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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冷啦天冷啦！！德國天鵝坐船前往溫暖水域過冬德國天鵝坐船前往溫暖水域過冬

德國漢堡德國漢堡，，入冬後天氣轉冷入冬後天氣轉冷，，阿爾斯特湖上的天鵝坐船搬家阿爾斯特湖上的天鵝坐船搬家，，遷往遷往
位於溫暖水域的冬季住所位於溫暖水域的冬季住所。。

泰國曼谷第壹高樓玻璃泰國曼谷第壹高樓玻璃
空中步道對外開放空中步道對外開放

泰國曼谷地標建泰國曼谷地標建
築 王 權 雲 頂 大 廈築 王 權 雲 頂 大 廈
（（King Power MahKing Power Mah--
aNakhonaNakhon））的全新空的全新空
中玻璃步道對外開放中玻璃步道對外開放，，
遊客在玻璃步道上體遊客在玻璃步道上體
驗空中漫步的刺激驗空中漫步的刺激。。
曼谷王權雲頂大廈有曼谷王權雲頂大廈有
314314米高米高，，共共7878層層，，
是泰國第壹高樓是泰國第壹高樓。。登登
上王權雲頂大廈上王權雲頂大廈，，可可
以以 360360 度俯覽曼谷全度俯覽曼谷全
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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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報告顯示
中國碳減排成效明顯

用衛星看到的全球生態是什麽樣

的呢？近日，科技部發布全球生態環

境遙感監測 2018年度報告，對全球碳

源匯時空分布狀況、“壹帶壹路”生

態環境狀況及態勢等專題開展監測分

析。

“獲取全球生態環境變化信息用什

麽方法最好？衛星遙感技術是最佳選

擇。衛星視野廣闊，可以適應大尺度觀

測需求，同時衛星運轉周期多種多樣，

短則幾小時，長則十幾天，可以周期性

地獲取地表信息的變化數據。”全球生

態環境遙感監測年度報告工作專家組組

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郭華東說，《全球

生態環境遙感監測2018年度報告》使用

的國產數據比例已經達到57%，而2012

年首次發布此報告時的國產數據使用率

僅為17%。

我國碳排放強度快速剎車
“2016年發射的碳衛星作為我們獲

取數據的利器，已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家衛星氣象中心研究員盧乃錳表示，

“全球碳源匯時空分布狀況”是全球生

態環境遙感監測報告2018年新拓展的壹

個專題，報告充分發揮我國首顆全球大

氣二氧化碳監測科學試驗衛星(TanSat)技

術優勢，結合多源遙感數據，監測分析

了2010年至2017年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時

空分布格局。

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全面監測

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分布情況，我國已於

2016年12月發射首顆二氧化碳觀測科學

實驗衛星TanSat。TanSat 衛星可高精度

地反演大氣中的CO2柱濃度，監測大氣

CO2濃度分布情況，是全球性碳濃度多

星觀測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利

用碳衛星TanSat生成了國際首套2017年

TanSat全球葉綠素熒光產品，該產品可

用來監測全球植被生長狀況和植被生產

力。”盧乃錳說。

報告顯示，我國碳排放總體雖呈上

升趨勢，但因積極采用了推廣應用清潔

能源與實施重大生態工程等措施，碳減

排成效明顯，排放增速逐漸降低，自

2013年以來增速基本為零。2017年單位

GDP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46%，

已提前實現到2020年單位GDP排放強度

下降40%至45%的承諾。

盧乃錳說：“我國仍是碳排放大

國，經濟增長伴隨著碳排放的增長，與

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減排壓力。

建議加強科技創新，繼續推進產業轉型

升級與能源結構調整，實現能源的高效

利用。”

32處國家公園生態優良
報告以發展綠色“壹帶壹路”為研

究背景，監測分析了該區域沿線典型農

牧交錯帶、海岸帶與國家公園的生態環

境現狀與態勢，評價了部分互聯互通重

大工程建設對當地經濟和生態環境的影

響，揭示了區域生態環境變化態勢和動

因，可為推動共建綠色“壹帶壹路”提

供基礎數據與科學決策支撐。

“‘壹帶壹路’生態環境狀況及態

勢”專題報告編寫組組長、中國科學院

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廖小罕研究員介

紹，這是全球生態環境遙感監測報告中

第三次發布“壹帶壹路”專題報告。

“前兩個報告是摸底和面上綜合信息，

今年的報告聚焦生態環境脆弱區和自然

保護區，更加集中分析環境高敏感區生

態情況。”

報告數據顯示：“絲綢之路經濟

帶”農牧交錯帶植被生長狀況主要受水

分條件的影響，在2000年至2017年，大

部分區域植被生長狀況基本穩定，無顯

著退化現象。其中，植被生長狀況保持

穩定的面積占 57.87%，有所改善的占

21.04%，顯著改善的占17.71%，變差的

占3.39%。但報告認為，人口的增長和

農牧業的不斷發展會增加農牧交錯帶生

態退化的風險。

絲綢之路經濟走廊沿線11個國家的

32處國家公園的生態狀況整體表現優

良，超過8成的國家公園生態狀況變化

趨勢穩中向好，景觀結構完整性有待進

壹步提升。廖小罕說：“我國正在開展

國家公園體制改革試點，建議利用本

報告的監測指標和方法，進壹步加強

對我國國家公園優先建設區域的選址研

究，為國家公園的建設與管理提供科學

支持。”

報告還分析了“壹帶壹路”互聯

互通重大工程對環境的影響。報告指

出，被監測的4條已建鐵路均采用了綠

色施工方法，有效降低了工程的永久

生態占用量，並加快了施工期間臨時

生態占用的恢復。4條鐵路平均每公裏

的生態占用面積僅為 0.04 平方公裏，

且以臨時生態占用為主，截至 2017年

底 ， 臨 時 生 態 占 用 面 積 已 修 復 約

90%；已建和在建的8條道路設計了大

型動物保護通道 15 處、橋涵洞 3829

個、隧道110處，有效保障了野生動物

的自由遷徒和生態廊道的聯通。報告

建議，未建工程項目應進壹步優化選

線，註意生態環境保護，盡可能避開

沿線的自然保護地。

綜合報導 隨著高科技的普遍推廣運用，未來

老年人的養老生活將變得更加智能化，更具科技

感。近日，《智能養老藍皮書：中國智能養老產業

發展報告（2018）》正式發布。報告指出，未來智

能養老的主要形式是智能家居的普遍應用，智慧養

老服務產業將在2020年進入成熟期。我國也將在

2022年後迎來第二次老年人口增長高峰，預計老年

人年均增長1100萬。

藍皮書預計，到“十三五”末，全國60歲以

上老年人口將增加到2.55億人左右，占總人口比重

提升到17.8%左右，老年撫養比提高到28%左右；

養老服務需求呈現總量和質量雙提升的發展態勢。

我國第壹次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將於2018年左右結

束，年均增長840萬人。2022年後將迎來第二次老

年人口增長高峰，年均增長1100萬。“十三五”

時期正好是兩個增長高峰間的低谷，是做好積極應

對老齡化各項戰略準備的有利時機，也是建設現代

養老服務體系、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機會窗口期。在

此期間，我國將形成具有新時代特色的智能養老產

業體系，並呈現“創新、整合、應用、共享”的新

趨勢。

藍皮書指出，未來智能養老的主要形式是智能

家居的普遍應用，即將新壹代信息技術、物聯網、

雲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產品集成應用於

老年人的家庭，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捷、舒適的

服務，這是養老服務產業的壹種創新模式和形式。

此外，智慧養老服務產業將在2020年進入成熟

期。2018年至2020年左右是智慧養老服務產業的

成長期。在此期間，適應智慧養老服務產業的各類

企業基本建立，創新的服務模式不斷湧現，投融資

市場十分活躍。智慧養老服務產業發展的重要轉折

點為2020年左右。2020年以後，基於網絡的無形

市場規模會逐漸接近傳統的有形市場規模，預計智

慧養老服務產業在此時進入成熟期。

不過，藍皮書也指出了我國的智能養老產業發

展仍面臨的壹些問題和挑戰，包括當前智能養老標

準體系欠缺，智能養老產品供不應求，智能養老產

品與智能養老系統間存在聯通障礙，公共健康醫療

數據共享不足以及智能養老信息化管理和監督水平

難以適應市場發展等等。

智能養老藍皮書：2022年中國再迎老年人口增長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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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018年即將過去，新的一年，
休斯頓又將有新的氣象，以埃及為主題的娛樂
夜總會，太空中心的紀念活動，更多好吃的餐
廳開業即將與休斯頓人見面。

根據一項食品的網站調查，休斯頓明年將
引進西部的著名漢堡店In-N-Out，未來將在
休斯頓開設三家此類漢堡店。

同時，2019年是休斯頓重大體育賽事令人
關注的一年，不僅有德州人的出色表現值得期

待，同時火箭隊能否成功也令人關注，而且太
空人隊是否能夠王者歸來也成焦點。

休斯頓作為太空城，明年將舉行活動紀念
1969年阿波羅11號登月的偉大創舉，屆時，
NASA的一些登月舊址將對外開放。

總之，新的一年，休斯頓的飲食娛樂以及
體育賽事都將以新的面貌展現在休斯頓市民面
前。

新的一年 休斯頓飲食娛樂體育賽事更上層樓

（ 本 報 訊 ） 如
今新媒體當道，每
個人都通過不同的
傳播渠道來宣傳自
己，進行商業推廣
。最近休斯頓一位
地產中介就別出心
裁的推出半裸健身
模特形像在出售的
房子裡擺出各種造
型，收到了不少正
反面的評價。

這位叫做 Kris-
tin Gyldenege的中介
表示，她和另一位
年輕人在房間裡拍
攝了各種生活場景
的照片，包括做飯
，修理燈泡，聊天
等等，並且上傳到
了 har.com，這個位於 Conroe 的上
市售房一時間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
點，有上百的人批評這種不妥當的
做法，該地產網站也迅速將這些照
片從網站上去除。

這位地產中介事後表示，她並
不想利用一些不好的東西來宣傳，
而是希望通過日常的生活來反映這
個非常舒適的房間。這樣做只是為
了吸引眼球，第一天已經有超過2
萬人瀏覽了她上傳的照片。

儘管受到批評，她仍然認為這
樣做沒有什麼不當，並且有望給予
反擊。

吸引眼球 休斯頓一地產中介推出半裸健身照

美國20個城市9月份的房價漲幅是近兩年來最
低，進一步說明在按揭利率升高、房價高企的情況
下，買家興趣逐漸減弱。

週二公佈的標普CoreLogic凱斯-席勒數據顯示
，美國20城房價指數同比上漲5.1%，低於8月份的
5.5%，是2016年11月以來最低水平。接受彭博調
查的經濟學家預期中值為上漲5.2%。全國房價指數
同比上漲5.5%。

該報告標誌著價格漲幅六連降。這是一系列經
濟報告中的最新一份，表明房地產市場總體放緩，
銷售和營建也出現疲軟跡象。

雖然 20 城房價指數季調環比上漲 0.3%，稍高
於0.2%的預期，但經濟學家認為同比數據更能體現
趨勢。

結果還表明，未來幾個月有更多潛在買家可能
進入市場，但房價仍然居高不下，抵押貸款利率接

近八年高位，經濟性住房供應仍然有限。
房價上漲的放緩可能吸引年輕買家或首次購房

者；另一方面，價格上漲放緩也意味著屋主權益增
長放緩。

“房價數據加上房屋銷售和建築數據證實房地
產市場放緩，”該指數委員會主席David Blitzer在
一份聲明中表示。

美國20城房價9月份同比漲幅是近兩年來的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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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技術未成熟 貿然使用後果難料

科技部：基因編輯嬰兒明令禁止
賀建奎基因編輯項目知情書曝光 稱實驗有脫靶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郭若溪及央視新聞報

道）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27日下午在國新辦舉

行的“部長茶座”活動中表示，2003年頒佈的《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

指導原則》規定，可以以研究為目的，對人體胚胎實施基因編輯和修

飾，但體外培養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開始不得超過14天。而本次

“基因編輯嬰兒”如果確認已出生，屬於被明令禁止的，將按照中國

有關法律和條例進行處理。中國科協生命科學學會聯合體27日發表聲

明，堅決反對有違科學精神和倫理道德的所謂科學研究與生物技術應

用。

南方科技大學生物系副教授賀建奎日
前聲稱成功培育經過基因編輯、具

先天抵抗艾滋病能力的雙胞胎，引發極大
爭議。27日，內地媒體報道指，根據賀建
奎研究室官網上刊載的基因編輯項目知情
同意書，該項目的負責人為賀建奎，項目
資金來源為南方科技大學，該項目的主要
目標是“產出具有免疫HIV-1病毒能力的
嬰兒”，並提到實驗會有脫靶等風險，也
提到了有不同檢測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地減
少造成重大傷害的可能。但項目組不承擔
脫靶帶來的風險，不過相關內容已被撤
下。27日，針對項目經費問題，南方科技
大學外宣部門表示，正在了解相關情況。

風險後果超出現有醫學
在這份早前曝光的知情同意書第三章

“潛在風險與預防”第一條中，在項目期
間，如果志願者與醫療機構之間有任何對
權利和義務的爭議，以簽訂的合同為準，
項目組對此不負責。第三條中，提到實驗
會有脫靶等風險，也提到了有不同檢測手
段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造成重大傷害的可
能。但項目組不承擔脫靶帶來的風險，因
為這“超出了現有醫學科學和技術的風險
後果”。

在第六章“參與和完成項目是否有必
要”中，第四條提到，在第一個體外受精
周期中胚胎植入後，當發現胎兒存在遺傳
性缺陷或其他嚴重疾病，應當與醫生溝
通。如果醫生推薦的話，可以在流產後開

始第二個周期。如果夫婦在第二個周期遇
到了同樣的問題，項目組將支付墮胎費用
以及2,000元（人民幣，下同）營養費，
以終止該研究。其他條款以和醫療機構簽
訂的合同為準。

在第七章“誰將承擔該研究的參與費
用”中，明確寫到“該臨床試驗費用由南
科大賀建奎實驗室獲得的項目經費進行支
付”，包括住宿費、參與項目期間的失業
津貼、懷孕檢測費用、新生兒的保險費等
等。以分列的費用標準計算，項目組將付
給每對志願者夫婦28萬元。

另一份對知情同意書的補充解釋，則
是針對在該研究項目下出生的孩子。在尊重
其個體自主權的前提下，制定了長達18年
的健康跟蹤計劃，其中一段提到：如果是因
為測試中的基因編輯引起了異常，所有診療
費用將由保險公司和項目組承擔，並且無賠
付上限。如果在嬰兒出生前後的九個月裡有
任何情況發生，應第一時間諮詢醫生。即便
問題與本研究無關，項目組也將支付最高不
超過5萬元的相應賠償。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首
對在中國出生的免疫艾滋基因編輯孖胎
惹來國際爭議，有傳這項技術的倫理審
查是由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
員會審批。和美醫療（1509.HK）27日
晚發公告澄清指，深圳和美醫院從未參
與網上所提及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的
任何實驗環節，經初步調查發現有關審
查申請書的簽名有偽造嫌疑，深圳和美
醫院將申請公安機關介入調查。

和美醫療表示，深圳和美醫院是深圳
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批准設立的婦兒
專科醫院，嚴格按照深圳市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及相關法律、法規的要求開展相
關醫療服務，一貫堅決反對開展違反人類
倫理道德及突破人類底線的相關基因實
驗，同時指出事件中嬰兒亦非在深圳和美
醫院分娩。

經公司初步調查，網傳《深圳和美
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申請書》上的
簽名有偽造嫌疑，且未召開醫院醫學倫
理委員會會議，而深圳和美醫院將申請
公安機關介入調查，並追究相關人員的
法律責任。

公告強調，公司並不認同聲稱項
目，對其內容和結果的準確性、可靠性
和真實性有所保留，而深圳和美醫院將
始終嚴格遵守中國法律法規，遵守醫學
倫理委員會管理規範，合規開展相關醫
療服務。集團指對事件高度重視，已經
成立專項調查小組，配合中國衛生監管
部門對該事件進行徹底調查，並將第一
時間向公眾公開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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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深
圳科學家賀建奎研究團隊26日宣稱成
功培育世界首例基因組編輯雙胞胎，
天生具抵抗艾滋病毒能力。各界對此
議論紛紛，有人指責其研究有違倫理
道德，亦有質疑研究真偽。賀建奎原
定出席27日開始在香港舉行的“第二
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大會
確認他已到達香港，惟開幕後卻未見
其身影。綜合多名出席峰會的頂尖基
因專家指，在胚胎使用基因組編輯技
術發展尚未成熟，必須在嚴格的監管
框架下進行實驗，並遵守10條原則，
貿然使用相關技術會有難以預料的後
果。

峰會籌委會主席戴維．巴爾的摩
在峰會開幕禮致辭時表示，現時胚胎
基因組編輯研究只能在胚胎細胞上進
行，因過程牽涉的道德問題尚有爭
議，所以實驗期限為14日。他禮後表
示，是次峰會能讓大眾了解基因組的
最新科研成果，以及進一步討論人類
胚胎上進行基因組編輯的道德議題。
他強調，若進行胚胎基因組編輯過程
出錯，下一代將具有不可預料的後遺
症。有關賀建奎引起的爭議，他表
示，不會禁止賀建奎出席27日至28日
兩天的峰會，然而籌委會對賀建奎的
演講內容並不知情，也不清楚相關基
因組編輯嬰兒的研究成果。

峰會主辦單位之一的港科院院長徐
立之則指，學術會議一般不會預先得知
與會者的演講內容，自己亦不知道賀建
奎的研究資料，只是從新聞報道知悉事
件，不能在對方報告前就進行批評。不
過徐立之強調，國際科學界的共識是，
考慮做可遺傳的基因組編輯實驗前，必
須要有嚴格監管框架下才可做試驗，同
時遵守10項原則，峰會委員會將會再研
究如何加強相關守則。

根據人類基因編輯研究委員會資料，
有關原則包括無合理替代方案、實驗要
提供有關風險的可靠臨床數據，並要保
持公眾持續參與，並持續評估社會效益
和風險。

■賀建奎及其團隊成員。 網上圖片

■■徐南平徐南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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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比統帥的國足能在亞洲盃納比統帥的國足能在亞洲盃
交出滿意答卷嗎交出滿意答卷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安守門員郭全博國安守門員郭全博（（右右））
入選國足入選國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足將於下月國足將於下月11日集結日集結，，
備戰亞洲盃備戰亞洲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汪麗娜汪麗娜（（右右））在在2424日的世錦賽日的世錦賽
力挫哥倫比亞選手封后力挫哥倫比亞選手封后。。 法新社法新社

本屆亞洲盃，中國隊被分在C組，同組
的球隊有韓國、吉爾吉斯、菲律賓。

韓國隊一直是中國隊的苦主，雖然納比帶隊
在世界盃預選賽12強賽中曾戰勝過韓國，
但今時不同往日，如果看看中國隊最近幾場
熱身賽的表現，不要說韓國，就是同組相對
較弱的吉爾吉斯、菲律賓，中國隊都沒有絕
對獲勝的把握。

陣型打法仍在搖擺
多場熱身賽下來，參加本屆亞洲盃的國

足名單總算浮出水面。門將位置將沿用顏駿
凌首發，經驗豐富的曾誠和技術全面的張鷺
也將出征；後防線上，李學鵬、馮瀟霆、張
琳芃、劉奕鳴、石柯、于洋是熱門人選；中
場方面，鄭智、吳曦、池忠國、金敬道、于
漢超深得納比信任；武磊、郜林、于大寶仍
會被委以摧城拔寨的重任。

隊員名單大致確定，但這支中國隊似乎
在陣型和打法上仍在搖擺。今年以來，納比
率領國足參加比賽時就用過433、4231、
343等多種陣型，也看不出有防守反擊、下
底傳中、地面滲透等特點鮮明的戰術打法。
陣型不固定、技戰術不鮮明，是這支國足留

給人們的普遍印象。
進攻乏力，是國足的另一大

致命傷。熱身賽對陣印度、巴
林，國足毫無建樹、顆粒無收；

對陣緬甸、巴勒斯坦，也分別僅收穫一個進
球。尤其是最近對陣巴勒斯坦這場比賽，納
比祭出了武磊、郜林、于漢超的最強“三叉
戟”，他們都是國內優秀的攻擊手，武磊更
是力壓一眾外援榮膺本賽季中超“金靴”，
然而依然沒能解決國足的鋒無力問題。國足
本場比賽的唯一進球是由後衛馮瀟霆射進
的。

進攻乏力是致命傷
當然，進攻並不單純只依靠前鋒，中場

的組織和炮彈輸送也很關鍵。目前國足的中
場配置，納比主要使用的是本賽季聯賽中
發揮出色的吳曦、金敬道、池忠國、趙
旭日等人，但從實戰來看，該中場匠氣
有餘、靈氣不足，搶截和防守不錯，
組織進攻的能力稍微偏弱。

12月1日，國足將開啟亞洲盃
前最後一期集訓，留給國足的備戰
和調整時間不多。亞洲盃對於教練
組和所有隊員而言，都應該去思考：怎樣踢
出水平、活力、血性、激情，在展現應有的
技戰術能力的同時，呈現更好的比賽氣質和
精神面貌。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香港女子足球代表隊28日出
發前赴關島，角逐東亞錦標賽一個決賽周席位。鑑於今次強手林
立，港隊主帥列卡度坦言盡力而為。

今次賽事將於本周六開始，港隊首戰對手為中國台北，2日
後對中國國家隊，下周三對蒙古。港隊於雅加達亞運前曾到台灣
集訓，友賽東道主以1：3見負，亞運分組賽則淨吞國家隊7隻光
蛋。問及今次目標，列卡度坦承出線有一定難度：“中國台北實
力在我們之上，國家隊更加是另一檔次的勁旅，我們只能見步行
步。”

香港女足近年成績穩步上揚，亞運獲得首勝殺入8強，上月
奧運外圍賽也以不敗成績出線。列卡度承認對士氣有一定幫助，
唯望外間能夠予球員多點支持。港隊已點兵20人，不過未有徵
召外流球員，列卡度寄望年輕球員能夠珍惜大賽機會汲取經驗。

中國足協27日公佈了亞洲盃前國足最
後一期集訓名單，此前因傷缺席的鄭智、張
琳芃回歸，國安U23門將郭全博首次入選，
實現了一年之內從國安到國奧再到國足的

“三級跳”。
據網易體育消息，鄭智因傷缺席了上期集訓名

單，此番重新回歸。張琳芃雖然入選上期名單，但最
終因傷未能參加集訓和比賽。魯能隊長蒿俊閔重返國
家隊擠掉了泰達的買提江，王大雷和于海因傷落選。

國足將於明年1月7日在亞洲盃C組首場比賽對
陣吉爾吉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24日在印度奪得2018年世界女子拳擊錦
標賽（世錦賽）81kg級冠軍、成為世界女拳王
的黑龍江小將汪麗娜，周一晚，回到家鄉黑龍
江，她希望自己能在奧運會上獲得一塊獎牌。

21歲的汪麗娜是黑龍江省肇東市人，之
前一直練習舉重，從2012年進入黑龍江省拳
擊隊，才開始接觸拳擊，憑藉訓練和很好的拳
感，今年2月，她第一次代表中國國家女子拳
擊隊出戰，參加2018年第69屆“斯特蘭扎
盃”保加利亞國際拳擊邀請賽，最終一鳴驚
人，奪得81kg級金牌。

這次世錦賽，汪麗娜是第一次參加如此大
型的國際比賽。她說：“第一次參加大型比
賽，經驗不足很正常，獲得金牌既高興又興
奮，當時根本沒想到能得冠軍，只是想爭取前
三名。”

在世錦賽上，汪麗娜一共打了4場比賽。
她說：“參加這幾場國際大賽，感覺成長挺
多，技術和經驗都有收穫，未來希望自己能在
奧運會上獲得一塊獎牌。”汪麗娜說。她將短
暫休息調整，隨時會歸隊訓練。 ■中新網

備戰進入衝刺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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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足球亞洲盃臨近，中國男足（國

足）即將吹響集結號，在下月1日重新集

結，進入備戰亞洲盃的衝刺階段。

港女足征東亞賽 拚強敵爭晉級 21
歲
女
拳
王
期
待
奧
運
奪
獎

■■鄭智鄭智（（1010號號））傷癒回傷癒回
歸國家隊歸國家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主帥列卡度主帥列卡度（（戴帽者戴帽者））
指導女足訓練指導女足訓練。。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香港女足啟程前進行備戰香港女足啟程前進行備戰。。 足總圖片足總圖片

亞洲盃亞洲盃亞洲盃國足前景幾何國足前景幾何國足前景幾何？？？
廣州恒大（7人）：

鄭智、曾誠、張琳芃、
李學鵬、馮瀟霆、
于漢超、郜林

上海上港（3人）：

顏駿凌、石柯、武磊

天津權健（4人）：

張鷺、劉奕鳴、趙旭日、
張修維

華夏幸福（1人）：張呈棟

廣州富力（1人）：肖智

山東魯能（3人）：

蒿俊閔、劉洋、
金敬道

長春亞泰（1人）：范曉冬

北京國安（6人）：

于洋、池忠國、朴成、
于大寶、韋世豪、郭全博

江蘇蘇寧（1人）：吳曦

國足亞洲盃國足亞洲盃
集訓名單集訓名單

香港女足代表隊決選名單香港女足代表隊決選名單
守門員：吳卓蔚（愉園）、吳婉琪（車路士足球學校）

後 衛：馬澤純、冼仲意、王素嫻（愉園）、何悅寧、林珊珊（公民）、
麥可兒（大埔）

中 場：蘇鎧霖、湛靜雯、潘嘉嘉、姚希雯（愉園）、陳詠詩、袁凱狄、
張家茵（公民）、胡樂琪（沙田）、韋婉婷

前 鋒：張煒琪、何玫薇（公民）、鄺穎茵（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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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77美南電視介紹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行車間也可方便收聽，輕鬆獲取美南電視節目
             以及各類國際、社區重大資訊。 

 3. 下載Apps收看：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美南廣播電視台     看電視聽廣播

美南國際電視STV15.3為方便觀眾收看，
「電視廣播合為一體」

               不需任何付費，
             觀眾可24小時直接收看及收聽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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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蘋果商店搜尋  
      「Today America」，
         下載Apps，除了
         可用手機讀報
         更方便，也可以在Apps裡
         收看STV15.3 電視直播。

操作指南如下，讓觀眾24小時收看收聽：

如需開車時收聽廣播，請鏈接到車載音響設備 (數據線/藍牙設備），效果更佳。

2. Google搜尋：觀眾只要在Google網站搜尋
    「Southern TV- STV15.3 Houston」

         或輸入該平台網址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就可直接連結美南國際電視直播平台。

http://media.maqtv.com/?1497381&proc=1

STV15.3 Houston

1. 掃二維碼(QR code)：
        觀眾只要掃描報上的二維碼，
        就可連結到美南國際電視，
        直接在手機上觀看STV15.3。
 

《文華時間》

《新聞面對面》

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事

▲ 節目截圖

節目介紹：
CCTV4《城市1對1》欄目是全球唯一一檔固定的城市交流訪談
欄目，每期節目選擇中外兩個城市，通過小片展示以及演播室
嘉賓講述，展示風貌建築、特色美食、傳統文化，探尋人文故
事，展現城市魅力。本期主題：詩歌與遠方 中國 彌渡——英國 
艾爾。

▲ 節目截圖

《城市一對一 》精彩
節目介紹

播出時間：
播出時間為晚上7:30-8:30，重播時間次日下午1:00-2:00. 敬請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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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從2018年 10月
起，美南國際電視15.3與龍學天下中文學
校合作，在每月最後一期《生活》節目開
辦《龍學天下小課堂》。10月27日已經
播出第一期《龍學天下小課堂》，是龍學
天下中文學校的同學們表演的《夢回紅
樓 經典再現》龍學名著系列電視劇和古
箏小課堂。

11 月 24 日晚上 7:30 播出了第二期
《龍學天下小課堂》，這一期節目時是龍

學 天 下 中 文 學 校 （Houston Dragon
Academy）的學生們表演的《夢回水滸
經典再現》和民樂課。

節目由龍學天下中文學校王榕校長著
稱，王校長對龍學拍攝經典名著的初
衷----弘揚中華文化 繼承傳統教育，以
及前期吳老師和聶老師及學生們、家長們
所做的準備工作以及辛苦的付出做了詳細
的介紹。

本期《水滸傳》舞臺劇由龍學天下吳

老師自主編寫劇本，和聶老師一起準備演
出服裝，武器道具等。這些小演員在拍攝
前經過層層選拔，經過幾次嘗試以後，在
現場拍攝時一氣呵成。家長朋友們也非常
熱心，在現場擔任攝像和道具等義工，他
們對龍學天下的教學理念給予了極大的肯
定，家長朋友們普遍認為龍學教育雖然辦
學時間不長，但是在龍學學生開心學，老
師教學用心，讓孩子到龍學學習，他們很
放心。

王榕校長開辦龍學天下中文學校的理
念是堅持傳統模式的教育，為宣傳中國傳
統文化做出努力，也向北美人民展示了中
國古典文化。作為中文考試的考點，為了
中國文化的宣傳和傳承，我們的《龍學天
下小課堂》將會每月一期，繼續拍攝《三
國演義》《西遊記》•••••••等名
著。

本期《龍學天下小課堂》首播時間本
周六2018年11月24日晚7:30， 重播時間
11月26日周一晚8點和11月27日周二下午
1:30。手機用戶敬請關註“今日美南”微
信公眾號，可在公眾號首頁下方打開“美
南視頻”同步收看電視節目。也可以在
app store免費下載“今日美國”app,在首
頁上點擊“全球直播Live”，就可以同步
在線收看節目。

---《龍學小課堂》第二期為《水滸傳》舞臺劇
夢回水滸夢回水滸 經典再現經典再現

【泉深編譯/來源 CNN】
經過七個月的太空旅行後，美
國宇航局的“洞察號”（In-
Sight）著陸器已成功降落在火
星上。登陸後幾分鐘，“洞察
號”向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發出官方 “嘟嘟”
聲，表示它還活著，並送回火
星表面著陸的照片。

美國宇航局噴氣推進實驗
室的任務控制中心在得到確認
觸地信號後爆發了熱烈的掌聲
和歡呼聲。“洞察號” 登陸在
世界各地可以觀看，甚至在紐
約時代廣場的納斯達克股市大
廈現場直播。

在美國宇航局登陸後的新
聞發布會上，國際空間站的宇
航員打電話向執行團隊表示祝
賀，並表示他們 “看到了一些
雞皮疙瘩” （石頭）。

“今天，我們在人類歷史
上第八次成功降落在火星上，
” 美國宇航局局長Jim Briden-
stine 說。 “ ‘洞察號’ 將研
究火星的內部結構，並將教導
我們寶貴的科學，因為我們準
備將宇航員送上月球，然後送
往火星。這一成就代表了美國
和我們的國際合作夥伴的聰明
才智，它也是對我們團隊的堅
持不懈奉獻精神的證明。最好
的 NASA 還未到來，而且即將
到來。”

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向
“洞察號”整個團隊祝賀！

“洞察號” 使用地震調查
，大地測量和熱傳輸或內部勘
探將探索我們最不了解的火星
的一部分：它的內部深處。他
們於 5 月 5 日發布 “洞察號”
將花費兩年的時間調查火星的
內部結構。

為了到達火星，“洞察號
” 在太空中以每小時 6,200 英
裏的最高速度巡航了 301,223,
981 英裏。隨後是兩顆立方體
衛星，稱為MarCO的行李箱大
小的宇宙飛船是第一顆飛向深
空的立方體衛星。當MarCO進
入火星大氣層著陸時，他們分
享了有關 “洞察號” 的數據
。

“自1965年以來，我們從
軌道和地表研究了火星，了解
它的天氣，大氣，地質和表面
化學，” 美國宇航局科學任務
理事會行星科學部代理主任洛
瑞•格拉茲說。 “現在我們終
於將探索火星內部並加深我們
對陸地鄰居的了解，因為美國
宇航局準備將人類探險者送入
太陽系。”

“洞察號” 拍攝的第一張
照片包括仍在鏡頭上的防塵罩
，本周將拆除。黑色斑點是灰
塵，左前景中有一塊巖石。右
側是著陸器的一個腳墊。

著陸過程
“洞察號” 通過著陸機器

人引導自己。著陸本身是一個
棘手的行動。美國宇航局的工

程師把它
稱為“七

分鐘的恐怖”。
根據美國國家航
空 航 天 局
（NASA） 的 說
法，在一個比煮
雞蛋的時間還要
短 的 時 間 內 ，
“ 洞 察 號 ” 從
12,300 英裏每小
時減速到 5 英裏
每小時，然後輕輕地降落在火
星表面。

“雖然全國大部分地區都
在與家人和朋友一起享受感恩
節，但 “洞察號” 團隊正忙
著為周一的降落做最後準備，
” “洞察號” 項目經理JPL的
湯姆霍夫曼說： “登陸火星很
困難，並且需要做出很多個人
犧牲，例如錯過傳統的感恩節
，但讓‘洞察號’ 取得成功非
常值得付出非凡的努力。”

任何機構派往紅色星球的
任務中只有40％獲得了成功。
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於薄薄的
火星大氣層僅占地球的 1％，
因此沒有什麽可以減緩試圖降
落在地面上的東西。就像鳳凰
號太空船一樣，“洞察號” 有
一個降落傘和覆古火箭，可以
減緩它在大氣層中的下降，從
著陸器懸掛下來的三條腿吸收
了擊落在地面上的震動。但是
如果需要的話，工程師們會準
備好在塵暴期間降落的太空船
。

在著陸前大約 20 分鐘，
“洞察號” 從巡航階段分離出

來，這有助於將其一直帶到火
星並轉向進入大氣層的位置。

下午2:47 ET，進入下降和
著陸階段開始，“洞察號” 以
12,300英裏/小時的速度進入大
氣層。兩分鐘後，保護隔熱罩
的峰值加熱達到了2,700華氏度
。這是當高溫導致飛船無線電
信號暫時下降的時候。然後，
降落傘展開，飛船與隔熱罩分
開，展開其三條腿並啟動雷達
，以感知它與地面的距離。在
獲得雷達信號後，它與剩余的
外殼和降落傘分開，發射其下
降發動機，稱為後傾發動機，
以幫助減慢它的速度。

在芭蕾舞般的方式著陸中
，“洞察號” 執行重力轉彎以
確保著陸器在降落之前處於正
確的位置。它減速直到達到一
致的 5 英裏每小時。然後，它
在下午 2:54 ET 降落。就在下
午 3 ET 點之前，“洞察號”
發出信號讓地球上的科學家知
道它活著並且很好。

霍夫曼說：“我們以 12,
300 英裏每小時的速度擊中了
火星大氣層，整個表面只需要
6 分半鐘。” “在那麽短的時

間內，“洞察號” 不得不自主
地進行數十次旋轉並完美地完
成它們 。無論如何，這正是我
們的航天器所做的。”

“洞察號” 的首席研究員
， JPL 的 Bruce Banerdt 說 ：
“將 ‘洞察號‘ 從一個概念
帶到接近火星的航天器上需要
十多年的時間 - 甚至更長的時
間，我第一次受到啟發，試圖
承擔這種任務。但即便如此。
登陸後，我們需要耐心等待科
學研究的開始。”

接下來發生什麽
“洞察號” 的兩年科學任

務不會馬上開始。機器人手臂
需要兩到三個月才能將任務儀
器放在地面上。與此同時，任
務科學家將拍攝從著陸器的角
度可以看到的內容並監控環境
。科學數據預計要到 3 月份才
能實現。

周一晚些時候，
任務科學家應該能夠
確認航天器的太陽能
電池陣已經展開。

霍夫曼說：“我
們采用太陽能供電，
因此將陣列輸出並運

行是一件大事。” “隨著陣列
提供能量，我們需要開始冷靜
的科學操作。我們正在努力徹
底調查火星內部的物質。”

“洞察號” 登陸 Elysium
Planitia，被天文學家稱為“火
星上最大的停車場”。因為它
不會在地面上漫遊，所以著陸
點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這
個地方是開放，平坦，安全和
不受影響的，這是科學家們希
望進行為期兩年的固定任務。

“降落令人興奮，但我很
期 待 鉆 探 ， ” Banerdt 說 。
“當第一批圖像出現時，我們
的工程和科學團隊將開始運作
，開始計劃在何處部署我們的
科學儀器。在兩到三個月內，
將部署主要科學儀器，室內地
震實驗結構（SEIS）和熱流和
物理性質包（HP3）儀器。”

美國宇航局的美國宇航局的““洞察號洞察號”” 著陸器成功降落在火星上著陸器成功降落在火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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