹上載短片，，片中見子丹身處健身房熱片中見子丹身處健身房熱
身身，，子丹狀態大勇子丹狀態大勇，，見他不時對着鏡頭擊拳見他不時對着鏡頭擊拳，，
更輕鬆踢起旋風腿更輕鬆踢起旋風腿，，讓觀眾們十分期待他的新讓觀眾們十分期待他的新
作作。。子丹子丹66日亦上載與細仔一躍而起凌空踢腿日亦上載與細仔一躍而起凌空踢腿
的片段的片段，，表示這是其星期日的親子活動表示這是其星期日的親子活動，，兩兩
人不只有姿勢有實際人不只有姿勢有實際，，更是神同步更是神同步，，子丹子丹
細仔現年細仔現年1212歲歲，，遺傳了爸爸的好身手遺傳了爸爸的好身手，，難難
怪被子丹視為怪被子丹視為““功夫接班人功夫接班人””來培養來培養，，網網
民們都大讚民們都大讚：“：“上陣父子兵上陣父子兵，，甄功夫超厲甄功夫超厲
害害”，”，亦有網民標註子丹提議亦有網民標註子丹提議：“：“兒子可以兒子可以
去拍戲了去拍戲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凡文）本月27日是甄子丹57歲

生日，雖然距離正日生日還有一段時間，但人緣好好的

子丹，已有大班好友排隊陪他過生日慶祝，當中包括久

未露面的李家誠夫婦，生日蛋糕上並寫有“宇宙最強”

四字助威，“宇宙最強”甄子丹快將迎來新挑戰，將主

演《Sleeping Dogs》電影改編版，為準備連番打戲積

極健身，即使假日也帶同 12歲囝囝一起踢腿練功

夫，二人上演神同步飛踢動作，看得網民拍案叫

絕。

香港文匯報
訊 （ 記 者 阿
祖）諸葛梓岐、
蔡潔、陳偉琪及
馬在驤等7日出
席時裝展覽，諸
葛梓岐到來時戴
着透明護面罩，
她表示7日有多
宗本地確診個
案，所以開始又
擔心，不過她向
來注重衞生，由

於家中有兩位小朋友，故自己外出後必
先消毒全身才入屋，就連工人也要這樣
做，入屋後什麼都不去觸摸，先立刻洗
手。
諸葛梓岐透露之前在加拿大住了兩

個月，5月初才從溫哥華回港，先在機
場接受檢測再回家自我隔離了14天：
“其實在溫哥華時也沒問題，當地人都
很自律，回到香港隔離的日子，原來也
不辛苦，做些運動和打機，又教小朋友
做功課，好快就過了！”而她6歲長子
於5月底已復課，但7日各區又出現新
冠肺炎確診，令她又再擔心：“幸好昨
日阿仔已經放暑假，如果情況嚴重為穩
陣起見我都不讓他上學，因為聽醫生講
隻菌已變種更勁，傳播性比之前更高，
中過也不會免疫，香港又密度那麼高，
都怕會第二輪爆發！”她又指兒子都懂
得要戴口罩，她笑說：“阿仔好怕死，
反而爸爸唔怕死照常返工，對他沒影
響，哪裏危險他就去哪裏傾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久未露面的
Amanda S.（龍玥心）、
鄭融、梁諾妍7日出席
香港開電視的全新旅
遊節目《神奇旅俠》
活動，三位主持分別
在倫敦、馬來西亞及
香港拍攝，席間親自
分享當中趣事，另外尚

有兩位主持則是鄭希怡及

2016新加坡環球小姐冠軍周智
慧。各人在不同地方展開難忘體
驗。

近年愛上滑水的Amanda S.曬
得一身古銅健康膚色，她透露：
“每星期會去滑水一兩次，非常喜
歡這運動，最近對自己的技術多了
信心，可以貼相出來。”說到和男
友拍拖去滑水？Amanda有點避
談，只透露自己有“very new life”，
她雀躍道：“有新電視節目，又會搞
蛋糕生意，因疫情環境下，多了時間
整蛋糕，自己真的好鍾意，所以再燃起

做蛋糕生意，不過以前開店在租金上壓力

好大，今次會是間pop-up shop，不會再開舖
頭。下周四正式在中環開張，為期半年，到
時推出的一款產品有兩種味道，老少咸宜，
要為香港人帶來快樂。”
至於她的“new life”是否包括換了新

男友？Amanda最初封口不講，其後一臉甜
絲絲的她承認有新戀情，希望大家給她一
些時間，自言自己好怕醜，但就 it's all
new。當提到前男友Sam？Amanda即說：
“Sam？Who？”再問新男友會否現身支持
其餅店開幕，她繼續低調：“無可能讓你
哋見，給我多些時間再算。”

梁諾妍跳崖前想到洪永城
鄭融透露因疫情節目未能如期推出，

現在期待一年終於播出，真的不容易，心
情相當興奮，她到馬來西亞拍攝期間，行
程可說豐富又刺激，她笑言：“隔日便簽
生死狀，原本在香港起程前說好不與鯊魚
潛水，但整個團隊都好投契，到最後我心
軟之下，考慮了一晚便答應導演，同條鯊
魚大約1米距離，好彩冇穿冇爛，”

梁諾妍向多項高難度挑戰，包括有玩飛
索、跳崖及爬山，她笑言：“我真係唔怕
死，自己不懂游水穿了救身衣，便從三、四

層樓高的崖邊躍下，下面好多尖石，有咩事
就拜拜，出去嗰下要鼓起好大勇氣，最初一
次行到崖邊要花上幾十分鐘先踏出去，到第
二次只用了20秒。”她笑言踏出去的一剎
那，腦裏閃過還有什麼未做。問有否出現男
友洪永城的畫面？她笑說：“閃過一嚿，心
照啦，哈哈。”

有新戀情兼再做生意
Amanda S.稱迎來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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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梓岐戴着護面
罩受訪。

■Amanda S.承
認有新戀情。

■梁諾妍(左)與鄭融(右)冒生命危險接受挑
戰。

■子丹積極健身備戰。

▶生日蛋糕
標上了“宇
宙最強”四
字。

▲▲李家誠與太太徐子淇為甄子丹預祝李家誠與太太徐子淇為甄子丹預祝5757
歲生日歲生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快將快將5757歲的甄子丹依然弗歲的甄子丹依然弗
爆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子丹父子二人同步飛起踢腿。
網絡截圖

■子丹的12歲囝囝(中)有潛質成“功夫
接班人”。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6 新聞娛
樂

■責任編輯：魯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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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7日16時46分，中國

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在青島首航。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衛

通獲悉，這架青島航空QW9771航班，與使用傳統Ku波段衛星的互

聯網飛機不同，適配有高速互聯系统基於中國首顆且唯一一顆Ka頻

段高通量衛星——中星16號。本次飛行中，飛機實現了百兆以上的

高速率聯網，乘客可感受如地面上網一樣的網絡衝浪體驗，並完成

了中國民航史上第一次在萬米高空中進行的空中直播。

中國高速衛星互聯網客機首航
乘客上網與地面無異 萬米高空直播音畫清晰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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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
QW9771航班在青島舉行首航儀式。7日16

時46分，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於19時
21分降落在成都雙流國際機場。這架航班的不同
之處，在於適配了中星16號衛星。

空中信息孤島被打通
據介紹，2017年升空的中星16號，是中國首

顆也是目前唯一一顆高通量通信衛星，通信總容
量超過20G，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自主通信衛星的
寬帶應用。依託高通量通信衛星技術，可以構建
衛星寬帶通信網絡，無論身處萬米高空的飛機、
急速飛馳的高鐵，還是茫茫大海的輪船上，以及
沒有人煙的荒漠、深山、海島，都可以高速瀏覽
網絡，視頻通話。
7日，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的首航，就

驗證了上述技術。在平飛階段，機上旅客使用個
人手機連接空中互聯網，從2,000多個優質互娛內
容中挑選喜歡的類型，體驗數字生態客艙帶來的

內容豐富、品質穩定的機上娛樂體驗。儘管中國
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布局機上互聯網，但在最核心
的空地連接技術上，多數航班仍使用傳統Ku波段
衛星，有的甚至僅為機上局域網。這類互聯網飛
機網速慢、成本高，乘客體驗比較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航班還實現了中國民航史

上第一次空中直播，飛行中的空中信息孤島被打
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直播中看到，中國衛通董事
長、黨委書記李忠寶，與青島航空副總裁進行了空
地連線，通過抖音進行實時直播，實時分享了空中
畫面，萬米高空中傳來的畫面和聲音十分清晰。

加速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衛通是中國唯一擁有通信衛星資源且自主

可控的基礎電信運營商，為本次首航提供高通量衛
星資源。中國衛通表示，這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
利用數字化航空娛樂服務系統及數字客艙一站式軟
件解決方案，構建了包括移動端空中內容娛樂、航
旅出行服務、空中電商新零售等多元空中互聯網生

態，成為支持疫後民航業結構重塑和數字化轉型的
優秀範例。目前，該公司還計劃將高速衛星互聯網
飛機方案推廣到更多航空公司。
今年，全球遭受前所未有的疫情衝擊，民航

業則是“受災”最嚴重的行業之一。為推動疫後
生產恢復及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出台新基建政
策，加快數字及信息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為
經濟發展注入數字經濟新動能。作為國家重要戰
略產業之一，民航業的疫後恢復及新基建，成為
全國關注的焦點。
4月20日，中國國家發改委明確新型基礎設

施範圍，“衛星互聯網”被正式納入新基建範
疇。機上互聯網作為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應用場
景，是衛星互聯網的重要構成部分。加速其建
設，將助力航空公司深度挖掘現有機隊增收潛
能、提質增效。現階段，新基建戰略給航空公司
提供了好的機遇期，產業各方一起協同，通過推
進機載系統的加裝率和降低整體運營成本，加速
數字化網絡化機上新基建。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 實現高精度影像接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7日從中

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獲悉，該院下屬的
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日前已成功實現了高分辨率
多模綜合成像衛星的數據接收。
高分多模衛星是具備亞米級分辨率的民用光

學遙感衛星，可實現多種成像模式切換。該衛星

於7月3日發射，當天22點07分至22點16分，中
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密雲站按計劃成功跟蹤、接收
到該衛星首軌下行數據。

之後，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喀什站、三亞
站、北極站先後按計劃成功完成了該衛星的數據
接收任務。

截至6日，中國遙感衛星地面站總計完成高分
多模衛星數據接收任務12條軌道，接收數據量
1,012GB，所有接收數據均處理正常。
據了解，高分多模衛星的在軌應用將進一步

提升中國遙感衛星技術水平，滿足相關行業用戶
部門對高精度遙感影像數據的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
全民族抗戰爆發83周年儀式7日上午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紀念儀式。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日本必須認清侵略
戰爭的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
史，才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
團體表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
的和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盧溝橋畔，氣氛莊重。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紀念館巍然矗立、莊嚴肅穆。上
午10時，紀念儀式在全場高唱國歌聲中
開始。隨後，各界代表緩步拾階而上，
依次來到抗戰館序廳，手捧由紅色石
竹、黃色菊花、綠色小菊組成的花束，
在象徵着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大型浮雕
《銅牆鐵壁》前，向在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獻花並鞠躬致敬。
紀念儀式由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和

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聯合主辦，中央有
關部門、北京市和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
負責同志，在京參加過抗日戰爭的抗戰
將領親屬代表、抗戰烈士遺屬代表，首
都學生、部隊官兵、幹部群眾等各界代
表200餘人參加。

日中友好團體發表共同聲明
也是在同一日，“撫順奇跡繼承

會”等四個日中友好團體就“七七事
變”發表共同聲明，呼籲人們勿忘歷
史、反對戰爭、熱愛和平，共同維護日
中友好。
“撫順奇跡繼承會”“關東日中和平

友好會”“不戰士兵市民之會”及由日本
老兵為主體發起的“日中友好8．15之
會”往年會在這一天舉辦集會活動，今年
受新冠疫情影響變為發表共同聲明。
聲明說，日本必須認清侵略戰爭的

本質。只有切實地認識和反省歷史，才
能實現鄰國之間真正的和平。四團體表
示今後將繼續為守護日本和世界的和
平、為維護日中友好而攜手努力。

“撫順奇跡繼承會”負責人姬田光
義當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承認、
正視歷史是日中兩國人民加深理解、增
強互信的重要前提。“日中友好8．15之
會”代表幹事、現年95歲的沖松信夫指
出，日本人應認真學習歷史，樹立正確
的歷史觀。日本發動的對華侵略戰爭給
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果不能坦誠
地承認這一事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
中友好。

■7日，中國第一架高速衛星互聯網飛機—青島航空QW9771航班
在山東青島舉行首航儀式。飛機由青島流亭國際機場起飛，降落在成
都雙流國際機場。 中新社

2020年7月8日（星期三）5 新聞體
育

■責任編輯：于大海

CBA（中國男籃職業聯賽）復賽

7日在青島賽區展開第二階段的角

逐。在當晚上演的一場比賽，新疆

隊以 106：105險勝吉林取得三連

勝，進一步鞏固了四強地位。在結

束38輪賽事後，CBA常規賽還剩下最後8輪，廣東隊

以 36勝 2負、21連勝的傲人成績穩居榜首，不僅常

規賽冠軍已成囊中之物，而且距離由自己保持的 26

連勝CBA單賽季最長連勝紀錄僅有5場之差。

CBACBA復賽展開第二階段較量復賽展開第二階段較量

■■ 廣州球員郭凱廣州球員郭凱（（右右））在對上海一役爭在對上海一役爭
搶搶。。 新華社新華社

短說
長話

目前，廣東隊比少賽一場、排名第二的新疆隊多8
個勝場，再贏一場就將鎖定常規賽冠軍。以廣

東隊目前的氣勢和整體實力來看，戰勝任何對手都在
情理之中。但在冠軍已探囊可得之際，廣東隊在第二
階段賽事的重心勢必放在季後賽的備戰上，尤其是要
確保在一場定勝負的單敗淘汰賽中萬無一失－避免受
傷，養精蓄銳，磨合戰術和隊伍，鍛煉年輕隊員，恐
是其在最後幾輪常規賽中的主要任務。

因此，廣東隊將提前幾輪獲得常規賽冠軍，是否
會超越自我、再次刷新單賽季連勝紀錄，將由廣東隊
自己決定，因為這其中沒有“能不能”的懸念，只有
他們“想不想”的問題。

新疆無憂 京浙遼爭入四強
在躋身季後賽的12支球隊中，前四名將自動進入

第二輪。本賽季季後賽前兩輪採取單敗淘汰的賽制，
極大增加了比賽結果的偶然性，也使得前四名的席位
更顯“珍貴”。

目前，廣東一枝獨秀，少賽一場的新疆隊比緊隨
其後積分相同的北京首鋼、浙江廣廈和北京北控多3
個勝場，四強基本無憂。其它兩個席位的爭奪主要將
在北京和浙江的4支球隊以及遼寧隊之間展開。

北京首鋼、浙江廣廈和北京北控隊雖排名3-5
位，但均是25勝13負，暫居第六的浙江稠州銀行24
勝14負，少賽一場的遼寧隊以23勝14負暫列第七，
這5支球隊任何一場比賽的輸贏都有可能使排名發生
改變。目前兩支北京隊是雙外援，浙江“雙星”均為
全華班。但在復賽第一階段賽事中，浙江廣廈和稠州
銀行隊名次均有上升，贏得“最強全華班”的殊榮。
在特殊時期出現的全華班與雙外援的對決，也成為復
賽期間的最大看點。

復賽前位居三甲的遼寧隊，曾被認為本賽季常規
賽總冠軍的有力競爭者。復賽第一階段遼寧隊雖然表
現欠佳，名次下滑至第七位，但所幸差距並未拉開，
這支2017-2018賽季的總冠軍依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
大，躋身前四並非毫無希望。 ■中新社

CBA復賽第一階段告
一段落，在休賽期，CBA聯
盟公布了兩份裁判報告。報

告顯示，7月 4日廣州對陣上
海、山東對陣深圳這兩場比賽的
最後兩分鐘出現了錯判現象。

廣州對陣上海的比賽結束
前 1 分 49 秒，當時廣州隊以
98：100落後上海隊2分，此時
上海隊麥卡勒姆搶前場籃板球補
扣時與廣州隊的郭凱同時相互發
生侵人犯規，此情況應屬於雙方
犯規，但裁判員僅宣判郭凱侵人
犯規，並給予上海隊外援麥卡勒
姆2次罰球機會。比賽以上海隊
105：101取勝告終。

山東對深圳比賽的最後兩
分鐘出現兩次錯判。第一次出現
在全場比賽結束前1分30秒。山
東隊王汝恒上籃時，裁判員宣判
深圳隊楊林禕對其發生侵人犯
規，王汝恒獲得2次罰球機會，
但楊林禕的防守動作並未發生侵
人犯規。當時山東隊以 104：
103領先。

全場比賽結束前13.2秒，
山東以109：107領先，山東隊
張輝持球時，深圳隊楊林禕對其
發生侵人犯規，但裁判在當時未
進行宣判。本場比賽山東隊以
111：107取勝。 ■新華社

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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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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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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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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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香港銀牌賽甲一
組預計於8月30日展開，不過由於香港疫情再有爆發
跡象，為香港籃壇能否如期重開增添變數，銀牌賽抽
籤後亦只公布首兩圈賽程，籃總表示一切仍需視疫情
發展而定，暫時未決定會否以閉門方式進行。

銀牌賽甲一組本來定於下月底展開，不過近期香
港疫情反覆，令賽事未必可以如期進行。只公布首兩
圈賽程的籃總表示，會密切注意疫情發展，由四強起
的比賽日期尚有待確定，希望能盡快宣布所有安排。

東方龍獅力爭各項錦標
今屆銀牌賽一共有10支球隊角逐，上季未有錦

標落袋的東方龍獅揚言會全力出擊，劍指本地各項錦

標。行政經理李樹榮表示：“上季球隊需要分心ABL
賽事，香港本地賽事大多以全華班上陣，今季沒有
ABL下球隊可以專注於香港本地賽爭標。”

首圈面對遊協的東方龍獅預料可輕鬆過關，不過
四強則有機會硬撼衛冕的南華，李樹榮表示球隊已聘
請新教練及外援球員，不過由於封關措施仍未解除，
他們需要等待工作簽證落實才可歸隊，希望能趕及於
銀牌賽展開前抵港。而球隊目前在助教基拿帶領下已
全面復操，相信比賽狀態不成問題，但現在疫情的變
化恐再次打亂球隊部署。

南華及滿貫同樣於首圈輪空，次圈將分別面對飛
鷹/漢友及福建/南青的勝方，至於永倫則要與建龍爭
奪四強席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 Red Bull
Half Court 3人籃球賽香港區預賽將於8月在
多個別具特色的屋邨球場拉開戰幕,目前已開
始接受報名。

Red Bull Half Court 3人籃球賽（前身為
Red Bull Reign）初賽將定於8月1日、8日及
15日，分別在屯門兆禧停車場天台籃球場、
安定邨停車場天台籃球場及九龍灣啟業運動場
上演，男子組名額共58隊，女子隊名額為8
隊；決賽將於8月23日假九龍灣啟業籃球場上
演，屆時將由初賽最佳成績的24支男子隊及8
支女子隊爭奪男女子組冠軍殊榮。

Red Bull Half Court 3人籃球賽以FIBA
的賽例為基礎建立出一套獨有規例，考驗球隊
耐力、意志力、技巧和團隊合作。每場賽事最

高21分，法定賽事時間為10分鐘。假如在法
定時間結束後雙方打成平手，在加時賽段首先
取得2分的球隊將會獲得勝利。

疫情再爆發 港男籃銀牌賽添變數 Half Court 3人籃球賽下月開打

■■助教基拿助教基拿（（右右））帶領球隊全面復操帶領球隊全面復操。。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 東方龍獅東方龍獅
悍將李琪出席悍將李琪出席
球隊訓練球隊訓練。。

球會圖片球會圖片

■■廣東隊廣東隊77日日
在青島進行踩在青島進行踩
場適應性訓場適應性訓
練練。。 新華社新華社

■■ 廣東隊領軍人廣東隊領軍人
物易建聯物易建聯（（右右））在在
餘下餘下88輪比賽會否輪比賽會否
保留實力保留實力？？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12歲足球小將加盟德甲梯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中國著

名足球人董路7日在個人社交網站透露：中
國12歲足球小將
姜景祺正式加盟
德甲球隊禾夫斯
堡梯隊，成為中
國足球第一人
（見圖）。

港排總推出本地比賽優化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香港排球

總會最近推出“本地比賽優化計劃”，對香港
本地三大賽事進行調整。其中“全港公開排球
錦標賽”改名為“香港排球聯賽”，每年1至5
月舉行；“全港公開馬拉松排球賽”則由“香
港排球錦標賽”及“香港排球總會盃”兩賽所
取代，“香港排球總會盃”於7至8月舉行，而
“香港排球錦標賽”則於7至12日舉行。

■■ 新疆的俞新疆的俞
長棟長棟（（左左））
成功突破上成功突破上
籃籃。。 新華社新華社

■ Start Unknown（深色球衣）去年贏得香港
區賽女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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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副刊

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在柏林的东德博物馆里，有许

多关于前东德各种“成就”的展示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体育。但很

显然，德国人对自己的“成就”

感到羞耻。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的西德

世界杯，那是东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世界杯

，而且要穿越柏林墙去比赛，自然令世界瞩目。

凑巧的是，东西德两队还分在了同组，西德队

以0:1告负，爆出大冷门，甚至被视作世界杯历史

大冷门之一。但其实西德队是故意输球，纯粹为了

避免在下一阶段遭遇荷兰等强敌。当时世界杯第二

轮也采取小组赛形式，东德队小组出线后，与荷兰

、巴西和阿根廷分在同组，结果1平2负列小组第

三未能继续前行，反倒是在第二阶段分在相对较弱

小组的西德队，获得了那届世界杯的冠军。

当时的东欧国家，体育领域紧跟苏联模式，也

就是我们熟悉的举国体制。但稍微了解体育的人都

知道，足球和篮球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项目，偏

偏就不是举国体制能搞好的项目。当年东欧不乏足

球强国，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但他们靠的是天赋和

热情，绝非举国体制。

相比世界杯，当时的东德更喜欢在奥运会上刷

数据。因为奥运会有大量个体项目，动用举国体制

，把几十个人关起来狠狠练几年，就很容易击败自

费参加的西方业余运动员，尤其是那些在西方没几

个人玩的项目。用这样的金牌来宣扬成就，对于东

德来说实在是一笔“划算买卖”。

东德这个弹丸小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极其惊

人：1968年首次参加奥运会就拿到9块金牌，位

列第五；1972年获得 20块金牌，排名

第三；1976年拿到 40块金牌，排名第

二；1980 年在西方国家进行抵制的情

况下，拿到 47 块金牌，排名第二；

1988年获得 37块金牌，排名依旧是第

二。至于 1984年奥运会，东德不是成

绩不好，而是紧跟苏联老大哥，与其

他东欧国家一道抵制了这次大赛。

换言之，面积仅有十万平方公里，

仅仅是北京的数倍的东德，居然在二十

年时间里雄霸奥运金牌榜前五位，其中

还有三次拿到亚军，仅仅输给苏联老大

哥。甚至有人猜测，如果不是因为老大

哥不能随便超越，东德很可能拿个冠军

给世界看看。

那么，东德是不是世界第二体育强

国？当然不是。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

来说，即使东德人个个天赋异禀，也不

可能如此大面积出现世界冠军级的运动

员。

多年后，泡沫被揭穿。东德狂揽奥

运奖牌、频破世界纪录的背后，是各种

兴奋剂的广泛使用。1997年，前欧洲铅

球冠军克利格接受了变性手术，她痛斥

前东德政府，称“对我来说，噩梦还在

继续，我甚至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性别

，可恶的兴奋剂把我变成了男人。”

据统计，东德曾长期让上万名运动

员服用禁药，最丧心病狂的是，他们甚

至在幼儿体育中广泛使用兴奋剂。许多

人因此猝死，还有许多女运动员失去生

育能力。相比之下，更看重天赋、技术

和团队，兴奋剂没啥作用的足球，当然

为东德所不喜。

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体育的走向也

印证了东德体育的黑幕。统一后的德国

非但没有“1+1=2”的效果，奥运金牌数

目还一路走低，恰恰符合了西德一直以

来的体育政策：重视民众体育，不唯金

牌论。

兴奋剂一直是世界体育绕不过去的

阴影，但区别在于，文明国家的禁药问

题多半是个人诚信问题，但像东德这样

则是国家操控的黑幕。这种灭绝人性，

也大量浪费国家财富和资源的行为，根

源在于政治对体育的侵袭。所幸的是，

东德体育已成过去。

为了奥运金牌，他们把女人变成了男人

因被迫过量使用兴奋剂而不得不接受变性手术的东德女子铅球运动

员海蒂

首先跟朋友们交流一下什么叫第三

类接触。

大体上这个概念是对UFO（不明飞

行物）的相关定义。所谓第三类接触就

是：与外星人进行直接接触；看清了

UFO，特别是看清了其中的类人高级生

命体。

相对第三类接触，还有零类接触

（遥远的目击）；第一类接触（近距离

目击）；第二类接触（人体的某一部分

触及UFO上某一东西；或目击触击遗留

痕迹）。

在第三类接触层次之上，还有第四

类接触，即所谓的与非人类智慧生命体

进行心灵感应。这个概念比较玄乎，虽

然也有不少号称第四类接触的事例，但

实在分不清是伪装的呓语还是确有其事

。所以并不具备过多的实证意义。

显然，第三类接触才是合乎常规认

知的人类与其他智慧生命体的较深层次

的接触。

世界上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

数不胜数，其中第三类接触的事件自然

也有不少。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三

类接触中，人类接触的智慧生命体并不

全部都是来自外太空（具体事例不举）

。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类接触可以扩

大解释为是人类与其他非人类智慧的深

层次接触。

然而，人们关注的焦点更多的是神

秘莫测的太空，人们更愿意相信在浩淼

的宇宙中，某一个星体的文明具备可以

跨越星际的力量，那里的智慧生命体乘

坐UFO来造访地球。

于是在1947年 7月 5日的一个电闪

雷鸣的夜晚，这样的UFO与人类真的来

了一个亲密接触。地标：美国，罗斯维

尔。

那一晚，暴雨如注，漆黑的天空中

、狂暴的雷电恣意展现着属于这个星球

上的大自然的力量。恰巧的是，那一晚

有UFO出没。然后坠毁在那个狂风暴雨

的夜色里。原因不明。

第二天，罗斯维尔的一个农场主首

先发现了事情的蹊跷，他发现在农场约

400米范围内有许多特殊的金属碎片散

布，紧接着“一位土木工程师葛拉第

（L· Grady）发现一架金属碟形物的残骸

，直径约9米；碟形物裂开，几具尸体

分散在碟形物里面及外面地上。尸体体

型瘦小，身长仅100到130厘米，体重只

有18公斤，无毛发、大头、大眼、小嘴

巴，穿整件的紧身灰色制服。”

这也许是人类对外星生命最彻底的

第三类接触了。

随后军方介入，封锁现场。接着美

国军方宣布罗斯维尔有军用探测气象气

球爆炸坠落。

但美国军方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控

制住舆论的发酵，罗斯维尔的第三类接

触事件早已经宣扬出去。

如此详尽的过程及详实的目击内容

流传开来，就让罗斯维尔成为这个星球

上最著名的第三类接触事件。

以至于此后围绕着这一事件，其背

后的真相、扰乱世人的恶作剧以及以此

事件为背景创作的影视充斥其间，这就

让罗斯维尔事件笼罩上层层离奇的色彩

。引发世人无尽的遐想。

再把视线转到国内，到了八十年代

，中国的人们对飞碟的研究也掀起了一

阵狂热的浪潮，甚至有人把同时代另一

狂热的要素气功与之结合起来，引发了

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现象。但在当

时的环境下，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严肃

的课题。就连路遥在他伟大的小说《平

凡的世界》里，都要加上一段少平与外

星生命第三类接触的桥段来。

直到1994年 6月 6日，一个叫孟照

国的中国农民闯入了凤凰山。地标：中

国，黑龙江五常县。

随后这个叫孟照国的中国农民声称

与来访的木星来客进行了深层次的第三

类接触，比之美国罗斯维尔的第三类接

触，中国的这一第三类接触事件更为离

奇，罗斯维尔事件中外星来客已经全部

丧生，完全是一次单方面接触。而孟照

国声称与外星（木星）来客进行了双方

深层次交流。

更为劲爆的是，孟照国声称，他竟

然还与木星来客进行了另一种“深层次

交流”！他与其中的一个女性外星人

“圈圈叉叉”了四十分钟！要不然怎么

说我大中国农民威武呢。孟照国还被告

知，在六十年后，一个中国农民的孩子

将在外星诞生。

需要注意的是，在孟照国第三类接

触中，还伴随着第四类接触（心灵感应

）。

由于孟照国事件中的荒诞离奇，人

们更多的怀疑是不是孟的臆想。然而孟

在2003年通过了测谎仪的检测，这一第

三类接触中还有其他来自外星的物件证

明。这就使得此一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也许孟照国事件并不能像罗斯维尔

事件一样具有世界性的标本意义，但是

第三类接触应该是不分国界的。全世界

各地都有第三类接触的种种报告。这里

恕不一一列举了。

肯定的是，各种各样的第三类接触

事件，都指向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浩瀚

的宇宙中，人类并不孤单。在地球之外

的星体中，还有更高深的智慧存在。在

人类文明之外，还有更高端的文明存在

。

UFO档案：“第三类接触”中的外星人存在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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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好消息 !!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 新店已於本周一在新店已於本周一在KATYKATY
亞洲城原店亞洲城原店 「「JIA KITCHENJIA KITCHEN 」」 旁隆重開幕旁隆重開幕

位於位於KatyKaty 亞洲城亞洲城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新店新店，，就在就在 「「JIA KITCHENJIA KITCHEN 」」 旁旁。。

KatyKaty 亞洲城亞洲城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 新店就在新店就在 H MartH Mart 同排附近同排附近。。

美崙美奐的美崙美奐的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內部陳設內部陳設。。

美崙美奐的美崙美奐的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內部陳設內部陳設。。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負責人負責人LinhLinh黃攝於黃攝於KatyKaty新店大門口新店大門口。。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 負責人負責人 LinhLinh 黃攝於黃攝於KatyKaty 新店內新店內。。

「「新新餐廳新新餐廳 」」 的招牌菜的招牌菜。。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疫情間德州州議員候選人疫情間德州州議員候選人Jacey JettonJacey Jetton自四月份以來不自四月份以來不
斷增加社區活動服務及提供民生服務用品發送及上週延續斷增加社區活動服務及提供民生服務用品發送及上週延續
的掃街服務振奮人心的掃街服務振奮人心。。令選區居民們都鼓舞了起來令選區居民們都鼓舞了起來。。經過經過

了州長了州長AbbottAbbott和州議員和州議員Mayes MiddletonMayes Middleton和和2222區國會議員區國會議員
候選人候選人Troy NehlsTroy Nehls警長等的代言後更加氣勢如虹警長等的代言後更加氣勢如虹。。

德州州議員候選人德州州議員候選人Jacey JettonJacey Jetton社區社區
物資分發及互動造勢活動集錦回顧物資分發及互動造勢活動集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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