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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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22

（中央社）億萬富豪馬斯克（Elon Musk
）完成收購推特（Twitter）1週後，將這家陷
入困境的社群網路與微網誌服務商7500多名
員工裁減一半。

根據法新社所見內部文件， 「大約 50%
」員工受影響，即刻起被拒絕連結公司電腦
網路。

推特的美加公共政策主管奧斯汀（Mi-

chele Austin）說： 「醒來時得知我在推特工
作已結束的消息。我很傷心，我被否認了。
」

在裁員前，推特要求全球員工待在家中
等候公司通知。

這次裁員是馬斯克設法支付440億美元併
購推特的做法之一，他為此承擔數以十億計
美元債務及出售155億美元特斯拉（Tesla）持

股。
自馬斯克上週完成收購並迅速著手解散

董事會，以及解僱執行長和高階經理級人員
以來，推特員工對收到壞消息已做了心理準
備。

昨晚，推特5名遭解雇員工對公司提出集
體訴訟，所持理由是他們沒有得到法律規定
的60天通知期。

馬斯克入主推特大力重整馬斯克入主推特大力重整 裁減公司半數人力裁減公司半數人力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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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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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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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AA33大俠天下行
星期六       2022年11月5日       Saturday, November 5, 2022

Nearly 1,500 guests and city officials
got together at the Hilton Americas-Houston
hotel Wednesday to celebrate Houston’s
State Of The City 2022 message. Mayor
Sylvester Turner gave remarks about his
accomplishment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lthough the pandemic in the past two
years has affected our economy, even after
the epidemic slowdown, we have had an
immediate recovery and have returned to
the pre-epidemic level.

Mayor Turner has been our mayor for
nearly seven years. Due to term limitations,
his term will expire at the end of next year.

During his tenure, we have suffered severe
storms and epidemics. He has helped us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moved us
forward bravely.

Turner was born into a poor family and
struggled for many years, and finally got his
law degree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He
served many years in the Texas House and
Senate and finally became the Mayor of
Houston.

Today many newcomers have moved to
our city. We are the city with the most
diverse ethnic groups. We are the city that is
full of vitality and dreams. 1111//0404//20222022

Houston State Of The City AHouston State Of The City A
Bridge To The FutureBridge To The Future

週三中午在休斯敦希爾頓
大酒店迎來了近一千五百賓客
， 聆聽市長今年度之業績簡報
， 報告他一年來在市政工作上
之成就。

過去二年多來之疫情雖然
影響了休市之經濟， 但是過去
六個月當疫情漸緩時， 各種経
済指標立即回昇，並且大部份
已回到疫情前之榮景。

特納市長己経任市長近七
年之久， 因任期限制， 他的任
期將於明年底屆滿， 共有二任
八年之久， 在其任內曾經遭受
嚴重風災及疫情， 他都能克服

艱難， 勇往直前。
這位出生在休斯敦貧民窟

経過多年之奮鬥， 並進入哈佛
大學得到法學位， 曾經在德州
州議會近三十年， 最後終於取
得市長寶座 ，成為政壇上之佳
話。

治理一個大城市是件千頭
萬緒之繁重工作， 除了要有治
理才能之外， 更要有好的體力
去應付挑戰。

休斯敦近年來有許多居民
遷入， 而且是一個多族裔之大
城， 比較上說 ，我們是一個充
滿活力和夢想的地方。

我看天下大小事我看天下大小事 市長之市長之
業績成就大會業績成就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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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南韓今天表示，北韓昨夜向海上
邊境區域發射約 80 發砲彈，據報此舉目的在
抗議南韓與美國延長軍演。面對北韓近日接連
試射飛彈，南韓和美國國防部長誓言展示合作
因應的決心。

路透社報導，北韓昨天發射多枚飛彈落入
海中，包括 1 枚洲際彈道飛彈（ICBM）但可
能失敗收場。北韓的舉動促使美國和南韓延長
聯合空中軍演。

韓聯社報導，韓美聯合空中演習 「警戒風
暴」（Vigilant Storm）原定今天結束，將延長
1天至明天。

北韓昨天將近午夜開始發射砲彈，南韓軍
方表示偵測出 80 多枚砲彈落入海中，並稱此
舉違反2018年簽署的兩韓軍事協議。

南韓國防部在聲明中說，南韓已就此事對
北韓發出警告訊息。

根據美國和南韓聯合聲明，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Lloyd Austin）和南韓國防部長李鐘燮
（Lee Jong-sup）在華府會談，雙方誓言在北
韓一再挑釁下將尋求新途以展現兩國 「決心和
能力」。

北韓今年試射飛彈次數創紀錄，加劇緊張

局勢，單是本月2日就試射20多枚飛彈，昨天
也發射多枚飛彈。

南韓和美國也認為，北韓已完成技術準備
工作，可能隨時會進行核試爆，而這將是北韓
自2017年以來首次核試。

與此同時，北韓譴責南韓和美國聯合軍演
。

北韓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朴正天（Pak
Jong Chon）昨天表示，美國和南韓延長軍演
是非常危險的決定，會 「迫使」局面失控。

朴正天表示： 「美國和南韓將會發現，他
們已犯下無可扭轉的可怕錯誤。」

多名外交官員說，美國要求聯合國安全理
事會在今天集會，公開討論北韓問題，並獲英
國、法國、阿爾巴尼亞、愛爾蘭和挪威等理事
國支持。

北韓因從事核試和試射彈道飛彈而長期受
到安理會制裁，近幾年加重制裁主要是為了切
斷這些計畫的資金來源。

不過近幾年來，擁有 15 個理事國的安理
會就如何處理北韓問題意見分歧，中國和俄羅
斯今年5月時，即否決了安理會由美國主導因
應北韓試射飛彈而加重制裁的提案。

北韓夜射約80發砲彈
抗議美國南韓延長軍演

沒有喔你們還不行 土耳其不放行瑞典、芬蘭加入北約
(本報訊)關於瑞典和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北約主要會員國（Host Nation）土耳其，外交
部長卡夫索格魯（Mevlut Cavusoglu）指出，
土國不認為瑞典和芬蘭已經履行了今年6月馬
德里峰會上簽署的三邊備忘錄的所有部分，那
些作為加入北約而達成的協議的條件，並未得
到實施，而北約增加新會員國，需要全體會員
國一致同意才行。

據土耳其國營《安納杜魯新聞社》（An-
adolu Agency）3 日報導，卡夫索格魯表示：
「我們應該向我們的國家和議會表明，這些國

家（瑞典和芬蘭）有真正採取具體措施來解決
我們的擔憂，」他表示，土耳其已經瞭解到這
2個北歐國家所採取的積極措施。 「我們的意
圖不是傷害北約或阻止北約擴大。北約秘書長
非常清楚，土耳其在所有峰會上一直是北約擴
大最堅定的支持者之一。」

他敦促瑞典和芬蘭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採
取特別具體的步驟，因為 「這也是北約的首要
任務之一。」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
berg）說，北歐國家正在履行聯合備忘錄。

「他們的加入將使我們的聯盟更強大，我們的
人民更安全，」他補充說。 瑞典和芬蘭於6月
正式申請加入北約，這一決定是在俄羅斯對烏
克蘭的戰爭的推動下做出的。

然而，擁有70多年歷史的北約成員土耳其
卻對入會提出反對，批評2國縱容甚至支持恐
怖組織。瑞典和芬蘭在6月與 Türkiye 達成協
議，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
dogan）警告，在安卡拉的擔憂得到解決之前
不會同意他們加入北約。

三邊協議規定，瑞典和芬蘭不會向庫爾德
工人黨的敘利亞分支YPG/PYD和 2016年土耳
其失敗政變背後的組織Fetullah Terrorist Orga-
nization（FETO）提供支持，該協議還表示，
安卡拉將全力支持瑞典和芬蘭應對其國家安全
受到的威脅。

北歐國家都同意解決安卡拉對恐怖嫌疑人
的未決驅逐或引渡請求。 所有 30 個常設北約
盟國都需要批准該集團的任何擴張。土耳其最
高外交官還宣布，土耳其、瑞典和芬蘭之間的
第2次三邊會議將在斯德哥爾摩舉行。

法律原本是伸張正義的, 但法律判決卻常
是冷血與無情的,曾經轟動全美的2018年佛州道
格拉斯高中槍殺案, 兇手尼古拉斯·克魯茲殺死
了17人並使另外17人重傷, 成為美國歷史上死
傷最慘重的高中槍擊事件,但兇手僅被判處終身
監禁，而不是死刑,，因為有三位成員認為兇手
有精神疾病,基於人道,所以不該被判處死刑, 他
們的理由真是冷血, 比那位開黑槍的精神病兇
手還冷血。

當我們看到受難家屬在法庭上與槍手面對
面交談時,受害家庭成員直接向現年 24 歲的槍
手發表嚴正聲明，其中一位被他打死的弟弟說
，他每天都經過姐姐的房間，發現裡面是空的
, 內心有莫名的痛苦。另一名受害者的母親講
述了槍擊發生後她聽到家人的尖叫和嚎哭聲,
那種恐懼天天圍繞在她的心頭, 這些苦楚陪審
團員全都聽到了，但依然有3位陪審員不為所
動, 不願讓兇手償命, 真是狼心狗肺, 他們非要
等到自己的家人被人槍殺身亡後才會感同身受
嗎?!

17名受害家屬堅信，兇手在監獄裏度過他
的餘生，正義就不會得到伸張。 對克魯茲來說
，適當的、相稱的懲罰當然就是要判處他17 個
死刑才是殺人償命的意義所在, 他的罪行是冷
血而有計劃的。他在13歲時第一次想到要向一

所學校開槍。他研究了大屠殺兇手如何作案,他
告訴一名精神病醫生，他認為如果他進入校園
，警察不會做任何事，他可在20分鐘內開槍射
擊人。
他小心準備好槍，把它放在袋子裏，為了避免
引起懷疑，他騙送他去學校的優步司機他要去
上音樂課。他穿着一件普通的學校polo衫，混
入逃離現場的學生人羣中。他的罪行是無情的
。在監獄裏，他多次與家裏的朋友通電話,克魯
茲至少兩次告訴朋友，他將在死刑審判期間戴
上面具，這樣陪審團不會看到他大笑或微笑。
克魯茲經常表現出對自己健康的擔憂。他說，
他期待在監獄裏有更好的飲食，多吃蔬菜，少
吃碳水化合物。在監獄生活中，他可以和朋友
們通信，也許還包括一個他曾說過想和他結婚
的筆友。他將有娛樂時間，可以做運動，甚至
可能在電視上看他最喜歡的球隊比賽。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他的受害者將永遠無法
過平靜生活, 這樣公平嗎?! 量刑可以讓社會表達
出我們對罪犯最嚴重的蔑視，從而鞏固我們的
共同感情，只把克魯茲送進監獄監禁，那給受
害者家屬傳達了一個錯誤的信息——法律並不
能夠真正的為死者與家屬們伸張正義,因為判刑
往往缺乏人性,以後也只能夠自求多福了!

【李著華觀點 : 冷血的正義
道格拉斯高中慘案判刑缺乏人性沒有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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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南非：警力人員不足
缺口達87000人左右

綜合報導 針對南非警方應對犯罪問題能力不足的問題，南非警察

部長貝基· 塞萊1日在回應國民議會的質詢時回應稱，南非警察系統確實

存在人員不足的問題，且缺口高達約87000人。

當前，包括約翰內斯堡、開普敦、德班等南非主要城市備受高犯罪

率問題困擾，而這壹問題也極大阻礙了疫情後南非的經濟復蘇腳步。對

此，南非警察部首席財務官迪姆佩恩(Dimpane)透露，數據顯示，2021至

2022財政年度南非警察系統實際工作人員為105935名，但根據南非的實

際情況，南非警察系統的用工人數實際應為193000人，缺口高達87065

人，而人員的短缺則直接導致南非警方應對犯罪活動不利的情況發生。

迪姆佩恩透露，警察系統人力資源的跨省遷徙，以及財政經費不足

等問題進壹步加劇了包括豪登省、西開普省等重要省份警力資源面臨較

大壓力，當前南非警力人員數量亦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從而導致上述省

份相繼出現因警力不足引發的應對犯罪不利情況發生。對此，南非警察

部今年專門推出“萬人計劃”，力爭招募更多的警力系統工作人員，以

緩解該國當前犯罪率高發的情況。

作為全球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壹，南非近年來飽受犯罪頻發之苦。

據塞萊透露，盡管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轉，南非積壓案件的數量大幅

下降，但截至目前，仍然有超過7.1萬件案件積壓，且這壹數字還將隨

著時間的推移持續上升。

法國遭遇“最熱10月”
平均氣溫比常年偏高3.5攝氏度

綜合報導 法國氣象部門表示，今年10月是法國有記錄以來經歷過

的“最熱10月”，平均氣溫比常年偏高3.5攝氏度。

根據法國氣象部門當天發布的相關數據，法國今年10月的平均氣溫

為17.2攝氏度，比常年偏高3.5攝氏度。上壹次“最熱10月”紀錄是在

2001年錄得的，當時的平均氣溫為16.3攝氏度，比常年偏高2.6攝氏度。

法國多個地方今年10月的罕見高溫持續多日，法國西南部朗德省城

市蒙德馬桑的最高氣溫曾達到31攝氏度，法國西部海濱城市比亞裏茨和

吉倫特省重要城市波爾多的最高氣溫也都曾達到30攝氏度。數據顯示，

10月高溫的範圍涵蓋了法國從西南部到東北部的很多地方。

法國氣候學家表示，隨著全球變暖，夏季時間會延長。而異常氣溫

並不僅限於今年10月。自今年年初以來，法國大部分時間的平均氣溫都

比常年同期氣溫偏高，目前只有1月和4月的平均氣溫是基本正常的。

由於今年10月的氣溫比常年顯著偏高，法國南部地區幹旱加劇。法

國氣象局指出，該地區除了面臨季節性異常高溫，大部分地方的降雨量

也比平時少，巴斯克海岸和科西嘉島等地幹旱情況比常年嚴重。

法國多個地方的海灘度假村將營業的季節性時限延長，主要由於罕見高

溫讓遊客不斷來到海邊。法國東南部城市尼斯的海灘運營商協會負責人10月

底曾表示，只要天氣狀況允許，當地的海灘度假村就會壹直營業。

法國氣象部門預測，由於氣候變化因素，壹年中的異常高溫時段的發

生將變得更加頻繁。

德國準備將大麻合法化
允許成人購買或擁有最多30克娛樂用大麻

德國政府批準了壹份大麻合法化的

提案，包括成年人可購買或擁有30克以

下的娛樂用大麻、私下種植大麻不得超

過三株等內容。

德國衛生部長勞特巴赫（Karl Lauter-

bach）表示，這項提案的本意在於保護年輕

人及國民的健康，而非擴大大麻消費。他認

為，在德國已經有400萬人至少體驗過壹次

大麻的背景下，大麻禁令“起不了作用”。

目前提案還需等待歐盟方面的批準。

勞特巴赫認為，如果提案通過，德國可能

在大麻消費方面成為歐洲的“典範”。

據報道，朔爾茨內閣當天批準了壹

項提案，允許對大麻的種植和銷售進行

控制，以遏制大麻的黑市交易。

具體內容包括：大麻和四氫大麻酚

將不再被歸類為毒品、允許人們在私人

或公共場所消費大麻、允許成年人購買

和擁有30克以下大麻作為娛樂用途、私

下種植大麻不得超過三株、大麻可以在

持有專門牌照的商店或是藥店銷售、禁

止宣傳大麻消費的廣告等，另外，政府

還計劃征收專門的大麻稅。

德國自2016年起開放了藥店醫用大

麻的銷售。英國《衛報》援引衛生部長勞

特巴赫的話稱，在過去壹年裏，有大約

400萬人至少體驗過壹次大麻，其中有四

分之壹的人年齡在18歲到24歲之間。人們

可以從黑市拿到的大麻越來越多，目前

的禁令“不起作用”。

因此，他認為必須“改革大麻消

費”，結束德國在“打擊毒品相關犯罪

方面的失敗鬥爭”以及繁榮的黑市，以

更好地保護年輕人，他說道：“我們不

想擴大大麻的消費，而是想加強對年輕

人和健康的保護。”

不過，德國想把大麻合法化還得突

破歐盟這壹層“底線”。報道指出，朔

爾茨領導的聯合政府在上任時就曾宣布

，有意將娛樂用途的大麻合法化，但由

於擔心此舉可能違反歐盟法律和國際條

約，相關法律的進展壹直很緩慢。

勞特巴赫也坦言，如果歐盟委員會明確

表示，德國模式與歐盟法律不兼容，政府將

不會試圖在此基礎上推進大麻合法化。

目前，德國計劃本周向歐盟委員會提

交壹份計劃大綱，並征求意見。如果歐

盟也同意，那麼德國將在2023年第壹季

度提交壹份法律草案。

勞特巴赫相信，壹旦大麻正式合法化

，它將使德國成為歐洲在大麻立法方面最

自由的國家之壹，同時也會是歐洲對大麻

“監管最嚴格”的市場。他認為這項改革

有可能讓德國成為歐洲的“典範”。

大麻企業：這很好，但還不夠
德國政府的提案無疑給大麻商人們

註入了強心劑。彭博社報道稱，包括

SynBiotic和Cantourage等德國大麻公司

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增長計劃。SynBiot-

ic的首席執行官坦言，政府的計劃對他

們而言就像是“中了彩票”。

他表示：“當時機成熟時，除了開

設自己的門店外，我們還可以為大麻零

售商提供特許經營模式。”

Cantourage的首席執行官則認為，只

靠德國國內的大麻產能不足以滿足當前

以及未來的需求，為滿足人們的預期，

德國可能需要從其他國家進口大麻。

據報道，德國政府的提案是在同專家

、利益集團還有德國毒品和成癮政策專員

進行“密集交流”後制定的，盡管如此，

德國的大麻企業們覺得政府做的還不夠。

比如提案禁止宣傳大麻消費的廣告；

在食品方面，勞特巴赫稱大麻的食品，如

口香糖或烘焙食品的合法化仍在研究中

，但不太可能。

對此德國醫用大麻和保健品公司Sani-

ty Group表示：“全面禁止大麻廣告不利於

對該藥物的教育和去汙化。”而限制大麻在

食品上的應用等於給了黑市壹個窗口，讓他

們可以想辦法提供更多的大麻食品。

該公司同樣認為，德國的大麻生產

無法滿足全國的需求，呼籲政府開放對

大麻的進口限制。

大麻合法化，真能保護健康？
雖然德國政府為大麻合法化冠以諸如

“保護健康”、“強化監管”之類的名

頭，但此前其他國家也以類似的名義推行

過大麻合法化，而效果並不令人滿意。

2018年，加拿大正式將娛樂用大麻合

法化。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認為，這可以有

效控制未成年人輕易獲取大麻的渠道，而

且還能從大麻黑市那裏分走利潤。但在合

法化的第壹年，由於啟動成本過高，外加

大麻供應量跟不上，其官方的大麻商店不

僅沒有利潤，還虧了不少，達490萬加元。

2022年6月，泰國大麻合法化法案正

式生效，該國成為亞洲首個大麻合法化的

國家。但在那之後，泰國大麻產品泛濫，

壹個多月後，泰國已出現至少14例20歲以

下的因食用大麻食品、飲品而住院的案

例，其中還包括兩名5歲兒童。清邁大

學的教授薩拉娜（Sarana Sommano）認

為：“問題在於大麻不再被視為麻醉品，

但沒有具體規章來規範使用。這可能是壹

個錯誤，政府並沒有考慮相關細節，只是

為了取悅公眾而頒布了政策。”

泰國餐廳在食物上撒大麻粉
目前，全世界已有烏拉圭、加拿大、

墨西哥等國家將娛樂用大麻合法化，美

國也有19個州及華盛頓特區實現“娛樂

性大麻合法化”。中國駐外使館特別提

醒，大麻仍是聯合國禁毒公約中的嚴格

管制品，在絕大多數國家攜帶、吸食大

麻仍屬違法。吸食大麻危害人體健康。

大麻具有成癮性，短期可影響思考判斷

能力、學習記憶能力、動作協調能力；

長期可損害神經、心肺和大腦功能。

英國監獄這廣告種族歧視？回應：那是真罪犯
綜合報導 當日，英國廣告標準局要

求司法部下架壹則獄警招聘廣告。

在涉事廣告中，出現了壹名白人獄

警和黑人囚犯的照片，廣告局認為這壹

畫面加深了對黑人的刻板印象。英國司

法部表示，該照片是真實的獄警和囚犯

照片，並非將黑人描述成罪犯，而是描

述了壹個真實的黑人囚犯，將對裁決提

出上訴。

報道稱，這則招聘廣告曾於今年 5

月、6月和8月多次在Facebook上做推廣

，視頻中，黑人犯人背對著鏡頭，頭發

上別著壹把黑人常用的叉發梳，白人獄警

則面對鏡頭露出微笑，廣告配文是，“壹

個職業，多個角色。我們是關鍵員工，問

題解決者，改變生活的人。”

今年 6 月，該廣告在 Facebook 發布

後，有網民向英國廣告局發起投訴，認為

廣告延續了對黑人的刻板印象。

英國司法部門回應稱，英格蘭和威爾

士有117座監獄，裏面有2.1萬名獄警以及

8萬名囚犯，這意味著監獄工作人員會和

不用種族的人打交道，而（在廣告中）展

示警官與不同種族同事、囚犯的交往是很

有意義的，也希望借此機會吸引多元化的

員工加入壹項重要的公共服務。

該部門還補充稱，爭議廣告是真實工

作人員和囚犯的照片，它並非將黑人描述

成罪犯，而是描述了壹個真實的黑人囚犯

，廣告只占招聘中的“壹小部分”，不到

5%，其他照片中還有多個種族的獄警和囚

犯，並且白人警察和其他種族囚犯的合照

僅此壹張。

英國廣告局審查後認為，廣告中將

獄警和“問題解決者”這樣的積極屬性

聯系起來，黑人卻被刻畫成壹名罪犯，

沒有任何積極屬性，畫面雖然沒有暗示

所有黑人男性都是罪犯，或者他們比其

他任何種族犯罪的幾率更高。但廣告關

註白人獄警的積極品質，而對黑人囚犯

的塑造很可能會加劇對他們的種族刻板

印象。

廣告局表示，英國營銷準則要求，在

制作可能會涉及到“受保護特征（例如種

族）”的內容時必須謹慎，因此要求該部

門將爭議廣告下架。英國司法部門表示，

將對該裁決提出上訴。

研究：壹種澳洲章魚的毒液
或可用於治療皮膚癌

綜合報導 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報道

，壹項國際研究發現了早期證據，證明澳大利亞

壹種章魚的毒液有助於治療導致皮膚癌的黑色素

瘤。

布裏斯班的QIMRBerghofer（昆士蘭醫學研

究院伯格霍弗醫學研究所）進行的臨床前研究表

明，澳大利亞的南部沙

章魚（southernsandoctopus）毒液中所含的壹

種化合物可能會減緩黑色素瘤細胞的生長，防止

腫瘤的發展。

首席研究員瑪麗亞· 伊科諾莫普盧（MariaI-

konomopoulou）博士說，這壹發現可能給皮膚癌

患者帶來福音。

“我們已經確定了壹種來自澳大利亞南部沙

章魚的肽（壹種小分子蛋白質），這種肽似乎對

B-RAF突變的黑色素瘤細胞更有效，”她說。而

這種肽並不會損害健康細胞。

不過伊科諾莫普盧博士說，還需要進壹步的

研究來了解可能利用這種毒液治療黑色素瘤的方

法，至於進行人體試驗則仍需數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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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期中選舉競爭激烈，紐約市已提前投票
。這座全美首屈一指的大城動見觀瞻，投票過程翻譯、無障礙
設施都必須到位，網路安全重要性也與日俱增，選務工作眉角
多。

這場8日投票的選戰被視為美國總統拜登期中考，州及地
方選舉結果也牽動各地政治版圖。紐約市10月29日至11月6
日提前投票，市選舉委員會執行主任萊恩（Michael Ryan）與
副手伊尼齊歐（Vincent Ignizio）今天向駐紐約外籍記者說明選
務工作。

紐約市擁有約470萬名活躍選民，投票日將設置超過1230
個投票所、投入3.5萬名選務人員，加上提前投票長達9天，確
保選務順暢、安全且萬無一失是艱鉅挑戰。

萊恩表示，每個投票所至少安排一名員警，市選委會也請
私人保全維持秩序，並與紐約市緊急事故管理單位密切合作。

在高科技時代，投票過程網路安全日益受重視。萊恩說，
選委會內部人員和紐約市網路指揮中心（NYC Cyber Com-

mand）密切合作，並有外部廠商全年無休監控。紐約州選委會
近期跟進，確保相關機關與各地選委會橫向聯繫暢通，以利協
調安全工作。

他提到，2016年7月是紐約市加強選務網路安全的轉捩點
。

當時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幾個月，選舉面臨資安威脅的報
導接二連三出現。紐約雖沒有察覺真實網路攻擊，但開始提高
警覺，投入資源確保選務系統安全。

萊恩說： 「我們必須做到滴水不漏，因為圖謀不軌的人只
要成功一次就好，所以我們一直戒慎恐懼。我們在這方面和聯
邦、州及地方有良好聯繫網絡，這在2016年前幾乎是不存在的
。」

為強化安全，每台插入選票的機器各自獨立、沒有連線，
不法分子只能各個擊破。若有人企圖竄改機器計票結果，選務
機關認定投票機被動手腳，選後認證期間，存在投票機內的選
票可供人工計算，作為確認基礎。

紐約市族裔多元，選務機關依聯邦法規提供選票翻譯，除
英文外，還有西班牙文、中文、韓文及孟加拉文。投票所設置
翻譯人員，所有文宣和網站內容都有翻譯對照。

市選委會也重視無障礙設施，每個投票所都有至少一台填
票機（ballot marking device），讓視力、手指靈巧等方面存有
障礙的人士圈票時得到適當輔助。

任職9年的萊恩以 「有趣」形容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
年共和黨推派後來當選的川普，民主黨則由前國務卿希拉蕊．
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出馬，兩人及家人都出身紐約，投票
時須顧及維安問題，也要確保其他民眾能順利投票。

但萊恩說，2020年大選因為有COVID-19（2019冠狀病毒
疾病）攪局，更令他難忘。

他表示： 「疫情對所有人都非同小可，有人還因此喪命。
疫情期間，我們辦公室沒有一天關閉，以大幅減少的人力維持
運作。我希望在卸任前的生涯中，不會再見到像2020年那樣充
滿考驗的選舉。」

美國期中選舉倒數
專家憂TikTok假消息滿天飛 美國國防部今天宣布，將再對烏克蘭提供約 4 億美元軍事援助，其中包括 T-72 戰車和鷹式

（HAWK）地對空飛彈。
法新社報導，烏克蘭亟需空防和裝甲戰力，然而T-72戰車性能不及德國豹式（Leopards）或美

國艾布蘭（Abrams）等戰車。
這次軍援中的鷹式空飛彈，烏軍將用以對抗俄羅斯無人機，以及鎖定攻擊烏克蘭城市和能源設

施的飛彈打擊。
此外，美國這次軍援還包括1100架 「鳳凰幽靈」（Phoenix Ghost）無人機、40艘裝甲船艇，

以及250輛M1117裝甲車等。
自俄羅斯2月入侵以來，美國已軍援烏克蘭超過182億美元。

美期中選舉前積極造勢 川普賣力輔選擬拚復出

（綜合報導）知名社群平台TikTok有杜絕假消息的政策
，但在美國期中選舉前，選舉相關錯誤資訊仍在平台上流傳，
隨著愈來愈多美國人以TikTok作為新聞來源，專家擔心年輕
選民易受影響。

法新社報導，有貼文散布毫無根據的選舉舞弊指控、郵寄
選票的不實訊息以及美國不同州法律的誤導性影片，相關貼文
都在TikTok這款廣受歡迎的應用程式（App）找到了歸宿。

或許更令人不安的是，TikTok已放任內含明顯錯誤訊息的
付費政治廣告出現，但這家公司曾在2019年宣稱已經禁止這項
做法。

例如有一則廣告說： 「駭客可以很容易地改變選舉結果！
何必在期中選舉投票。」

這是非營利組織 「全球見證」（Global Witness）和紐約大
學（NYU）研究人員所做的數則廣告之一，目的在測試Tik-
Tok禁止付費政治廣告的程度。研究團隊提出內含選舉錯誤訊
息的廣告，發現TikTok放行批准其中的9成。

「全球見證」資深顧問羅伊德（Jon Lloyd）說： 「我們對
這個結果感到相當震驚。」他認為跟其他處理選舉錯誤訊息的
社群媒體平台相比，TikTok的表現 「墊底」。

美國期中選舉將
於 11 月 8 日登場，超
過 800 萬名年輕公民
剛獲得投票權。專家
擔心他們會受到假消
息影響。

TikTok 母公司字
節跳動（ByteDance）
有相關規定，目的在
約束選舉陰謀論的傳播，但專家質疑效果。

羅伊德說： 「就因為他們制定了這些政策，不代表他們有
好好執行。」

儘管這類批評可能針對所有社群網站，但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一項調查發現，超過1/4的18歲到29
歲美國民眾經常從TikTok獲取新聞，根據媒體監督組織 「新
聞守門人」（NewsGuard）說法，在搜尋結果顯示的少數影片
中，也有不少影片內含錯誤訊息。

TikTok強大的演算法可讓影片快速取得數以千次觀看流量
。

社群媒體產業分析師納瓦拉（Matt Navarra）表示，Tik-
Tok上大量的內容使得 「一般用戶，尤其是更年輕、易受影響
的用戶，更有可能接觸到潛在的分裂、兩極化、令人反感的內
容」。

TikTok的誠信政策指出，公司會禁止可能 「在公民行為、
公共衛生或安全領域誤導社群」的內容，其中包括跟投票有關
的假訊息。TikTok平台也禁止競選募款，最近還推出一個內建
的選舉中心。

公司發言人在電子郵件聲明中告訴法新社： 「我們會以最
嚴肅的態度負起責任，保護我們平台和選舉的廉正誠信。我們
會持續投入我們的政策和安全團隊，以對抗選舉錯誤訊息。」

美國期中選舉如火如荼美國期中選舉如火如荼
紐約選務工作眉角多紐約選務工作眉角多

美再供烏克蘭4億美元軍援 含T-72戰車和鷹式飛彈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籍總統拜登和共和黨籍前總統川
普今天展開期中選舉前造勢閃電戰，分別前往多州拉票，此役
結果可能會阻礙拜登接下來的2年執政，並為川普試圖復出奠
定基礎。

法新社報導，拜登利用造訪新墨西哥州一間社區大學的機
會，宣揚政府試圖減輕學生貸款和已 「為這個國家帶來巨大進
步」的種種政策。

拜登接下來3天將馬不停蹄飛往加州、芝加哥和賓州，5日
將在賓州與受歡迎的前總統歐巴馬同台造勢。拜登曾任歐巴馬
副手8年。

在緊鑼密鼓造勢前，拜登昨天發表演說，警告說川普和共
和黨與日俱增的極右翼勢力正在威脅美國民主存亡，種種陰謀
論目的是要破壞大眾對選舉結果的信心。

川普雖打輸2020年選戰，且因將極機密總統文件藏在佛羅
里達州高爾夫球度假寓所，正在接受調查，不過實質上仍然是
共和黨領袖、並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他正在採取攻勢。

川普將在5天內走訪4個選舉關鍵州，今天前往愛荷華州
，接著是佛州、賓州，7日來到最終站俄亥俄州，川普正在加
強他身為共和黨霸主的角色。

許多人認為川普有可能宣布2024年再度競選總統，如果川

普助選換得他偏好的候選人勝選和回報，那麼不僅他在國會的
勢力團體會擴大，還能為他宣布參選一事帶來動力。

對拜登來說，這場選戰的個人代價也相當高。
如果挺川普共和黨人奪下國會控制權，拜登有可能在接下

來2年執政期間面臨經常性的政治鬥爭和立法僵局。
據信若川普宣布於2024年角逐總統大位，會大大促使拜登

尋求總統連任，儘管他已經是美國歷來最年長的總統，且本月
將滿80歲。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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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總理公布踩踏事件原因，多名官員道歉
韓國總理韓德洙就梨泰院踩

踏事故舉行新聞發布會。他表示

，踩踏原因是治安人員不足以及

制度缺失所致。

此外，他還表示，年輕人享

受節日並沒有錯，韓國政府保證

將來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情，對

於踩踏事故外籍遇難者韓國政府

將以本國公民待遇進行補助。

韓國警察廳廳長認錯並致歉
韓國警察廳廳長尹熙根承認

警方在首爾梨泰院踩踏事故中處

置不力，並向國民致歉。

據報道，尹熙根當天在位於

首爾西大門區的警察廳表示，為

本次事故的遇難者祈福，向死者

家屬深表哀悼，希望傷者早日康

復。對於因事故受到沈重打擊的

國民，警方深感責任重大。

尹熙根說，警方將對事故所

涉及的各個方面無壹例外地進行

高強度偵調，查明事故真相，

厘清責任。尹熙根坦言，警方

在事故發生前接到許多告知危

險情況的報警，但現場應對措

施並不到位，相關詳情將公之

於眾。

他還表示，將成立獨立特別

機構，透明、嚴正地查明事故真

相。據悉，該機構將開展高強度

偵調，明確警方在事發前接到報

警後是否正確采取應對措施、各

級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的措施是否

到位等事實關系。

尹熙根說，警方將從原點出

發，縝密評估負責國民安全的有

關部門是否存在處置不當之處，

找出制度性問題。希望此次事故

能夠成為全面盤查、改善社會安

全系統的契機。他強調，今後將

積極參與跨政府部門的事故防範

對策討論，盡到警察的責任，確

保此類事故不再發生。

韓國內政安全部長官鞠躬
道歉

韓國內政安全部長官李相民

當天就首爾梨泰院踩踏事故鞠躬

道歉。報道稱，這是韓國發生有

史以來最嚴重之壹的災難後，首

位道歉的韓國政府高級官員。

“作為負責此次事故且負責公

眾安全的長官，我想借此機會向公

眾表示誠摯的歉意，”李相民當著

韓國國會議員在鏡頭前鞠躬致歉。

韓國首爾龍山區梨泰院發生

大規模踩踏事故。截至目前，踩

踏事故已造成156人死亡，150

余人受傷。10月30日上午，韓

國總統尹錫悅就首爾踩踏事故發

表電視講話，宣布全國哀悼。有

媒體稱，這次事故是自2014年

“世越號”客輪沈沒事故發生後

，在韓國發生的傷亡人數最多的

事故。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訪問韓國

強征勞工問題受關註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副總裁

麻生太郎11月2日起訪問韓國，分

別與韓國總統尹錫悅及外長樸振

會談。二戰強征勞工等問題受到

日韓媒體的關註。

韓聯社報道稱，尹錫悅 2

日在首爾龍山總統府閉門接見

以韓日合作委員會主席身份來

訪的麻生太郎，強調促進韓日

民間交流。

據報道，從麻生太郎到達和

離開韓國總統府的時間來看，接

見時間超過1個小時，但相關書

面簡報僅有3句提到實際的接見

內容。雖然簡報未提，但作為兩

國關系最大“雷管”的強征索賠

判決、韓日首腦會談事宜應該在

討論之列。

此外，麻生太郎 3日還與樸

振在首爾壹家酒店舉行早餐會

，就兩國關系發展交換意見。

樸振當天在會前接受媒體采訪

時表示，此次會談並無固定議

題。被問及會否請求日方就強

征索賠問題表現出誠意時，樸

振回答，將為尋找解決韓日關

系事務的合理方案聽取寶貴意

見，希望在此基礎上更妥善地

解決問題。

韓聯社稱，麻生太郎在自民

黨內影響力很大，在韓日兩國懸

而未決的強征索賠這壹最大難題

上，可能與樸振進行富有意義的

交流。日本放送協會(NHK)也稱，

雙方可能就強征勞工問題展開討

論。

印度總理前往吊橋倒塌事故現場 調查顯示翻修或存漏洞

綜合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前

往古吉拉特邦莫爾比市探望吊橋

倒塌事故傷者和遇難者家屬。警

方透露，翻修公司可能僅對吊橋

進行了粉刷和拋光，並將開放時

間提前了壹個月。

據《報道，莫迪與古吉拉特邦

首席部長帕特爾來到事故現場，

隨後在莫爾比民事醫院與傷者見

面。莫迪還會見了遇難者家屬，

稱當務之急是進行廣泛而詳細的

調查。

同日，莫迪與當地警方和政府

官員舉行高級別會議，強調向受

影響的家庭提供壹切可能的幫助

。他還要求政府吸取關鍵教訓，

避免類似的災難再次發生。

據印度新德裏電視臺報道，此

前負責翻修橋梁的私人公司奧雷

瓦集團未經招標就獲得了政府的

合同，且將技術方面的工程外包

給了壹個較小的建築公司。警方

調查初步表明，翻修過程並無專

業人士參與，也未通過專業人士

評估。

壹名知情的警察表示，在10月

26日吊橋重新向公眾開放前，承

包商似乎才剛剛完成了粉刷和拋

光，尚無證據證明其曾對受磨損

的懸索進行過整修。

該報道援引消息人士稱，承包

商原本可在12月之前完成裝修，

提前重新開放是為了配合排燈節

和古吉拉特新年，獲得節日客流

量。

當地時間10月 30日，印度古

吉拉特邦莫爾比市壹座百年吊橋

突然倒塌。《印度快報》11月1

日報道說，事故死亡人數已升至

135人，另有近百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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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Jack：
並未留意防

疫政策放寬，因
此 今 晚 （3 日
晚）也未有特別
計劃，喝多久就
要看情況啦！

客人Kelvin：
放寬酒吧營業
時間是我期待
已久，雖然明
天（4 日）要

上班，今晚（3
日晚）仍會玩夜
啲、盡興啲。

﹁放
寬
絕
對
好
事
玩
夜
啲
盡
興
啲
﹂

情侶Ko（左）和Yannis（右）：
原來今日（3日）可玩通

宵？之前看新聞知道政府會放
寬，但沒有留意是從今日（3
日）開始，雖然我們不會因此
玩通頂，但放寬絕對是好事。

酒吧職員Kem：
人流相比放

寬前已多六成，
但要恢復疫情前
人流，還得等
（恢復正常）通
關。

�#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舉杯暢飲通頂 醉猫做返夜貓
老蘭路口酒吧爆場 市民約百友盡情high爆

香港久違的夜生活，回來了！3

日起，食肆撤銷堂食時間限制，意

味酒吧可通宵營業、食肆能經營宵

夜生意，香港回復“不夜天”。香

港文匯報記者3日晚直擊蘭桂坊人

潮明顯增多，而且愈夜愈熱鬧，傍

晚前已開始有不少市民湧向酒吧

區，未到晚上8時，路口幾間酒吧

入座率已達七成，個別酒吧甚至爆

場。不少市民興奮不已，“（3日

晚）約咗超過100名好耐無見的朋

友來，大家分頭到不同酒吧盡情地

玩，唔使顧住閂門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文森

天色未暗，香港文匯報記者便見到大量
市民成群結隊、有說有笑走向中環蘭

桂坊，人群中更有人身着星球大戰、反斗奇
兵、天線得得B等各種角色扮演服裝。其中
一位身穿特製服裝的市民劉先生告訴記者，
“因酒吧恢復不限營業時間，公司便前來舉
辦活動，好耐無咁盡情地玩。”

未復常通關 遊客數有限
酒吧區愈夜愈人聲鼎沸，未到晚上8

時，蘭桂坊德己立街十字路口幾間地舖酒吧
平均入座率已達七成，其中個別酒吧更接近
滿座。每晚在蘭桂坊酒吧一帶工作的市民
Kem向記者表示，3日晚蘭桂坊的客流量相
較政策放寬前的平日，至少多五成，相信周
末人會更多，“但人潮若想恢復到疫情之前
可能還要很長一段時間。”他認為，香港仍
未恢復正常通關，遊客人數有限，而且疫情
使部分港人減少飲酒，“疫情期間已養成減
少出外喝酒的習慣，部分人戒酒”，因此他
相信整個市場難以在短時間內恢復之前水
平。

除人頭攢動的地舖酒吧外，更有源源不
斷的客流湧向大廈樓上的酒吧或夜店，不少
人都在升降機大堂門口等待朋友。其中一位
市民Kelvin向記者表示，“期待放寬已經好
耐，終於等到，非常開心。雖然一早要返
工，都打算留到凌晨一兩點。”Kelvin還透
露，3日晚已召集超過100名朋友來蘭桂坊
聚會，“當然我哋會遵守防疫規定，分頭行
動去不同酒吧暢飲！”

業界料至少增30%生意
人人舉杯暢飲，不醉無歸。香港酒吧業

協會主席錢雋永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
取消酒吧營業時間限制對業界幫助很大，預
計至少增加30%生意，“如果再有進一步放
寬措施當然更好，但不限營業時間已經好滿
意了。”

他表示，接連有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
世界盃及美食佳餚巡禮等盛事，是業界的生
機，當中尤以世界盃對業界最重要，“七欖
主要帶動中西區及灣仔區的酒吧生意，但世
界盃帶動全港（酒吧生意）。”他說，取消
營業時間限制令酒吧連香港時間凌晨3時開
賽的世界盃場次也可直播，等於一天至少做
足9小時，估計約半數酒吧業界會考慮向電
視台購買轉播權。

然而相較十字路口幾間旺舖，蘭桂坊後
街的酒吧就略顯冷清。一間酒吧負責人
Ricky告訴記者，“我們店位置沒有那麼
旺，因此主要做周末生意”，但3日晚的客
人相信也會比過去多兩三成。至於措施放寬
後的客流恢復，Ricky則十分自信，“只要
疫情不再反覆，相信一段時間後，客流就能
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取消食肆堂食
時間限制，令香港“宵夜文化”終可再現。位於
銅鑼灣的新光潮州菜館多年來經營深宵生意，晚
市才開門營業，深夜時段更有不少食客，疫情期
間曾一度因禁止晚市堂食被迫暫停營業。負責人
趙先生3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
3日凌晨仍是八號風球，故即使其店是通宵營
業，生意也不多，深夜時分會有多少食客“回
來”也仍有待觀察。惟他指出，隨着香港開始慢
慢走向復常之路，近日訂枱數目比較早前有所增
加，“市民出來消費、飲食的心情也開始恢復，
希望國際七人欖球賽也能像過去般，為生意帶來
幫助。”

趙先生指出，取消堂食時間限制對其生意一
定有幫助，“不少食客可能接近深夜甚至深夜才
下班，過去也有不少這類客人要醫肚。”但他指
出，過去旅客佔該店很高比例，故一日未實施
“0+0”入境檢疫安排，或者恢復與內地正常通
關，對其生意的幫助有限，“尤其是現時實施
‘0+3’，不少港人外遊令生意減少。”

旺角一間居酒屋的負責人陳小姐亦表示，因
應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其店也會由營業至晚上
12時延長至凌晨4時，並有信心宵夜時段會爆
滿，生意可增長50%。她說：“已經很多人打電
話問什麼時間關門，但相信要有些過渡期，以及
做宣傳，讓客人適應有宵夜時段，相信宵夜文化
很快重現。”

業界倡撤銷宴會人數限制
另一方面，宴會人數上限仍維持240人，譽

宴集團主席張家豪認為應該撤銷限制，“你既然
都放寬到可以不用戴口罩（合照），連七欖的觀
眾也可以飲食，其實餐飲處所也只是幾百人。”

在特區政府取消食肆堂食時間限制下，意味一
班過去通宵在麥當勞快餐店休息的無家者也可重返
該處棲息。無家者陳仔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3年前開始成為“麥難民”，但約兩年前發覺
不少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快餐店“不歡迎”他們，
“未到半夜已經將店內大部分座位圍封，僅餘小量
座位開放予市民堂食，等於叫我們知難而退，因我
們也不想影響其他食客。”自此後，陳仔改為棲身
文化中心外，“當然係麥當勞比較好，有廁所，天
熱又有冷氣。即使是五六月，街上也很酷熱。”但
他表示，已捱慣露宿街頭的日子。

過去一直關注該班俗稱“麥難民”無家者的社
區組織協會組織幹事吳衛東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相
信一些食肆可回復24小時營業後，會有“麥難民”
入內休息。這類餐廳有廁所及水，可解決無家者的
個人衞生需要。

全港快餐店共住有448無家者
他表示，社協在2018年11月進行的“廿四小

時快餐店無家者”研究發現，全港109間24小時快
餐店合共住有448名無家者，其中以九龍西比例最

多，有41.5%。過去幾年新冠疫情，香港已有極長
時間不容許深夜12時後食肆堂食，令該班“麥難
民”要另覓地方“落腳”。

“禁令”於3日解除後，全港麥當勞250間分
店中，已有逾80間恢復24小時營業。吳衛東讚揚
麥當勞等24小時快餐店公平對待任何顧客，包括接
納無家者。

他重申不想給予私人機構壓力，並強調特區政
府在無家者問題上責無旁貸，“現時是有服務卻無
政策。”他表示，政府曾於去年9月推出先導計
劃，開放5間臨時收容中心予無家者，“中心內人
與人間會保持1.5米距離，進入者必須先做快測，
若確診會召救護車送院或社區隔離設施，這除了令
他們有容身之所外，更能防止病毒於社區蔓延，但
先導計劃完結後便沒有下文。”

吳衛東促請現屆政府重新考慮重啟有關計劃，
同時增加無家者的政府宿位，以及將入住年期由半
年延長至1年，“希望現屆政府可重新考慮有關計
劃。如果無政策幫助他們，又如何給予市民幸福
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食肆訂枱數增
盼“宵夜文化”重現

有廁所有冷氣
“麥難民”盼“回巢”

��

◆◆ 33日起日起，，酒吧可通宵酒吧可通宵
營業營業，，不少市民興奮不不少市民興奮不
已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郭木又 攝攝

◆◆部分無家者部分無家者
或或重返麥當勞重返麥當勞
棲息棲息。。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木又記者郭木又 攝攝

◀ 香港文匯報記
者3日晚直擊蘭桂
坊人潮明顯增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木又 攝

▲ 不少市民
“盛裝”到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木又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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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2022年11月4日（星期五）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北京時間2022年
11月3日9時32分，空間站夢天實驗艙順

利完成轉位。轉位期間，夢天實驗艙先完成相關
狀態設置，再與空間站組合體分離，之後採用平
面轉位方式經約一小時完成轉位，與天和核心艙
節點艙側向端口再次對接。夢天實驗艙轉位完成
標誌着中國空間站“T”字基本構型在軌組裝完
成，向着建成空間站的目標邁出了關鍵一步。

航天員將首次在軌輪換
同日15時12分，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順

利進入夢天實驗艙，他們將在空間站內先後迎接
天舟五號貨運飛船、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的訪
問，屆時神舟十四號、十五號兩個乘組將完成中
國航天史上首次航天員乘組在軌輪換。

專家表示，夢天實驗艙的主要任務包括：在
軌完成與天和核心艙交會對接、艙段轉位和停
泊；為航天員在密封艙內工作提供更好的保障條

件，保證航天員安全；為開展艙內及艙外空間實
（試）驗提供保障條件；提供貨物氣閘，實現載
荷與設備自動進出艙等。在載人環境方面，夢天
艙為航天員增加了約30立方米的艙內工作空
間。而且，三艙組合體密封空間連通，形成完整
的空氣循環，空氣壓力、成分及溫濕度都能得到
統一控制，並隨着空氣流動均勻化，讓航天員在
各艙段內都處於適宜的環境中。

作為夢天艙在太空中的第一批主人，神舟十
四號乘組進入夢天艙時歡快的場景，正顯示出該
艙段的宜居。進入夢天艙時，三人滿臉是“喜提
新居”的笑容，陳冬還翻起了跟頭。打開艙門
後，航天員立刻通過天地連線，向地面報告詳細
情況，這也顯示出夢天艙通信已相當穩定。

“我們現在的心情非常激動，中國空間站即
將開啟全新夢幻之旅，夢裏有你、有我、有家、
有國，在浩瀚宇宙中讓我們一起與夢同行，逐夢
太空。”陳冬說。他表示，自己很喜歡神十四乘
組的“最繁忙乘組”稱號，太空生活的每一天都
十分精彩、每一刻都值得銘記，在太空會利用好
每一分每一秒完成好任務，體會太空的奇妙，記
錄自己的心情，雖然很忙碌，但更覺得充實。

劉洋說，中國空間站是全人類共同的太空家
園。她表示，十年前執行神舟九號任務，進入中
國首個太空實驗室天宮一號。十年後的空間站已
變成三艙兩船構型，更加寬敞、舒適、美好，能
夠親身經歷並見證偉大時代的發展變化，並有幸
參與到一段歷史的創造與書寫當中，真的是非常
幸福。

令蔡旭哲感受最深刻的是他個人的首次太空
飛行、首次太空出艙。他說，後續會繼續精心操
作、密切配合，完成好後面的飛行任務，為建造
中國空間站、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團結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新居”配齊，三艙合

“T”，隨着夢天實驗艙3日順利完成轉位，中國空間站“T”字基本構型

在軌組裝完成，向着建成空間站的目標邁出關鍵一步。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順

利進入夢天艙，指令長陳冬情不自禁翻起跟頭，難以抑制“喜提新居”的喜悅。

“在太空值守的第152天，我們終於迎來了夢天實驗艙，我們的家又變寬敞

了。”陳冬說，中國空間站即將開啟全新夢幻之旅，後續他們將迎來神舟十五號

乘組，並完成首次在軌乘組輪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空
間站即將建成，將有越來越多的航天員進入中國人
的“太空家園”。據央視報道，中國第三批航天員
正加緊訓練，預計在明年開始執行空間站任務。對
於第四批航天員選拔，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設計
師楊利偉表示，首次增加了在港澳選拔航天員的過
程。對於載荷專家等航天員的選拔，視力要求比航
天駕駛員稍寬鬆一些，但對知識結構的要求越來越
嚴格。

第三批航天員擬明年執行空間站任務
據報道，中國第三批航天員正在加緊訓練，

計劃2023年開始執行空間站任務。第三批航天員
共有17名男性航天員和1名女性航天員入選。這
18人分別包括：7名航天駕駛員、7名航天飛行工
程師和4名載荷專家。

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已啟動
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已經啟動，將選拔12

至14名預備航天員，包括航天駕駛員7至8名，
航天飛行工程師和載荷專家共5至6名，其中，載
荷專家2名左右。

航天駕駛員在陸海空三軍現役飛行員中選
拔，航天飛行工程師在從事航空航天工程及相關
領域專業的科研和工程技術人員中選拔，載荷專
家在從事空間科學研究及應用相關領域的科研人
員中選拔。

對於航天駕駛員的選拔，楊利偉表示，此次
不單有來自空軍的，還有來自海軍和陸軍的飛行
員，選拔面更加廣泛了。從地域上來講，除在內
地進行招收，特別是首次增加在港澳選拔航天員
的過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從選拔面、數量、種
類，都有很大擴展。

另據報道，剛剛將夢天艙送上太空的文昌航
天發射場，緊接着將迎來天舟五號的發射任務。
待“快遞小哥”升空後不久，神舟十五號飛行乘
組將從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啟動，與神舟十四號乘
組在中國空間站相聚。

藉助關節驅動機構
助夢天平穩“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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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利偉：載荷專家視力要求低於航天員

隨着夢天艙順利完成轉位，中國空間
站“T”字基本構型在軌組裝完成。中國航
天科技集團五院專家表示，轉位後的空間
站“T”字構型結構對稱，從姿態控制、組
合體管理上都是比較穩定的構型，易於組

合體的飛行，且由於其受到的地心引力、大氣擾動等影響較為
均衡，空間站姿態控制消耗的推進劑和其他資源較少。

採用艙體停控模式轉位
對於夢天艙為何不採用直接側向交會對接，而是對接

後再轉位的問題，專家表示，實驗艙與空間站組合體進行
側向對接，會因為質心偏差對空間站姿態造成較大影響，
甚至可能會有滾轉失控的風險。此外，根據空間站建造方
案，兩個實驗艙將在天和核心艙的側向永久停泊，如果選
擇側向交會對接，首先需要在天和核心艙兩個側向端口分
別配置一套交會對接設備，並且這兩套設備只能使用一
次，造成資源的浪費。由此可見，問天、夢天先與核心艙
進行前向交會對接，再通過轉位移至核心艙側向停泊口的
方案設計是最優的。

夢天艙從天和核心艙前向對接口轉移到側向對接口，
並非像人們“轉身”一樣的簡單容易。如何讓150公斤的轉
臂平穩帶動23噸的夢天實驗艙順利實現“轉身”？專家介
紹，夢天實驗艙轉臂上安裝了兩個驅動部件——關節驅動
機構，這就像人們手臂的兩個“運動關節”一樣，靠近夢
天艙端的是“肩關節”，另一個則是與捕獲機構相連的
“腕關節”。在兩個“關節”工作時，必須做到從加速到
勻速階段的平穩過渡，從而確保運動過程中的穩定性。此
外，此次轉位過程中採用了艙體停控模式，即在轉位時通
過“肩關節”做一次啟停，“腕關節”做兩次啟停，從而
實現平穩轉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11月3日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拍攝的夢天實驗艙順
利完成轉位的畫面。 新華社

中國空間站
“T”字構型示意圖

◆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進入夢天實驗艙。 新華社

◆◆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神舟十四號航天員陳冬（（中中））、、劉洋劉洋
（（左左）、）、蔡旭哲進入夢天實驗艙蔡旭哲進入夢天實驗艙。。 新華社新華社

◆進入夢天艙後，陳冬開心地翻起了跟頭。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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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Balance Adjusters 你們的理賠索賠專家

Balance Public Adjusters 我們的工作是在您的家庭或商業財產因災難
損壞或丟失後為您提供賠償。我們全天候 24/7/365 隨時待命，隨時
準備成為您的擁護者。

免費索賠審查
住宅索賠
Balance Adjusters 在處理住宅財產損失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我

們為有被保險人的人提供私人保險索賠幫助。在美國和國外因火災
、水/洪水、颶風、風暴、冰雹、煙霧、地震、物品丟失、盜竊損壞
索賠造成的損失。

商業索賠
商業保險政策特別複雜，包含經常被忽視的寶貴潛在利益。平

衡調整員每天處理商業財產索賠。我們完全了解索賠處理流程，我
們可以幫助您通過保險公司的所有官僚機構找到自己的方式。這是
您應得的強大優勢。

隨著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4.2%，30年固
定全美平均利率已經超過7%的大環境下，萬通
貸款銀行在Cook County推出最低20%首付，符
合條件的申請者可以拿到最低5.25%的買房利率
（APR 5.42%）。還在猶豫什麼？馬上拿起手中
電話，撥打免費諮詢電話832-235-8283.

為什麼我查收入的傳統貸款利率是六點幾
七點幾，萬通貸款銀行可以做到這麼低？

GMCC萬通貸款銀行2005年成立於加州矽
谷，是目前全美最大的華人貸款公司之一。專
業高效的運作團隊，靈活多樣的貸款方案，不
論是買房、重貸、投資，GMCC精心創建的貸
款平台數百種貸款項目都能夠客制適合方案。
多元化的產品之中，我們精選了這個項目，專
門為芝加哥地區以及 Cook County 的華人量身
打造，希望可以在如此大環境下幫助更多的買
家拿到更低的貸款利率。
01 平台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直接放款銀行 (Di-
rect Lender) ， 是房利美和房地美核准的直接賣
家。我們與近百家貸款投資機構以及華爾街對
沖基金合作 (含 Redwood 合作貸款銀行，全美
僅約30家貸款機構具有此資格)，可以內部審批

，直接放款，貸款金額最高可達300萬。
萬通貸款銀行是真正全內部作業，即使大
額 貸 款 ， 不 論 用 Fannie Mae 標 準 DU
（Desktop Underwriter） 審 批 ， 或
NON-QM 不查報稅的項目，GMCC 萬
通貸款銀行都可內部迅速審批放款。
02 項目優勢：

GMCC 萬通貸款銀行精心打造數百
種貸款項目，在華爾街資金的加持下，我
們有更多的針對不同客戶群體的項目，對
應每位客戶貸款需求及條件，量身定制貸
款方案。無論是自住、重貸、投資房，或
者是外籍，總有一款適合。
03 團隊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在全美有38 個
州的執照，目前共有512位經驗豐富有執照的貸
款顧問，強有力的審核部門，從提交申請到最
終過戶，一條龍服務，方便快捷。最快七個工
作日即可完成。

除以上產品，我們還針對第一次買房的買
家設計了最低首付3%的計劃，這個項目針對首
付並不充裕的買家，也有利率上的優惠。針對
除去綠卡公民之外不同身份的買家，GMCC萬

通貸款銀行可以接受 F1 簽證的 OPT，H1-b 的
簽證，可以接受 C8 和 A5 的工卡。小額貸款，
大額貸款以及部分不查報稅的項目都適用。萬
通貸款銀行希望可以為您提供一站式貸款服務
，實現以更低的利率，更低的費用，更快的時
效幫您實現您的美國夢！

如果您收入相對比較複雜，不了解可以貸
款的上限，GMCC萬通貸款銀行可以先根據您

的情況做免費的 underwriting approval。區別於
普通的 pre-approval，我們的 underwriting ap-
proval是由underwriter審核簽發。這樣做可以最
大限度的保證貸款最終的成功率，在利率每每
變動的情況下了解自己的貸款能力。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教您：如何對高利率說不
Cook County房貸最新項目利率低至5.25%（APR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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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咖哩優格嫩雞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Curried Yogurt Chicken 
食材
●14盎司 無骨雞胸肉，切塊
●小番茄，裝飾用
●堅果碎，裝飾用

做法
(1將雞肉與所有調味料均勻混和，接著淋上牛頭牌咖哩炒醬的油，使之均勻沾附在
雞肉表面(類似鍍膜，將水份及調味鎖住，並讓雞胸肉更加柔軟)，放進冰箱醃漬過夜。
(2)鍋中熱油，將所有食材同醃漬用的咖哩優格醬料一起入鍋，以中小火翻炒。
(3)雞肉表面炒至熟色後，加入一大匙熱水，蓋上鍋蓋燜煎約8分鐘，或至雞肉熟透。
(4)開蓋，轉中大火，將醬汁稍微收乾後起鍋，以小番茄和堅果碎裝飾即可。

【調味料】
●2大匙 牛頭牌咖哩炒醬
●2大匙 無糖優格
●2大匙 清酒
●2大匙 醬油
●適量 蒜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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