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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2/11/2021

（中央社）美國政府今天表示，美國11月
分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6.8%，創下1982
年6月以來最大增幅。

根據美國勞工部數據，消費者物價指數上
揚因素眾多，包括油價勁揚6.1%，此外房租、
二手車與食品價格也都上漲。

經季節調整後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較10月
上升0.8%，略低於上月通膨率。

由於需求強勁，加上供應鏈瓶頸糾結未消

，廠商成本提高，並將新增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負擔，而且服務業價格也趨於上揚，使通膨因
而再度加溫。而且由於失業率大幅下降，勞工
供給短缺，工資持續上升，也加重通膨壓力，
預期未來幾個月通膨壓力將不會消退。

經濟學者指出，Fed主席鮑爾上週已承認高
通膨不再是“暫時”現象，貨幣政策的焦點已
由促進就業轉為抑制通膨，如今11月CPI進一
步上升，Fed在12月14-15日召開決策會議時，

勢必將擴大縮減購債規模，讓量化寬鬆（QE）
措施加速退場，官員預估的首次升息時間也將
提前；專家預測升息時間將提前到明年3月或5
月。

彭博經濟學家認為，11 月 CPI 數據暴升、
未來幾個月估將居高不下，將強化Fed決心，在
下週決議提高資產減購額一倍至300億美元。

路透社路透社

美美1111月物價年增月物價年增66..88%% 創創19821982年以來新高年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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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23rd World Petroleum Congress is holding
their meeting in Houston, Texas,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more than seventy
countries. Three hundred speakers including
eighteen Ministers of Energy and CEO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ill discuss issu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They will explore and learn about
Houston and other destinations that are
advanc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while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Ambassador Kerfalla Yansane and Economic
Counselor Diallo Mamadou came from
Washington to join the meeting.

We are so honored to host a welcome luncheon

party for them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ur guests include Judge Robert Eckels, Hon.
Consul General Gezahgen Kebede and many
other business leader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e have worked with
Ambassador Yansane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as and Guinea. Even
though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changed in
Guinea, we are still trying to organize a trade
mission to visit Africa in the near future.

Guinea is one of the poor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y need all kinds of assistance to lift up
their economy. We are here to do our best to
help their people get out of poverty .

1212//1010//20212021

Welcome Back, Mr.Welcome Back, Mr.
Ambassador Yansane!Ambassador Yansane!

几內亞駐美大使楊森及经濟參
贊馬麻杜一行，今午再度到國際貿
易中心參訪 ，我們設午宴表示歡
迎。

楊森大使此行主要是參加在休
斯敦舉行的美非能源高峯會， 该
國礦產資源豐沛， 其中以鋁礦為
世界最大產地。

幾內亞最近因軍事政變 ，目
前掌權之臨時總統表示 ，他將盡
快制定新憲法還政於民。

几內亞佔地二十五萬平方公
里 ，人口近一千三百萬 ，人均所
得一千二百四十四美元， 是世界
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楊森大使曾任該國中央銀行總
裁， 為國服務數十年， 雖然國內
政權更迭， 但是仍然請他繼續擔

任駐美大使。
世界能源大會此次在德州召

開 ，主要是探討如何加強對非洲
和世界各地在能源方面之合作，共
有來自十八個國家的能源部長和工
商界三百多人参加，

幾內亞經濟主要依賴農業及礦
產生產，其中以鈻土礦及黃金為主
。

參加今天招待會的還有前縣長
埃克 ，索比亞駐休斯敦名譽總領
事卡比地大使及工商界人士多人。

國際貿易中心正在籌組工商代
表團將在適當時機訪问幾內亞 、
衣索匹亞等國家。

再次歡迎楊森大使來訪再次歡迎楊森大使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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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下級法院法官今年稍早駁回引
渡揭密網站 「維基解密」（WikiLeaks）創辦人亞
桑傑至美國受審的請求，美方隨後提出上訴，美
國政府今天贏得上訴。

美國引渡亞桑傑（Julian Assange）至美國後
，他將面對多項刑事罪名，包括間諜罪以及密謀
駭入政府電腦等。英國下級法院法官今年1月以
50歲的亞桑傑在美國司法體制內有自殺風險為由
，駁回美方的引渡申請。

法新社報導，亞桑傑因2010年維基解密釋出
美國軍方機密檔案而遭美方通緝，檔案詳列美國
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軍事行動。

在10月的2天聽審中，美方律師主張，其他
專家證據顯示亞桑傑沒有自殺風險，但先前的英
國法官卻忽略那項證據的重要性。

美方也向法庭保證，亞桑傑不會被懲罰性單
獨囚禁在美國聯邦超高度安全管理監獄（Super-
max Prison），而是會得到適當對待。

倫敦高等法院2名上訴法官接納美方保證，
相信亞桑傑在審判前或被定罪後，都不會面臨最
嚴酷處置。

法官表示，前述結論能夠充分認定，這起上
訴對美國有利。

本案將發回下級法院重審。但亞桑傑的伴侶
莫里斯（Stella Moris）表示，將會在第一時間就
這項裁決提起上訴。

美國政府先前表示，亞桑傑因維基解密釋出
50萬份機密檔案，面臨相關18項控罪。若遭美
國引渡、審判和定罪，他可能面臨最高175年徒
刑。

英國法官拒引渡亞桑傑
美國政府上訴成功

(本報訊)新加坡衛生部表示，境內再發現3
起初步驗出感染Omicron變異株的案例，包括1
起本土病例、2起境外移入。另外，星政府已批
准使用輝瑞疫苗為5至11歲兒童接種，年底前
開打。

衛生部10日深夜發布新聞稿表示，再發現
3起初步驗出感染Omicron的案例，包括1起本
土案例及2例境外移入，這3人都已完整接種且
都無症狀，目前在國家傳染病中心隔離康復中
。當局正在進行接觸者追蹤，以防堵疫情。

衛生部指出，新增的本土案例為機場前線
人員，於9日的定期檢測中確診，且初步驗出感
染 Omicron。這名 38 歲的男性在新加坡樟宜機
場第3航廈登機門擔任乘客服務人員，他與另1
名先前初步驗出感染 Omicron 的樟宜機場員工
沒有已知的關聯。

另外2起個案都是8日搭機由英國飛往新加
坡的旅客，經由 「疫苗接種者旅遊通道」
（VTL）入境，包括 1 名 30 歲女性及 1 名 26 歲
男性，兩人在機上並無互動。他們搭機前的檢

測都是陰性，但抵達新加坡後，9 日 PCR
採檢結果為陽性，且疑似感染Omicron。
衛生部表示，目前國家公共衛生實驗室正
針對這3起個案進行全基因定序，以確認是

否感染Omicron。
新加坡至今已發現8起初步驗出感染Omi-

cron的案例，2起為本土個案，其餘為境外移入
。目前已有2例確認感染Omicron。

此外，新加坡也將擴大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苗接種及施打追加劑的計畫
。衛生部表示，跨部門抗疫工作小組接受專家
建議，將在年底前開始為5歲至11歲的兒童接
種輝瑞/復必泰（Pfizer-BioNTech/Comirnaty）
疫苗。

衛生部指出，為5歲至11歲兒童接種的劑
量只有成人的1/3，也就是每劑10微克，兩劑疫
苗間隔21天。

衛生部已和輝瑞簽署新的COVID-19疫苗
採購協議，預計12月底前到貨。

據衛生部統計，星國 87%人口已完整接種
，30%已接種追加劑。

新加坡目前為30歲及以上的民眾接種追加
劑。衛生部表示，自14日起，追加劑接種計畫
將擴大到18至29歲的民眾。

衛生部通報，新加坡 10 日新增 454 人確診
，累計27萬2433起確診案例；另新增4起死亡
案例，累計783人病故。

新加坡再添 3 起 Omicron 案例
將為兒童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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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前日（7日

）舉行視像峰會，在長達兩小時的會談中，雙方

就近期日趨緊張的烏克蘭局勢來回交鋒。克里姆

林宮表示，普京在會上要求美方保證北約不會進

一步東擴，並強調當前烏克蘭局勢和俄美關係轉

差，都是北約及美方一手造成。拜登則對俄羅斯

在俄烏邊境加強軍事部署表示憂慮，並警告一旦

局勢進一步升級，美國及其盟國可能會以經濟制

裁等措施回應。

今次是拜登就職以來，第5度與普京會談，

也是繼6月日內瓦峰會後，兩人第二次以面對面

或視像方式會談。雙方在會談開始時先行寒暄，

拜登表示希望下次可以面對面方式見面，普京表

示同意。在短短數十秒開場白後，兩人隨即開始

閉門會談。

俄抗議美軍機飛近邊境
普京昨日向記者表示，俄方將於一周內就雙

方繼續對話，向美國提交建議，他同時強調俄國

採取和平外交政策，但有權捍衛本身的安全，批

評有關俄國正計劃入侵烏克蘭的言論屬挑釁。俄

羅斯外交部昨日稱，已向美國駐俄大使館遞交抗

議信，抗議美國和北約軍機飛近俄國邊境的「危

險」舉動。

美警告或經濟制裁 促重回外交解決
白宮在會後發聲明稱，拜登表示美國及其歐

洲盟友，對俄羅斯在俄烏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部署

「深感擔憂」；俄方若採取軍事升級行動，將面

臨來自美國及其盟友「強而有力」的經濟制裁和

其他回應措施。拜登重申美國支持烏克蘭主權和

領土完整，並呼籲俄烏雙方緩和緊張局勢，恢復

以外交方式解決烏克蘭問題。 白宮聲明說，拜

登和普京還討論了今年7月在瑞士日內瓦啟動的

美俄戰略穩定對話，以及雙方在應對勒索軟件攻

擊方面對話的進展情況，並就兩國在伊朗核問題

等地區事務上的合作進行了溝通。

克里姆林宮的聲明則形容會談「坦率而務實

」，並指雙方同意考慮到維護國際安全與穩定的

特殊責任，俄美將繼續對話和必要接觸。聲明說

，普京表示不應將烏克蘭東部局勢升級的責任歸

咎俄羅斯，因為北約正試圖征服烏克蘭領土，並

不斷將軍事力量擴展至俄邊界附近。俄羅斯希望

獲得可靠的法律保證，以防止北約進一步東擴和

在俄羅斯鄰國部署進攻性武器系統。

白宮：對俄要求無承諾無讓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其後召開記者會，

表示對於普京提出的要求，拜登沒有承諾也沒有

讓步，重申如果俄對烏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將增

加對烏克蘭的國防援助，以加強其防禦能力，並

「積極回應」北約盟友可能提出的增兵請求。沙

利文更表示，拜登當面向普京表明：「我們2014

年沒有做的事，我們現在準備做。」暗示華府不

會再像2014年俄羅斯將克里米亞併入領土時，只

為烏克蘭提供防禦性支援。

近期俄烏關係加速惡化，雙方在兩國邊境地

區部署了大量軍事人員和裝備。美國和烏克蘭聲

稱俄羅斯在俄烏邊境集結重兵，可能準備「入侵

」烏克蘭。俄方否認這一說法。

普京向美 「攤牌」 促保證 「北約不東擴」

世界衛生組織當地時間周三（8日）

表示，Omicron將顯著影響全球疫情。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已有57

個國家和地區出現Omicron，預計繼續擴

散，對全球疫情產生顯著影響，但目前難

以預估具體情況，南非感染Omicron的病

例，數量正在迅速增加。

譚德塞呼籲各國加強監測和病毒基因

排序，了解Omicron是否能超越Delta成為

新的主要新冠變種病毒。

英國收緊防疫政策 允許居家辦公

英國至少確診約6百宗Omicron新變

種新冠病毒個案，衛生大臣賈偉德說，

感染Omicron的真實人數可能達到一萬人

。英國健康安全機構根據Omicron的傳播

速度估算，未來兩至四星期，英國一半新

確診個案都會是Omicron，逐步取代Delta

。

首相約翰遜說，為了減慢Omicron快

速擴散，英格蘭收緊防疫措施，實行B計

劃，由下星期一起民眾可恢復在家工作；

本星期五開始強制戴口罩擴大至大部分室

內場所，包括戲院和劇院。

另外，英格蘭會在局部地方推行疫

苗護照，下星期三起，進入夜店及超過5

百至一萬人的大型人流場合，例如體育

賽事， 必須持有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證

明。

美國疫情創3個月高位 官方料年底前再多

2至3萬人死亡

美國的新冠病毒疫情嚴峻，過去一星

期平均每日新增11萬7000宗感染個案，

數字是9月以來最高。

美國疾控中心最新估計，美國到明年

1月1日，可能會再多82萬至83萬名新冠

病人死亡，比現時79萬的死亡人數增加約

3至4萬人。

至今美國已有超過2億人完成接種疫

苗，但多地出現新變種病毒Omicron的傳

播，在加州奧克蘭，一間醫務中心有11名

職員確診，大部分是感染Omicron。疫情

升溫亦令醫療系統超負荷。

世衛：Omicron將顯著影響全球疫情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當地時間周三表示，加拿

大將加入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隊伍，以所謂

人權問題為理由「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不派

「外交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中國駐加拿大使

館發言人就此表示，中方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已向加方提出嚴正交涉。

中國使館發言人稱，加拿大同一小撮西方國

家沆瀣一氣，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基於謊言謠言

，大肆搞政治操弄，企圖干擾北京冬奧會順利進

行，其行徑不得人心，註定失敗。

中國使館發言人還表示，加方站在了事實與

真相的對立面。中國人權狀況怎麼樣，中國人民

最有發言權。當前，中國人權狀況處於歷史最好

時期，任何不帶偏見的人都無法否認這一點。反

觀加方，加政府對原住民犯下滔天罪行。直到今

天，加拿大國內系統性種族歧視仍十分嚴重。加

方根本沒有資格在人權問題上充當「教師爺」，

根本沒有資格對中方指手畫腳！

加方站在了奧林匹克精神的對立面。加拿大

曾舉辦過冬季奧運會和夏季奧運會，理應深知奧

林匹克精神的實質。加方做法嚴重違背《奧林匹

克憲章》確立的「體育運動政治中立」原則，同

「更團結」的奧林匹克格言背道而馳，是將體育

運動政治化的典型。在未受到邀請的情況下，加

方炒作「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完全是政治自

嗨。

加方站在了時代潮流的對立面。21世紀的今

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時代潮流，也是

國際社會的熱切期待。加拿大等個別西方國家抱

着冷戰思維不放，動輒打着人權的旗號干涉別國

內政，企圖干擾和遏制他國的發展進程。這不僅

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也遭到世界上所有愛

好和平、堅持正義的人民的堅決反對。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和澳大利亞政府此前宣

布，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外媒炒作稱這是

事實上的所謂「外交抵制」。中國駐英國使館和

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都在第一時間發聲回擊。

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表示，我可以確認

的是，中國政府未曾邀請英國政府部長或官員

出席北京冬奧會。既然英國政府的政策是不支

持抵制體育，它就不應搞什麼「事實上的外交

抵制」。

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發言人也則表示，根據

奧運規則，各國政要出席奧運會由本國奧委會發

出邀請。是否邀請是由該國奧委會決定。「青山

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澳方在北京冬奧會的成

功取決於澳運動員的表現，不取決於澳官員是否

出席,也不取決於某些澳政客的政治作秀。

加英澳跟風不派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
中國駐三國使館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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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已首次公開讀
出2016年因在總統大選敗給川普而未讀出的勝選感言，其中提
及團結、美國首位女總統的里程碑意涵以及她會與已逝母親說
的話。

線上教育串流平台MasterClass昨天發布新聞稿表示，也曾
是第一夫人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講授堅韌的
力量時，讀出了當年講稿的部分內容。

希拉蕊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今日秀」（Today
）網站影片旁白中說： 「我在這堂課要跟各位分享我若贏得
2016年大選原本要發表的演講，以直接面對我最為人所知的挫
敗之一。」

影片顯示，希拉蕊打開文件並讀出講稿的部分內容，其中
談到了團結的重要性； 「我的美國同胞們，今天你們向全世界
傳遞了一項訊息…我們的特色並不僅在於我們各有見解，我們
不會是個你我分明的國家。美國夢之大，足讓所有人共享」。

講稿接著指出，她當選為美國首位女性總統對美國和全世
界具有何種里程碑意義， 「我見過在女性擁有投票權之前出生
的女性…我也見過小男孩和小女孩，他們不明白為何女性以前
從未擔任過總統」。

「如今他們明白，全世界都明白，美國的每個男孩和女孩
都可以成長為他們夢想中的那種人，包括擔任美國總統。」

「這是全體美國人民的勝利，包括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

孩，因為正如我們國家再次證明的那樣，當沒有天花板的時候
，天空才是極限。」

希拉蕊眼含淚水，談到她已逝母親的艱難童年，以及時光
若能回轉，她會對母親如何談論自己的勝選。她說： 「我夢想
走到她面前…說： 『看著我，聽我說，你能撐過去，你會擁有
自己的美好家庭和3個子女，儘管很難想像，但你的女兒長大
後會成為美國總統』。」

希拉蕊之母朵蘿西·郝爾·羅德翰（Dorothy Howell Rod-
ham）2011年過世，享耆壽92歲。

力挺立陶宛等國 拜登允諾提升這項能力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美國務院舉一理由打臉

（ 綜 合 報 導 ） 立 陶 宛 總 統 顧 問 斯 凱 斯 吉 里 特 （Asta
Skaisgiryte）證實，美國總統拜登9日在與中歐地區的北約盟國
通話中承諾，將提升中歐北約盟國更多的軍事能力；同時，拜
登也承諾會讓其參與區域決策，不會在他們缺席的狀況下做出
任何決定。

斯凱斯吉里特表示，拜登向盟友再保證，絕不會在區域盟
友背後與俄國達成任何協議；拜登強調， 「沒有你們在的情況
下，就不會談任何事情」。他也談到， 「拜登說可能會提供這
些國家更多的保證，以及更多的軍事能力」；不過，卻沒有提

到具體作為。
立陶宛總統諾賽達（Gitanas Nauseda）則向拜登表示，美

軍常駐立陶宛是產生嚇阻與安全保障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美方官員也證實，拜登甚至重申美國對北約憲章第5條共

同防衛條款的承諾。依據該條款，對任何一個成員的武裝攻擊
，都會被視為對所有北約成員的攻擊。

白宮則表示，拜登也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進行談話。在談話中，拜登也重申美國及其盟友、
合作夥伴，將依循沒有烏克蘭在場就不討論或針對烏克蘭議題

或做出決定的原則行事。
參加這次電話會議的國家，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

陶宛、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

愛沙尼亞總統卡里斯（Alar Karis）會後發布推文，表示，
「歐洲安全問題要和北約所有成員討論，聯盟外的國家對北約

決策沒有否決權」。

55年前落選總統年前落選總統
希拉蕊如今公開未讀勝選講稿希拉蕊如今公開未讀勝選講稿

（綜合報導）針對美方情報直指俄國可能在2022年初向烏
克蘭發動軍事進攻，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9
日在記者會中，重申美方絕不會在烏克蘭議題上對俄國讓步，
莫斯科也很清楚入侵烏克蘭的結果；卻意外引起記者詢問華府
為何不明確地警告北京，入侵台灣後果。對此，普萊斯除重申
《臺灣關係法》外，也強調不應輕易地將台灣與烏克蘭相比。
畢竟，每個 「國家」都不同。

對於烏克蘭日益緊張的情勢，華府是否會以任何形式向烏
克蘭施壓，要求其放棄東部邊疆主權，或是俄國是否會以任何
形式發動入侵。普萊斯則回應美方絕對沒有和俄國達成任何妥
協交易，也沒有做出任何讓步，更未曾討論過類似議題。

他強調，在近日的美俄視訊峰會中，拜登更明確的表示美
國會致力維護烏克蘭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至於如何緩和情
勢與預防衝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全面執行《明斯克協議》。

美國也和北約盟國與歐洲夥伴合作，確保彼此一致協調、共同
努力，並在局勢緩和的情況下進行對話。

他更重申，對話不是讓步，也不是妥協，而是緩和情勢。
同樣的，對話也不是談判，不是針對任何國家邊界或命運的談
判。對話可以增加溝通，如果俄國出現任何形式的誤解，俄國
不瞭解北約性質、會做甚麼，對話會讓俄國很清楚這一切。

※為何不向北京明確表態犯台後果
此時，記者隨即提問，既然美方對俄國講明入侵的後果，

為何不也直接向北京說明犯台的後果為何。普萊斯則回應，美
方已明確向北京表示，任何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作為都是危
險的錯誤。美方也明確表達將致力於《臺灣關係法》，華府採
取的所有行動都是基於該法規範，也符合 「一個中國政策」。

對於拜登近日表示，烏克蘭不是北約成員，不存在美國片
面向烏克蘭派兵的問題，記者詢問是否會對台灣造成影響，進

而讓兩岸誤判美國對台承諾。普萊斯則回應，輕易將台灣與烏
克蘭相比並不恰當。畢竟，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要視情況而
定」。

※台灣是否是一個國家
普萊斯此語被抓到語病，馬上被詢問 「台灣是否是一個國

家」；他也馬上改口 「每個政治實體都是不一樣的」。但美方
已清楚表明，華府將致力於烏克蘭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而華
府也會恪遵《臺灣關係法》。美方也已明確表示，任何以武力
單方面改變台灣海峽現狀的行為，都是嚴重的錯誤。

至於共機頻頻入侵台灣防空識別區，是否屬於片面改變台
海現狀，普萊斯則模糊回應， 「單邊就是單邊，適用於任一方
試圖以單邊或武力改變現狀的人。我們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近日、近幾週、近幾個月對台展現的恐嚇行為。這只會加劇台
灣海峽緊張情勢，我們一直非常明確、堅決地譴責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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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印度軍方一架米-17直升機在泰米

爾納德邦墜毀，機上至少13人身亡，其中包括印

國防參謀長比平· 拉瓦特。

直升機型號龐雜，風險大！

印軍和媒體對外公布的救援現場視頻顯示，

墜機地點植被茂密，有很多樹木，而且崎嶇不平

。這架米-17直升機無論是墜落還是迫降，都不

可能平穩地落到地面上。加之主旋翼可能處於高

速旋轉狀態，直升機的機體結構必然遭到極大破

壞，而機組成員和乘客會受到很大傷害。

另外，這架米-17直升機墜毀後，機身四分

五裂，殘骸劇烈燃燒，熊熊大火也會對幸存者產

生二次傷害。起火原因可能是機體斷裂導致燃油

泄漏並被引燃。

據報道，直升機失事前距離目的地僅5分鐘

的飛行距離，墜機地點距離最近的主幹道約10公

裏，但樹木和崎嶇地形無疑會阻礙救援。

12月8日墜毀的米-17V-5直升機殘骸2015年

，比平· 拉瓦特乘坐印度本土生產的「獵豹」直

升機時，就曾遭遇過墜機事故，他躲過了那一場

空難，但是沒有躲過這一次。

此次墜毀的米-17直升機是印度從俄羅斯采

購的，是該系列的最新改進型——米-17V-5。印

度在 2008 年和 2012 年分別訂購了 80架和 71架

米-17V-5，後續又追加采購了48架。

與基本型號相比，米-17V-5的發動機功率更

大，而且換裝了新式電子設備，部分機身加裝了

防彈裝甲板，防護能力和可靠性更強。

然而，印度軍隊裝備的直升機過於龐雜，有

國產型號，有引進外國技術的本土生產型號，還

有從俄羅斯和美國采購的型號，這就會導致後勤

保障問題和維修困難。因此， 印度軍隊的直升

機發生過多起墜毀事故。

首任國防參謀長比平· 拉瓦特在直升機墜毀

事故中身亡，可能會令印度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遭

受重創。

比平· 拉瓦特於2016年12月出任印度陸軍參

謀長，2019年12月31日卸任。2020年1月1日，

比平· 拉瓦特正式就任印度首任國防參謀長。

印度政府之所以設立國防參謀長這個職務，

是為了整合陸海空三軍力量，或許也包括解決陸

軍和空軍之間的「直升機爭端」。

印度空軍一

架 美 製 CH-47

「支奴幹」運輸

直升機今年 8月

25日緊急降落在

一所學校內。印

度空軍和印度陸

軍曾因爭奪直升

機鬧過矛盾。

1986 年頒布

的《印度陸空軍

聯合指導意見》規定，印陸航部隊只能配備5噸

以下的輕型通用和偵察直升機，從而束縛了印陸

航部隊的發展。2012年10月，印國防部批準陸軍

發展重型直升機和武裝直升機部隊。但印度空軍

認為這是在浪費資源，同時指出印度陸軍至少需

要花上30年到40年的時間才能實現對重型直升

機的維修保養和操作。印度陸軍高層為爭奪更多

先進的直升機，一直在和空軍鬥法。

印度總理莫迪新設國防參謀長職位，並讓比

平· 拉瓦特擔此重任，也是 希望借助他的威望和

影響力調

解矛盾、

整合作戰

力量。然

而，比平· 拉

瓦特在墜機事

故中身亡，可能會

打亂這一規劃。

正如印度國防部長拉傑納特· 辛格在社交媒

體上所說：「他（比平· 拉瓦特）的遇難，對武

裝部隊和國家來說是不可挽回的損失。」

首任國防參謀長墜機身亡
印軍現代化建設或遭重創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

與韓國國防部長徐旭 12 月 2 日舉行美韓安

保會議後，發表聲明裏首次明確承認「臺

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臺灣省政治大學

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王信賢接受香港中

評社訪問表示，韓國想在中美之間避險，

所以看到韓國對臺海只提「和平」不提其

他。

王信賢指出，如果把美日、美韓關

系擺在一起看，日本配合美國要比韓國

配合得多許多，而且日本「抗中」的態

度是比較堅決的，像是日本今年提出的

防衛白皮書明白提到臺海兩岸關系，防

衛大臣岸信夫的講話也講臺海問題，就

連前首相安倍晉三日前與臺灣政治人物

視頻連線，也聲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

有事」，日本這麽積極當然是日本自身

的戰略考量。

王信賢表示，韓國本身要面臨一個朝

核問題，所以想的是如何在中美之間避險

，較難在臺海議題上作出比較明確的宣示

，雖然韓國經濟靠中國，但戰略上、安全

上得依賴美國，所以即便是韓國總統文在

寅，在 5 月美韓領袖高峰會的聯合聲明裏

不得不把臺海議題放進去，這次美韓防長

會議更是不得不向美國妥協，可是只要稍

微細看就會發現韓國始終都在講「和平」

，不提其他的。

挺臺灣？島內專家表示
韓國夾在中美之間只想避險罷了 據日本產經新聞7日報道，在美國宣布「外

交抵製」北京冬奧會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回應

稱，日方將綜合考慮冬奧意義等因素，根據本國

利益作出獨立判斷。

岸田7日上午在首相官邸接受了媒體記者采

訪，他表示，日本「將綜合考慮冬奧會的意義及

其對我國外交意義等因素，站在日本國家利益的

角度作出自己的判斷。這是我們的基本態度。」

日本產經新聞7日報道：關於北京冬奧會，

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會根據國家利益作出判斷

日本內閣官方長官松野博一同樣表示，日本

政府「目前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希望本屆

奧運會能夠秉承奧運會、殘奧會的理念，辦成一

次和平的慶典。」

另據朝日新聞報道，日本外務大臣林芳在記

者會上重申了日方觀點。林芳稱，自己不評論「其

他國家對奧運會的反應」。「重要的是國際社會的

普遍價值觀自由、尊重基本人權和法治在中國也能

得到保障」，「關於日本的這一立場，已在各個層

面直接傳達給中方「。日本政府將綜合考慮「各種

情況」，在未來「合適的時機」作出判斷。

日本政府本輪表態延續了此前的一貫口徑。

產經新聞12月5日稱，關於北京冬奧會，有日本

政府高官表示「現在攤牌為時尚早」。考慮到美

國「外交抵製」能否實施還存在不確定性，日本

應該盡量避免太早表態。報道稱，在今年9月的

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岸田就曾表示，日本和美歐

的地緣政治處境不同，必須擁有自己的判斷。

11月29日，日本奧委會主席山下泰裕及前

首相福田康夫均表達了對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行的

祝願。山下泰裕還透露，日本將派出超過200人

的大規模代表團參加北京冬奧會，他本人也將隨

團前往北京。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6日記者會上表示，

北京冬奧會的主角是各國運動員，而不是個別政

客。那些叫嚷「抵製」的政客為了政治私利，作

秀炒作。他們來或者不來，沒有人會在意，對北

京成功舉辦冬奧會也沒有任何的影響。

美國宣布"外交抵製"
北京冬奧會後 日本首相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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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綁架置貨櫃 菲傭磨斷索帶救少主
村民合力營救 一綁匪還車時落網

呼救嚇退綁匪
驚魂未定只信警察

域多利道域多利道
700700號號

八鄉八鄉
大窩村大窩村

馬草壟路馬草壟路

域多利道域多利道
700700號號

八鄉八鄉
大窩村大窩村

馬草壟路馬草壟路

●●大窩村村民何女士聽大窩村村民何女士聽
見菲傭求救見菲傭求救，，並目擊綁並目擊綁
匪逃跑匪逃跑。。

●●大窩村村民周大窩村村民周
先生取出鉸剪及先生取出鉸剪及
木梯營救遭綁架木梯營救遭綁架
主僕主僕。。

●●涉案綁架用賊涉案綁架用賊
車車，，在古洞在古洞
馬草壟村馬草壟村
被 發被 發
現現。。

●●警員拘捕綁匪帶署警員拘捕綁匪帶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大窩村內藏參貨櫃大窩村內藏參貨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主主僕兩人僕兩人
於於域多利道域多利道
700700號遭綁號遭綁
架架。。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警方接報港島貝沙灣發生擄人警方接報港島貝沙灣發生擄人
綁架案後綁架案後到第一現場調查到第一現場調查。。

綁
匪
移
動
路
線
和
時
序

綁
匪
移
動
路
線
和
時
序

��

獲救的39歲菲傭據悉於今年初來港，半年
前受僱貝沙灣一名經營連鎖壽司店的日

籍東主，負責照顧東主19個月大的女兒日常
起居。據悉，該菲傭每天上午徒步護送少主
返幼稚園，不排除被人洞悉作息時間及返學
路線，中途擄人。由於菲傭在案中力護少
主，獲僱主讚揚和感謝。

返學遇伏 3小時“標參”驚魂
事發於8日上午約8時半，菲傭帶

着少主返幼稚園參加遊戲班，步經域
多利道700號港燈變電站對開行人
路，突然一輛黑色七人車駛至。車
上跳下兩名大漢，強行將菲傭與少
主擄上車，然後驅車往數碼港道方
向逃去，有途人見狀報警。警方接
報到場調查，並展開“捷進行
動”，在全港各主要道路兜截涉案
七人車，其後發現七人車經西區海底
隧道，經九龍向新界北逃去。

其時，綁匪用膠索帶將主僕兩人雙
手綁起，送到元朗八鄉元大路大窩村內一
個被雜草包圍的廢置貨櫃內藏參，並留下一
人在附近看守。上午11時12分，有村民聽見
呼救聲，目睹黃色貨櫃頂有一名女子和一名
女童，初時以為她們被困貨櫃頂，於是拿木
梯施救並報警。警方在10多分鐘後趕到現
場，證實兩人就是於域多利道被擄走的菲傭
及少主，大批警員封鎖現場調查，主僕兩人
僅手部輕微紅腫，送院檢驗後返回現場協助
調查。

據了解，菲傭向警方表示，她在貨櫃內
利用棄置的工具鋒利邊緣磨斷膠索帶，然後
托起少主由貨櫃拆走冷氣機後留下的破洞爬
上貨櫃頂，自己也隨後爬出，她在大呼救命
時，在附近的一名綁匪，聞聲走近貨櫃圖阻
止及捉回二人，但她大聲呼叫已驚動村民，
綁匪拔足逃跑。

警掌握綁匪身份追緝餘黨
警方召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在大窩村

一帶高空搜索，並派警犬到場協助。經翻看
閉路電視錄影片段，警方成功鎖定涉案黑色
七人車，並依登記資料聯絡到車主。據車主
稱，他早前將車租給他人，警方相信車主與
案無關，遂部署行動。9日凌晨3時15分，42
歲疑犯在上水古洞交收七人車時，被埋伏的
探員當場拘捕。警方在上水馬草壟路及河上
鄉路交界一間士多外，以帳篷遮蓋涉案七人
車，鑑證科人員及重案組探員其後到場套取
指模搜證，警方不排除稍後起訴被捕男子。

被捕的42歲本地男子，相信是租車犯案
及參與綁架及在貨櫃外“把風”的主嫌。警
方相信全程有兩人參與綁架，已掌握在逃另

一人身份，
刻下正加緊追緝。消息指，
警方在調查疑犯背景時，
並無發現與女童家庭
背景及其父親生意
上有任何關連，
但有人在“參
竇”內曾向菲
傭迫問僱主的
資料，不排
除綁匪下一
步將勒索贖
金，暫列企
圖綁架案，
由港島總區重
案 組 接 手 調
查，暫時未知
綁匪循何途徑鎖
定綁架目標，不排
除“打盲毛”綁架的
可能性。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
主席容馬珊兒9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查詢時提醒，目前使用網上社交平台
普及，僱主為免家庭背景或少主樣貌曝光，
應事先與外傭約法三章，未得僱主同意切勿
將有關資訊公開 ，以免被不法之徒有機可
乘。

港島薄扶林豪宅區發生街頭綁架案。家住貝沙灣的日本籍歲半大女

童，於8日上午由受僱半年的菲傭送返幼稚園途中，在域多利道被兩名綁匪

擄上七人車。綁匪將兩人載到元朗八鄉大窩村一個廢置貨櫃內“藏參”，

其間機智菲傭用貨櫃內棄置的建材磨斷綁手的膠索帶，救少主窗口逃出並

登上貨櫃頂呼救，更喝退企圖捉人的綁匪，驚動村民報警及營救，主僕兩

人結束3小時的“標參”驚魂。綁匪未來得及勒索贖金已暴露身份，其中一

人在交還租用的七人車時被警方拘捕，重案組正追緝另一名綁匪，又不排

除是次屬“打盲毛”綁架的可能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綁匪將肉參收藏在大窩村村尾一條掘頭路的陳舊棄置貨櫃內，距
離最近一幢有人居住的村屋不足10米。雖然有綁匪看守，但全靠神勇

菲傭掙脫膠索帶綑綁，將少主扶上貨櫃頂，然後大聲呼救，嚇退綁匪兼驚
動村民施救。不過，她因被陌生人綁架，驚魂未定不信任何人，一直不敢自

行爬落貨櫃，直至有警察到場，才沿着村民提供的木梯回到地面。
大窩村村民何女士說，她當時正在睡覺，聽見有一個女人大聲叫

“Help”。她出門查看，見女子和一名女童已站在貨櫃頂，同時看見綁匪逃
離，“一個人走咗，好快，睇唔到樣，只見到佢背脊。”

“個菲傭企咗喺度，小朋友被綁住對手，工人就沒有被綁。”住在3樓
的住客不斷安撫女傭，“我哋啲鄰居落去幫手，仲攞條梯幫佢爬落嚟，但

佢唔肯爬，佢未見到警察前都好驚，直至警察到場她才爬下，”何女士
說：“佢（菲傭）都唔信任何人，至警察到場佢才信警察。”

村民周先生表示，他聽到黃色貨櫃方向有叫喊聲，原以為放狗村
民“喝狗”發出嘈吵聲，於是走近貨櫃了解，發現有名女士及小朋
友站在貨櫃頂，“初時我未有為意，及後折返回家。”

途中，周先生遇到鄰居指出了問題並已報警，於是他又返回現
場，得知小朋友雙手仍被綁住，於是返家取出鉸剪及木梯，“唔知佢

哋需唔需要落，就遞咗把鉸剪畀女士，畀佢剪去小朋友的綁帶”，
又叫她坐在貨櫃上邊等警察到場，最終她們在警察到場後才下來。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藏參現場觀察，現場共擺放了兩個貨櫃，周圍有
近20幢暫無人住的村屋，收藏肉參的貨櫃外觀很陳舊，裏面擺放了一批建築

工具及雜物。村民吳先生指，這些貨櫃擺放多年，一直沒有人打理，貨櫃門亦
已生銹霉爛，從外可以一腳踢開。

吳先生說，村內好少見到陌生人出入，有時有行山人士借村路經
過，估計菲傭自行掙脫綑綁後，透過貨櫃原本安裝冷氣機的窗口

空位爬出，再將少主救出並放上貨櫃頂，驚動村民得以
獲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1212月月99日日 0303：：1515
警方相信有人租車犯案，當42歲男疑犯

與車主於上水古洞馬草壟路交收私家車
時，將疑犯拘捕及扣留涉案七人車。

警方正追緝主腦和其餘綁
匪。

1212月月88日日 1111：：1212
綁匪將兩名肉參關入元朗八鄉大窩村一個貨

櫃內，菲傭趁機掙脫綑綁，帶少主爬上貨櫃頂
呼救，驚動村民施救及報警。兩肉參受輕

傷。警方陸空搜捕綁匪，憑“天眼”
鎖定七人車及車主身份。

39歲菲律賓女傭帶19個月大女少主離開貝
沙灣住所前往參加遊戲班，途經域多利道700
號港燈變電站對開，被兩名大漢擄上黑色

七人車，途人見狀報警。警方實施
“捷進行動”追截七人車。

1212月月88日日 0808：：3737

●●菲傭以貨菲傭以貨
櫃內棄置的櫃內棄置的
建材磨斷綁建材磨斷綁
手 的 膠 索手 的 膠 索
帶帶，，並托少並托少
主 從 破 洞主 從 破 洞
（（黃框示黃框示））中中
逃出逃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香 港 新 聞 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周文超



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1年12月11日       Saturday, December 11, 2021

“原來宇航員在失重環境
下，頭髮竟然會‘炸毛’！”
看着航天員王亞平在中國太空
站內“遊走”，而頭髮“漂
浮”在空中，坐在底下的廣西
南寧市桂雅路小學台籍學生張

雅柔捂着嘴笑了笑，忍不住側頭和身旁的同學
感歎。9日，“天宮課堂”開講，南寧市桂雅
路小學組織了在校的台籍學生共同觀看直播，
也激發了同學們對航天航空知識的興趣。

“在太空可以不用洗衣嗎？”
“衣服在太空髒了可以不用洗嗎？”看完

天宮直播課，在桂雅路念三年級的台籍學生柳
宇駿忍不住發出了“靈魂拷問”。來自台北的
柳宇駿說，小時候聽爺爺奶奶講過關於星星的
故事，於是他便對神秘的宇宙星球充滿了興
趣。“我從小就想到太空看看星球，想去那裏
探險。”柳宇駿眨着大眼睛，眼裏滿是自豪地
繼續說：“看了直播課，我感覺祖國的科技現
在越來越厲害了，我長大之後想成為一名火箭
設計師，然後設計一款有5個引擎的世界上最

厲害、最安全的火箭。”
“我之前對中國航天的知識並不是太了

解，看完直播就感覺實在太有趣了，很想親自
上到太空體驗一下。”五年級的張雅柔直言看
到航天員在失重環境內飛來飛去，讓她瞬間有
想成為宇航員的衝動，而且看到中國如今的航
天技術發展迅速，她也是“既緊張又興奮”。
“我一直很好奇，黑洞真的存在嗎？黑洞真的
會把人吸進去嗎？如果長大之後能成為一名宇
航員，我就特別想去探索黑洞的秘密。”說着
張雅柔又笑着吐了下舌頭補充道，“不過我也
怕真的遇到了黑洞，進去就出不來了。”

“讓我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在“天宮課堂”南寧分課堂現場，身着一

身壯族服飾的南寧三中學生楊萬宸挺直着身
子，全神貫注地盯着直播的屏幕。“我對太空
站、星系方面的知識很感興趣，這次有幸能在
南寧分課堂現場與航天員們互動，我由衷地感
到中國科技發展實在是太快、太好了。”楊萬
宸說，他曾參與“一帶一路”青少年太空創客
特訓營，並成功和同學一起製作並成功發射了

“探空氣球模擬返回式衛星”，他表示這次經
歷讓他對航天科技的知識愈發感興趣。

楊萬宸回憶，在製作“探空氣球模擬返回
式衛星”過程中，自己上網買材料，然後和同
學一起調試、放飛、記錄、追蹤、搜尋，最終
看着衛星成功發射並收集到有關的氣象數據，
也讓他多維度地學習了航天科技、科普領域的
知識，激發了他進一步探索航天科技知識的興
趣。“在地上一個簡單的轉身或者移動，在太
空失重環境中都要用非常不一樣的方式進行，
讓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如果可以，以
後我想從事有關航天技術支持的工作，為中國
的航天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實時觀察航天員“頭髮竟然會炸毛”
��

●安徽合肥蜀山區小學生在合肥市科技館收看
“天宮課堂”直播課，並通過實驗感受天地差
異中的科學奧秘。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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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三9班的同學9日早早就開始準備。班主任史
宇佩老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孩子們在

學校天文社團的引領下，複習了2013年時太空
授課的內容，查閱了很多太空站、航天知識的資
料，“在今天的‘天宮課堂’中，孩子們的小
腦袋中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為什麼，新奇的太
空授課方式，激發了孩子們對於未知事物的求
知慾”，史宇佩說，太空授課吸引着孩子和老
師們，大家不再是航天事業的旁觀者，而是變
成了參與者。能親眼見證這樣完美有趣的天地互
動，相信會在孩子的心中埋下航天的種子，從而
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探索宇宙，去強大國家的航天
實力。

在長達1小時的天宮課堂中，孩子們不斷發

出“哇”的讚歎聲。當航天員演示用手“騎”太
空單車時，同學們發出不斷的笑聲。而美麗的水
球泡騰片（港稱水溶片）實驗，更令現場沸騰起
來。“沒想到，太空竟然如此的神奇”，“我也
想當航天員，到太空裏吹一個大大的水球”，
“我想看更多關於太空站和航天書”。“天宮課
堂”的歡樂氣氛，感染着每一個孩子。

哇聲笑聲滿課堂
通過“天宮課堂”的授課，孩子們冒出一個

個“如果”和“為什麼”。“如果我進入太空，
我會帶一把雨傘，看雨傘和我是不是可以一起飄
在空中”，“如果我進入太空，我想帶一副乒乓
球拍，看看在太空裏打乒乓球能不能有來有

回”，“如果我進入太空，我想稱一稱體重，看
看會變重還是變輕”。孩子們開始暢想着未來無
限的可能。“為什麼太空站的冰箱，裏面裝滿了
蘋果，還可以帶其他水果上太空嗎？”“為什麼
泡騰片實驗中的氣泡，不會跑出來？”孩子們充
滿着對未知世界的奇思妙想。

太空授課常態化
不過，也有着孩子們最關注的現實問題，下

一次“天宮課堂”什麼時候還能再開講。據了
解，在中國太空站階段，太空授課將常態化進
行，後續還將不斷開展不同主題、形式多樣的太
空授課。在不遠的將來，孩子們將迎來更加有趣
的太空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姬文風 北京報道）中國空間站首次太空授課活動—“天宮課堂”9日下午取得圓滿成功。由

“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擔任“太空教師”，通過視頻通話形式與地面課堂師生進行了實時互

動交流。在約60分鐘的授課之中，“航天三傑”先後展示了空間站工作生活場景和研究項目，向同學演示了太空轉身、浮力消

失、水球光學等多項實驗，並即席解答同學們的不同提問。今次的太空授課進行了全程現場直播，在北京

的中國科技館設地面主課堂，在廣西南寧、四川汶川、香港、澳門設置地面分課堂，約1,420名中小學生代

表參與。

12月9日15時40分，“天宮課堂”第一課正式開講，與全國各地的中小學生一樣，北京史家小學三9

班的同學們對這堂課期待已久。不到一小時的太空授課，讓孩子們意猶未盡，航天夢想的種子已在他們的

心中埋下，無數奇思妙想正在他們的小腦袋裏發芽。

文 匯 要 聞2021年12月10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凌晨曦 1

●●「「天宮課堂天宮課堂」」香港分課堂的港生香港分課堂的港生，，與在北京與在北京、、廣廣
西西、、四川及澳門一同連線參與太空授課的學生四川及澳門一同連線參與太空授課的學生，，向向33名名
「「太空教師太空教師」」打招呼打招呼。。

實 驗 集 錦

浮力消失奇妙乒球浮力消失奇妙乒球

水膜張力太空開花水膜張力太空開花

太空轉身花式滑冰太空轉身花式滑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向芸 四川報道）
“上了這段太空課程之後，我覺得我一輩子
也忘不了這節課程了，因為這節課教會了我
許多關於太空的知識，讓我非常的開心。”9
日下午，當“天宮課堂”第一課結束後，汶
川縣第一小學校的學生余傑依然感到意猶未
盡。作為“天宮課堂”分課堂之一，四川省
汶川縣第一小學校的200多名師生參與天地互
動，與神舟十三號乘組航天員實時交流，從
天地差異中感知宇宙奧秘、體驗探索樂趣。

最令汶川縣第一小學校學生何南霏開心
的是，她跟王亞平阿姨直接對話了。“你們
在太空上看到的風景和地上一樣麼？星星還
會一閃一閃的麼？你們能看到UFO嗎？看到
的天空還是瓦藍瓦藍的麼？”

獲得提問機會後，喜歡看書、熱愛科學的
何南霏連珠炮似地問出了這些問題。王亞平逐
一耐心解答說，目前沒有看到UFO；由於在大
氣層外，星星也不會眨眼睛了；看到的天空不
是藍色，而是深邃的黑色；一天能看到16次日
出，因為太空站每90分鐘繞地球一圈。

“這次活動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看
見宇航員們在太空做實驗的場景，特別是水
的表面張力實驗；還有宇航員在太空中轉圈
圈的實驗，他們在上面一定很自由自在。”
何南霏說，如果她當上了宇航員，也一定會
這樣試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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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鄉廣東

侨 乡 广 东

11 月 30 日，《广东华侨史》编修工

作领导小组专题会在广州举行，研究部署

收官阶段重点工作任务，确保按时高质量

完成《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

编修《广东华侨史》是 2012 年广东

着眼于发挥侨务优势、深化改革开放作出

的重要决策，是广东省“十二五”以来侨

务工作和文化强省建设的重点工程，也是

一项重要的侨心工程、民心工程。工程旨

在编修一部系统、权威、科学、准确的广

东华侨史，全面梳理总结粤籍华侨华人在

海外生存发展的规律以及对住在国和祖

籍国的贡献，为促进新形势下广东新一轮

发展提供宝贵历史借鉴。编修工作总体进

展顺利，在史料收集、课题研究、成果出

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扎实进展，目前正在向

全面完成编修工程全力冲刺。

广东省省长、编修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马兴瑞强调，一部广东华侨史，就是

广东人乃至中国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改变世界、贡献世界的历史。多年来，

广大华侨华人始终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

成为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要心怀“国之大者”，进一步完成好《广

东华侨史》编修工作，系统总结梳理广

东人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贡献世界的

历史过程和规律。要坚持精益求精，组

织精干力量，加强学术攻关，做好科学

论证，确保准确权威，努力把《广东华

侨史》编修成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

品之作。要以《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

为契机，弘扬粤侨精神，凝聚侨心侨力，

助推广东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

改革开放。

（吴哲 李凤祥 符信）

《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召开

传承弘扬粤侨精神 高质量完成编修工作

消雪岭地处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

东北部，北江河两岸，辖区面积 4.25

平方公里，距离韶关市中心区 26 公

里，距离曲江区政府 18 公里，交通

便 利， 乐 广 高 速 公 路 穿 插 而 过， 樟

市出口设在消雪岭，辖区内共有 433

户，1475 人， 其 中 有 越 南、 印 尼 归

侨及归侨后代 1156 人，是韶关市侨

民侨胞数量最多、最集中的社区。

消雪岭社区为做好侨务资源传承

保 护， 聚 焦 打 造“ 聚 侨 惠 民、 和 美

侨 乡” 的 目 标， 通 过 霍 启 恩“ 侨 之

家”、侨乡休憩中心等建筑打造“浓

郁 侨 乡”， 在 端 午、 中 秋、 春 节 等

传 统 节 假 日， 侨 胞 会 通 过 开 展 侨 式

文 艺 汇 演、 包“ 侨” 味 粽 子 等 一 系

列 民 俗 活 动， 传 承 侨 乡 特 色 风 俗，

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消 雪 岭 还 发 挥 各 大 果 园 特 色 水

果 优 势， 充 分 将 葡 萄 园、 龙 眼、 火

龙 果、 鸡 心 黄 皮、 杨 桃、 沙 梨 等 优

质 水 果 与 亲 子 游、 果 蔬 采 摘 园 等 旅

游 项 目 融 合， 结 合 消 雪 岭 侨 乡 特 色

越 南 菜 与 客 家 农 家 菜 农 庄， 促 进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 发 展。 目 前， 消

雪岭种植有“红富士”“夏黑”“阳

光 玫 瑰” 等 品 种 葡 萄、 龙 眼 等 连 片

的 水 果 800 多 亩， 成 为 远 近 闻 名 的

高品质水果产地。

（宗禾）

广东侨村推介：

韶关市曲江区樟市镇消雪岭社区

11 月 27 日，广东韶关丹霞机场正

式通航。当日上午 11 时 25 分，南方航

空 CZ8902 航班从该机场飞往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成为该机场正式通航后的

第一个航班。韶关丹霞机场正式通航，

意味着广东省新增了一个民用机场。

韶关机场距韶关市区约 30 公里，距世

界自然遗产丹霞山景区约 60 公里，飞

行区等级为 4C，可满足空客 A320、波

音 737-800 等民航主力运输机型起降要

求。机场投运后初期计划开通北京、上

海、杭州、昆明、南宁航点，后续将陆

续开通成都、西安、沈阳、福州、海口、

揭阳、湛江等航点，通达至国内重点旅

游城市，逐步打造连通全国热门旅游城

市的环飞航线。

（王坚 郭军 陈楚红 摄影报道）

广东韶关丹霞机场通航

图说侨乡

南沙港铁路完成正线铺轨

社区侨之家

11 月 29 日，横跨珠江三角洲、对

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铁路交通重点项目——新建广州

南沙港铁路完成正线铺轨，为确保年底

具备先行开通货运条件打下坚实基础。

届时，南沙自贸片区可开行直达欧洲的

集装箱班列。

（刘倩 黎磊 杨胜 摄影报道）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也是世界的

未来。11 月 27 日，主题为“致力开放

创新，聚合青年力量，共建亚洲新未来”

的 2021 亚洲青年领袖论坛在广州南沙

拉开帷幕。近 300 位亚洲各国青年领袖，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通过

交流，分享真知灼见，提出有创新力、

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当这些青年领袖聚在一起，他们

会聊什么呢？

谈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地改
变着世界

本届论坛主题的其中一部分指向

“致力开放创新”。开幕式上，科大

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谈及了他所在的人

工智能技术领域将对亚洲未来带来什

么。他提到，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十

年间，将得到长足的发展。“只有语

言的互相交流、深度理解，才能推动

更好的合作共赢。”

刘庆峰谈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不仅可以满足教育与医疗两个民

生板块，还将为弱势群体带来更好的

服务。他指出，老年人对手机应用软

件使用不习惯，眼睛不好不方便操作，

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解决。“听障

人士听不见声音，我们通过语音识别

让他看见；视障人士看不见，我们就

用语音读出来，让他们听见。”此次

北京冬奥会将设置自动语音转换和翻

译装置。“我们要打造人类历史上首

次信息沟通无障碍的奥运会。”

刘庆峰表示，人工智能正在深刻

地改变这个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亚洲青年要团结合作，引领全球，共

创更加美好的亚洲新未来。

谈文化
优秀的文艺作品架起民心相
通之桥

近年来，中国国产电影屡屡刷新票

房纪录。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博纳

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则分享了中国国

产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他表示，优秀

的文艺作品是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

于冬表示，近年来，博纳影业推出

了多部讴歌新时代的主旋律影片，如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

以及 2021 年广东出品的《中国医生》

和正在上映的《长津湖》，它们都实现

了影片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11 月 25 日，《长津湖》登顶中国

电影票房总冠军，票房突破 57 亿。于

冬称，57 亿票房的背后是 1.22 亿人走

进电影院的合力托举。《长津湖》广东

省票房占比达到 12.75%，票房贡献居

全国之首。“在香港上映首周票房突破

千万港元，香港很多年轻观众直呼，这

是一堂最生动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课。”

在谈到与香港合作的多部粤语电

影时，于冬表示，博纳影业一直非常

重视和大湾区电影人的紧密合作。“内

地香港合拍片是博纳影业的一大特色

和优势。博纳影业先后出品的《桃姐》

《一代宗师》《明月几时有》《追龙》

《无双》等，都是在保留粤语片经典

元素的基础上，加以时代的创新演绎，

开拓出了一条独有的粤语片转型创新

之路。”

于冬提到，电影艺术作为光影艺

术，天然地具有跨国界、跨民族、跨

背景的优势。博纳影业也将继续致力

于让更多不同文化和背景、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年轻观众能够欣赏到优秀的

中国电影。在欣赏精彩故事的同时，

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

中国青联副主席、香港霍英东集

团副总裁霍启刚在开幕式的主旨演讲

中谈到文化这一内容时则表示，新冠

肺炎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和消费

习惯，文化和体育等需要受到了更大

的重视，也产生了更广泛的联动。他

认为，电竞产业、体育装备、线上艺

术展览等“文体 +”将成为新的经济

增长点。

“在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上，香港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文化

及产业方面加强配套建设，举办更多

的国际性活动。”霍启刚认为，本次

亚洲青年领袖论坛为国与国之间的合

作埋下了种子，未来希望能够更好地

携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谈公共卫生
亚洲青年需协同努力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如何携

手抗疫，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中国

国家传染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以线上

形式出席了开幕式。他提到，新冠肺

炎疫情减少了彼此之间近距离的交流，

全球化进程虽然受到一点挫折，但全

球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因此被放弃。“很

多事情都需要共同努力和团结才能得

以解决。”

张文宏表示，未来希望通过团结，

通过科技的创新，通过大家携起手来

实现全球性的资源互补、政策协同，

共同抑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他还提

到，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外，一些公共

卫生的疾病依然威胁着亚洲与全世界

人民。亚洲青年领袖论坛的及时召开，

可以让亚洲青年更好地携起手来，为

解决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

公共卫生问题作出贡献。

（谭铮 柳卓楠）

2021 亚洲青年领袖论坛在穗举行
当青年领袖聚在一起，他们在聊什么？

感恩有你，子天訪談錄碩果累累

德州火熱商業用地推薦。
聯繫人：Sky Dong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tianzidongk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15.3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頓，
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LED電子屏
，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sky

子天Sky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
際電視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
了休斯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
台新聞，30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
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Southern news TV在世
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新年伊始一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市議員阮丹尼
Danny Nguyen重磅推出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Pearland市長、密蘇里市Mis-
souri市長、凱蒂Katy市長、里士滿Richmond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人華
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權威資訊帶到了千
家萬戶。梨城Pear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
說：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
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在2
月農曆新年寒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積停電做了

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
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
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
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
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
讓民眾了解了美國聯邦
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
；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
長和 Metro、亞裔餐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
送 熱 食 、 新 鮮 蔬 果 、
PPE 及水的報導則凸顯
人人受災，人人相助的
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
僑不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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