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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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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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2/4/2021

（中央社）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通過臨時
開支法案，將聯邦資金撥款期限延長到2月18日
，力圖避免聯邦政府在明天午夜陷入局部停擺
，不過法案接下來能否在參議院過關仍有變數
。

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以221票贊成、212票
反對通過臨時開支法案，共和黨只有一位跑票
支持。目前不清楚參議院能否在明天最後期限
前批准過關，因為拜登政府強制百人以上企業
員工接種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
苗措施引發爭端。

路透社報導，一小群強硬派共和黨籍參議

員揚言，若無修正案避免拜登政府繼續取得資
金推行強制接種令，他們就會拖延法案。

若臨時開支法案未能在參議院過關，數十
萬名聯邦員工恐會被迫放假，造成數十個計畫
停擺或縮減規模。

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今天說： 「這是好的折衷辦法，讓兩
院兩黨有適當時間就撥款事項完成磋商。」

但李伊（Mike Lee）、克魯茲（Ted Cruz）
、馬歇爾（Roger Marshall）等共和黨籍參議員
不同意，使得政府週末局部停擺可能性升高，
參議院可能會放慢動作並最終通過法案。

李伊在參議院表示，如果他和其他共和黨
籍參議員針對是否在接下來政府撥款法案中納
入強制接種措施資金一事表決，他們可能就不
會耽擱臨時開支法案。

李伊說： 「我只要求表決，只會花15分鐘
，我們可以現在就投票。」他還說，他和其他
在背後努力的共和黨籍參議員都希望就修正案
取得簡單多數。

緊急通過臨時開支法案有其必要性，因為
國會尚未通過12項年度撥款法案，而這些法案
是為10月1日起的財政年度政府活動提供經費。

美政府又遇關門危機美政府又遇關門危機 眾院准臨時撥款案眾院准臨時撥款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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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confirmed cases of the
Omicron variant have been
confirmed in San Francisco and
in Minnesota. The person in
California was fully vaccinated
and is experiencing mild
symptom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esignates Omicron as a
“variant of concern.” It was
first identified in South Africa, but
has since been detected around
the globe.

President Biden called the
variant a “cause for concern
and not a cause for panic.” He
is urging the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or get a booster shot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White House also issued
new measures including a
national campaign for booster
shots, hundreds of new family
vaccination sites, at-home
testing covered by insurance
going forward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free at-homes tests.

Any signs of transmission from
the virus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bu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want people to continue
indoor masking and to get tested
to prevent the spread.

Today we are really worried
about most of the countries still
needing to get more vaccine for
their people such as South

Africa.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vaccine, how can they
ever prevent the spread?

This is a worldwide issue. No
country can be out of trouble
unless we all work together.

1212//0303//20212021

Omicron CoronavirusOmicron Coronavirus
Confirmed In The U.S.Confirmed In The U.S.

首例奧密克戎新型病毒週三在舊金
山證實有首名被感染者， 這是在
南非發現後首次傳染到了美國 ，

引起各界之強烈關注。
公衛專家們表示 ，這位感染

者目前狀況穩定 ，沒有跡象顯示

傳染給他人， 有關單位正在緊急
研究病毒之防疫方法， 並加強要
求大家要戴上囗罩 ，趕快去打種
疫苗及加強疫苗之種植，以防止進
一步擴散。

在这場疫情造成世界各國第四
次之重大变種病毒， 引起世界各
國之恐懼因而紛紛關閉機場 ，聯
合國秘書長對此表示異議 ，他認
為此舉將對世界経濟有非常不利之
影響。

第二個病例週四也在密尼蘇打
州發現， 据稱他也曾経接種过疫
苗 ，公衛單位正在大加宣揚大家
要立即去接種疫苗。

拜登總統面對新的挑戰 將有
新的措施 ，其中包括所有到達美

國的旅客必須接種了疫苗， 並且
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必須戴口罩
之限令從一月底延到三月底， 並
將繼續深入社區團體，為年長的國
人加緊種植疫苗。

總統同意宣布將幫忙所有家庭
進行核酸檢測 ，並在全國組成六
十個緊急救難隊伍， 隨時待命。

公衛專家們十分擔心， 這個
無空不如的新病毒， 其傳染速度
十分驚人， 而許多國家還十分短
缺疫苗。

我們要呼籲世界衛生組織要更
積極動員起來， 富有之國家也更
要伸出援手， 因為我們居住在地
球村， 無一能幸免這場災難。

新病毒已傳到美國新病毒已傳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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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面臨外交抵制之際，北京冬季奧運
組織委員會官員今天說，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
國際貴賓是由各國奧會和殘奧會邀請並支付有關
費用，而非由國際奧會和東道國邀請。

美國總統拜登 11 月 19 日證實考慮對明年 2
月舉行的北京冬奧進行外交抵制。近日因中國網
球女將彭帥的遭遇，西方國家升高了抵制呼聲。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3日舉辦北京冬奧會
和冬殘奧會專題新聞發布會。

據國新辦官網文字實錄，北京冬奧組委新聞
宣傳部部長趙衛東在答覆外媒提問時表示，北京
冬奧組委始終秉持開放辦奧的理念，歡迎各國、
各界人士以各種形式參與到北京冬奧會和北京冬

殘奧會中來，攜手為世界奉獻一屆精彩、非凡、
卓越的冬奧盛會。

他說，冬奧會及冬殘奧會的國際貴賓特指有
運動員參賽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體育部長，
在冬殘奧會期間還包括其他重要政府官員。

趙衛東說，國際貴賓出席冬奧會和冬殘奧會
是由各國家（地區）奧會和殘奧會負責邀請和註
冊及支付有關費用，而非由國際奧會和東道國奧
組委邀請，相關情況可以向各個國家（地區）的
奧會進行瞭解。

中國官媒新華社今天報導趙衛東的上述說法
時，開頭還加上這是 「按照慣例」。

北京冬奧組委會：
國際貴賓由各國奧會自行邀請

(本報訊)義大利官員今天說， 一名男子想要取得疫苗接種證
明，卻不想實際接種疫苗，竟突發奇想帶了一隻假手去打疫苗，
試圖騙過醫護人員。

法新社報導，這起怪誕事件昨晚發生在義大利西北部城市比
耶拉（Biella），這名50多歲男子帶著假手想要魚目混珠。儘管
假手的皮膚顏色維妙維肖，醫護人員並沒有被這隻矽膠製假肢騙
倒，隨後通報當地警方。

比第蒙省（Piedmont）政府首長奇里奧（Albert Cirio）在臉
書發表聲明表示， 「如果忽略事件的嚴重性，這真的很荒謬」。

他說，考量到整個社會在疫情期間的犧牲，包括人命和社會
及經濟損失，這種行為真的很不可取。

義大利6日即將對沒打疫苗的民眾嚴加限制。義大利從8月
起實施 「綠色通行證」（Green Pass）制度，進出戲院、博物館
和室內體育館或餐廳內用等，必須出示健康通行證，這一證明可
顯示COVID-19疫苗接種狀況、是否已染疫康復，或採檢是否
呈陰性。

不過，從12月6日起，想要進出這些場所必須要出示 「超級
綠色通行證」（Super Green Pass），只有完整接種疫苗，或最近
染疫痊癒才能持有，採檢陰性已不符合條件。

舊的綠色通行證在10月已經擴大適用至全部工作場所，未
來也會繼續適用，意味沒有接種疫苗的民眾，只要有近期採檢陰
性證明，依舊可以去上班。

義大利確診個案數攀升後，政府宣布採取新防疫限制，引發
各城市幾乎每個週末都會有小規模示威抗議。近來Omicron變異
株的出現，令人憂心確診數恐再度竄升。

2020年初時，義大利是歐洲最先爆發疫情的國家，但目前狀
況相較大多數鄰國相對平穩。

根據2日數據，義大利過去24小時新增1萬6800例確診，72
人病歿。

義大利可接種疫苗人口（12歲以上）當中，目前幾乎 85%已
完整接種，本週開放所有成人接種追加劑。

只想拿接種證明
義大利男出奇招帶假手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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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南部出現新冠新變種
多國宣布禁止相關航班入境
綜合報導 南非報告檢測出一種新型新冠病毒變種B.1.1.529，有研究

顯示該變種包含其他變種中出現的變異，可能降低抗體效力。目前，該

變種已在非洲南部多國傳播，英國、新加坡、以色列和歐盟部分國家相

繼宣布暫停相關航班和旅客入境。

綜合路透社、俄羅斯衛星通訊、彭博社報道，英國最先宣布暫停從

南非、納米比亞、萊索托、博茨瓦納、津巴布韋、斯威士蘭飛來的航班

，從這些地區回國的英國旅客必須接受隔離。隨後，新加坡和以色列也

宣布，暫停上述國家和莫桑比克的航班旅客入境或過境。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鑒于新冠變異毒株的出現，歐盟提

議禁止來自非洲南部多國的航班入境。德國代理衛生部長斯潘表示，從

26日晚起，德國將暫停與這些國家的旅客往來。

此外，還有多國尚未采取針對非洲南部地區的航班禁令，但已發出

警告。日本加強了相關邊境管制措施，印度則對來自上述“高風險”地

區的旅客實行嚴格篩查檢測，澳大利亞表示，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將采

取更加嚴格的邊境管控措施。

此前，英國科學家表示，博茨瓦納出現的新變種毒株包含32個變種

的變異，該變種具有更強的傳染性，並對疫苗具有耐受性。南非國家傳

染病研究所報告，該國已發現22例相關確診病例。

南非外交部回應英國旅行禁令說，世界衛生組織目前還未就新出現

的新冠變種B.1.1529給出下一步的行動建議，英國因此禁止南非航班的

決定“似乎是倉促的”，南非將與英國政府接觸，期望他們重新考慮這

一決定。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正在對該新型新冠病毒變種進行檢測，安排特

別會議，討論疫苗和治療的應對方式。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技術部負責人

表示，仍需數周才能確定是否將其列入“需關注變種”（variant of in-

terest）或“需擔憂變種”（variant of concern）。

為遏製疫情傳播
秘魯將繼續暫停從南非起飛的航班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

比，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326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爲762例，累

計確診病例達2234075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21例，累計死亡病例達

201108例。目前仍有3085人住院，已有2214771人康複。

據報道，秘魯交通通信部(MTC)將繼續延長暫停從南非起飛的航班

，直到新冠病毒的傳染風險降低。

幾個月來，爲了遏制新冠病毒傳播，交通通信部已暫停從南非起飛

的航班入境，這些措施目前暫停到11月30日，未來幾天將再次延長。

交通通信部表示，將繼續致力于抗擊疫情，並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

止新變體奧密克戎毒株在秘魯的傳播。

11月24日，博茨瓦納衛生官員報告發現新型變異新冠病毒(毒株名

B.1.1.529)，25日博茨瓦納、南非等多國開始報告相關感染病例，該新冠

病毒變異毒株現被世衛組織命名爲奧密克戎毒株。由于奧密克戎毒株攜

帶諸多變異，流行病學專家擔心其感染性和抗藥性可能更強。

此外，秘魯政府報告說，沒有任何省份的疫情風險進入“極高”和

“非常高”的警戒狀態。Chepén, Concepción, Huamanga, Santa, Sullana,

Piura, Sechura, Huancavelica, Talara和Virú省的警戒狀態爲“高”，而利

馬、Callao以及其他省份處于“中”。每個疫情風險級別持續兩周，之

後將根據疫情形勢進行調整。

變異病毒“奧密克戎”來勢洶洶
俄羅斯限制這些地方的旅客入境

據龍報網報道，南非政府 11月 24

日向世衛組織報告一種新冠病毒變異

毒株，具有更多的突變基因。11月 26

日，世衛組織發布聲明，將該毒株列

爲“需要關注的變異株”，並命名爲

Omicron（奧密克戎）。新變異病毒橫

空出世，已擴散至多個國家，再次引

發人們對疫情的擔憂。俄羅斯目前情

況如何？新冠疫苗能否抵禦？入境政

策如何調整？

“奧密克戎”多國擴散
俄羅斯出現確診病例？
據報道，比利時報告了歐洲首例

“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隨後，英

國、德國、意大利、澳大利亞、荷蘭陸

續報告新變異毒株確診病例。

此外，據新華社11月28日消息，中

國香港已有 2 例輸入病例檢驗出帶有

“奧密克戎”變異毒株。

俄羅斯境內是否發現新變異毒株
“蹤迹”？

俄新社援引俄聯邦委員會成員科魯

格雷的話透露，“奧密克戎”毒株已傳

播至俄羅斯，俄已發現該毒株感染病例

，其傳播源頭或爲從埃及返回的俄羅斯

人。

但是，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同日

報道，俄羅斯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

益監督局中央流行病學研究所基因測序

診斷技術科研組主任卡米勒· 哈菲佐夫表

示，截至11月28日，俄羅斯境內還沒有

發現“奧密克戎”毒株。

新變異株32處突變
俄專家看好“衛星-V”防護效果
據世衛組織官網發布，該組織目前

已將“奧密克戎”列爲“需要關注的變

異株”。

研究人員表示，2020年10月在印度

發現的德爾塔變異毒株，總共包含15處

突變；而根據初步研究發現，“奧密克

戎”變異株比德爾塔毒株具有更多突變

，目前已知該變異株攜帶的突變至少有

32處。

世衛組織表示，目前對這一新型變

異毒株還所知甚少，評估它是否更具有

傳染力或對疫苗更具有抗藥性，仍需要

更多實驗數據。

俄新社曾報道，俄羅斯加馬列亞

流行病與微生物學國家研究中心主

任亞曆山大· 金茨堡表示，與其他疫

苗相比，接種俄羅斯“衛星-V”疫

苗後，人體産生的抗體譜更廣（即

能夠有效應對更多種類的病毒株），

因此，面對“奧密克戎”變異株，

“衛星-V”的有效性很有可能比其

他疫苗高。

俄限制非洲9國和中國香港地區外
國公民入境

“奧密克戎”變異株來勢洶洶，引發

多國政府擔憂。截至目前，已有約20個國

家和地區政府陸續發布或准備出台針對南

部非洲國家航班和旅客的入境限制措施。

俄羅斯防疫指揮部11月26日已宣布

最新入境政策，從11月28日起限制來自

9個非洲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的外國公民

入境俄羅斯。

報道，俄羅斯限制居住在南非、博

茨瓦納、萊索托、納米比亞、津巴布韋

、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斯威士蘭、

坦桑尼亞、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國

公民，以及在過去10天內到訪過上述國

家和地區的外國人入境。據悉，上述國

家和地區均報告發現“奧密克戎”變異

株感染病例。

“奧密克戎”來襲歐洲加強應對
希臘或再加碼防疫

希臘疫情持續擴散，近期出現的新冠

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令歐洲防疫前景

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希臘政府官員雖多次

強調不實施封鎖，但或將進一步落實防疫

措施。

據報道，希臘每日新增的新冠確

診病例數和死亡人數一直保持高位增

長，受各方因素疊加影響，科學家們

預計，希臘將在 12 月中旬左右出現疫

情高峰。

報道指出，盡管希臘衛生系統面臨的

壓力不斷增加，但政府已多次排除了全面

封鎖的可能性。保持市場和教育機構的正

常運行是政府的首要目標。

近日，希臘政府發言人伊科諾穆接受

媒體采訪時說：“在實施了新的防疫措施

後，疫苗的接種率已經增加了10%。”他

強調，希臘不會進入封鎖狀態，並表示，

當局正在盡一切可能，通過實施措施和提

高疫苗接種來遏制病毒擴散速度，以及減

少國家衛生系統所承受的壓

力。

此外，他還說，政府正

在密切關注有關新冠疫情的

國內和國際事態發展，同時

將重點放在防疫措施的具體

落實，以及提高疫苗接種率

的工作上。

日前，希臘發展和投資

部長喬治亞季斯也表示，

“市場沒有理由在聖誕節關

閉”，政府的目標是在節慶

期間，開放商店和餐館，以

便人們可以工作，經濟可以

正常運轉。

據報道，雖然政府官員多次排除了實

施封鎖的可能，不過，爲政府提供疫情防

控建議的專家委員會，預計將在30日開會

，討論希臘接下來應對防疫措施作出何種

調整。

目前正在考慮實施的措施，包括無

論室內或是室外均要求強制佩戴口罩；

對未接種疫苗的人士采取進一步限制措

施，例如不再允許他們在餐館和咖啡店

的戶外區域就餐；對未接種疫苗的員工

，要求每周進行的病毒測試次數從 2次

增加到3次。

因外來物種入侵
澳大利亞本土生物恐面臨滅絕威脅
綜合報導 有報告顯示，澳

大利亞有80%以上的國家級瀕危

動植物和棲息地，都受到外來物

種入侵的威脅，如果不采取任何

行動，到2050年，澳大利亞將面

臨新一輪本土物種滅絕浪潮。

據報道，日前，澳大利亞聯

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和

入侵物種解決方案中心(CISS)，對

入侵物種對澳大利亞本土野生生

物産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結果

表示，外來入侵物種是澳大利亞

野生生物面臨的第一大威脅。

外來入侵物種破壞生態和
經濟

英國《每日郵報》稱，該

研究表示，自歐洲人到澳大利

亞定居以來，外來入侵物種已

經消滅了79種本土動植物。

但是，報道還指出，自20世

紀60年代以來，外來入侵者已經

成爲幾乎所有物種滅絕的主要驅

動因素，讓它們變得“比棲息地

破壞和氣候變化更糟

糕”。

報道稱，過去60

年裏，澳大利亞已花費

3900億澳元(約合人民

幣1.8萬億元)來應對入

侵物種造成的破壞。

目前，澳大利亞

每年花費250億澳元(約合人民幣

1000億元)來對抗入侵物種，但是

，預計這個數字每10年將增加6

倍，這意味著，到2031年，每年

的賬單可能達到1500億澳元(約

合人民幣6000億元))。

據英國《衛報》報道，該

報告發現，兔子是最具破壞性

的入侵物種，兔子侵擾了澳大

利亞三分之二的地區，其次是

野貓、豬、狐狸和甘蔗蟾蜍。

同時，入侵植物還對農田、森林

和熱帶稀樹草原造成嚴重破壞。

該報告還指出，氣候變化

加劇了外來物種構成的威脅，

因爲自然災害爲野生動物的傳

播創造了機會。

保護本土動植物的方式有
哪些？

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研

究報告聯合作者謝潑德(Andy

Sheppard)的話說，“緊急、果斷

、協調的行動對于阻止入侵物種

的傳播，以及保護我們非凡的、

不可替代的本土動植物至關重要

”，“這是阻止入侵物種傳播、

保護本土動植物並保護我們最喜

歡的戶外消遣的唯一途徑”。

謝潑德還說，澳大利亞需要

制定一項國家計劃，來拯救多樣

化的野生生物。“我們需要安全

地利用新興技術，振興我們的生

物安全研究和創新系統，並繼續

投資于長期的戰略研發”。

入侵物種解決方案中心的首

席執行官格蘭茨尼格(Andreas

Glanznig)表示，還需要開展公衆

意識計劃，來幫助發現和根除入

侵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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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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公布，11月僅新增21萬個工作機會
，還不到分析師原先預期一半，讓拜登施政難度增加。

法新社報導，白宮寄望經濟明顯復甦，以增強社會大眾對
拜登施政和他 「重建美好未來」（Build Back Better）支出案的
支持度，不過今天出爐的數據卻顯示美國勞工就業的複雜前景
。

然而也有好消息，根據美國勞工部，11月失業率降至4.2%
，下滑程度超過原先預期，儘管11月未達標，但今年平均每個
月增加55萬個工作機會。

由於主要領域諸如零售和休閒服務呈現招聘人數不足情形
，加上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新變異株傳
播，恐將對經濟復甦帶來衝擊。

經濟研究調查機構 「高頻經濟公司」（High Frequency
Economics）經濟學家法魯奇（Rubeela Farooqi）說： 「整體而
言，勞工市場正在復甦，但在Omicron變異株威脅下，有些下
滑的風險出現。」

報告指出，美國目前失業人口減少54萬2000人至690萬人
，仍高於疫情爆發前的570萬人。

布林肯批中國大陸企圖改變現狀
指犯台是災難性決定

Omicron現蹤美國5州
專家：遲早擴散全國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表示，中國大陸近年
來加大施壓台灣力道，企圖改變現狀，包括透過挑釁軍事作為
。他警告，北京若犯台恐會是 「災難性決定」，美國會致力確
保台灣有能力自我防衛。

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出席路透社舉辦的 「NEXT
虛擬全球會議」，談論台海情勢、中國大陸、俄羅斯相關時事
議題。

談到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進犯台灣，布林肯直指，這可能會
是個 「災難性決定」（disastrous decision）。

布林肯表示，過去40多年來，各方以能讓台灣人民取得顯
著進展的方式，有效管控這個問題，同時維持美中關係之間穩
定。

布林肯讚許台灣是個強健民主政體與經濟體，也是個創新
性國家，能為世界做出許多貢獻。他指出，美國作法是以自身
「一中政策」、台灣關係法、美中三公報與六項保證作為基礎

，且持續遵循這些原則。
「但很不幸的，過去幾年我們看到北京企圖改變現狀，加

大對台施壓力道。」布林肯舉例，北京進行挑釁軍事作為，試
圖孤立台灣，不讓台灣與國際社會往來，強調 「這才是危險之
處」。

布林肯表示，美國堅定地致力確保台灣有能力自我防衛。
他奉勸大陸領導人，要非常謹慎思考這問題，不要造成一場會
為許多人帶來可怕後果，且對任何人都不利的危機，包括北京
自己在內。

至於大陸若犯台，美國是否會出兵。布林肯說，美國多年
來一直清楚表明，會致力確保台灣有能力自我防衛，不論是提
供防衛武器或服務， 「我們會持續履行這項承諾」。

布林肯指出，美國國會當年表決台灣關係法時，美國總統
拜登正好擔任聯邦參議員，他當時強力支持這部法案。成為總
統後，拜登仍延續這份支持，未來也會持續下去。

路透社11月底報導指出，美國、英國等7國廠商和專業人
士暗中幫助台灣打造潛艦，其中美國國務院1月5日致函國會
表示，將出售關鍵技術供台灣潛艦國造計畫使用。

對此，布林肯不願證實，他僅重申美國會遵循、履行承諾
，確保台灣有能力自我防衛。

談到2月即將登場的北京冬奧，布林肯對美國態度仍三緘
其口。但他透露，美國確實有與許多夥伴盟友談他們對冬奧想
法，由於離賽事越來越近，他認為這些國家近期就會決定因應
方式。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外交國安專欄作家羅
金（Josh Rogin）11月16日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預計將
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美方會知會盟友這項決定，但會讓他
們自行決定是否跟進。

美美1111月就業數據令人失望月就業數據令人失望
增添拜登施政難度增添拜登施政難度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州州長侯可今天說，州內出現5例
Omicron變異株病例。Omicron已在美國5個州現蹤，累計10
起病例。公衛專家警告，Omicron在全美擴散是 「遲早的事」
。

路透社報導，加州、科羅拉多州和明尼蘇達州都已出現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變異株病例，患者
皆已完全接種疫苗、症狀輕微；夏威夷則通報一名未接種疫苗
的病患出現中度症狀。

侯可（Kathy Hochul）在記者會中表示，紐約州的 Omi-
cron確診病例之一是一名67歲、住在長島（Long Island）的女
性，最近從南非返美後出現頭痛和咳嗽等輕微症狀。

這名女性11月25日返國入境時篩檢為陰性，但30日再次
採檢時呈陽性，結果已送往實驗室做進一步檢驗。

侯可說，這名女性有 「一些疫苗接種史」，但還不清楚是

接種過幾劑疫苗；另外4起病例是紐約市居民，目前還缺乏更
多資訊。

侯可說： 「沒有理由驚慌。我們目前還沒有更多資訊，但
我們認為之後還會出現更多病例。每個人所能做的最好事情，
就是明白我們對這種變異株並非束手無策。我們知道疫苗將有
助於確保減少重症。」

明尼蘇達州的病患是美國首例Omicron變異株社區傳播病
例，這名已完整接種疫苗的男子最近曾前往紐約市參加會議。

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聲明中說： 「我們注意
到明尼蘇達州的一例Omicron變異株病例與前往紐約市參加會
議有關，我們應假設Omicron變異株已在本市社區傳播。」

夏威夷今天也證實出現一例社區傳播病例，衛生當局表示
，這名感染者沒有旅行史，且曾感染COVID-19。

科羅拉多州衛生官員說，一名感染Omicron變異株的女性

最近剛從南非旅行回來。
加州昨天通報一例完整接種疫苗、前往南非後感染Omi-

cron的病例；洛杉磯郡今天證實又出現加州第2起Omicron病
例。

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公衛教
授溫麟衍（Leana Wen）表示，Omicron變異株病例在全美各地
出現是 「遲早的事」。

溫麟衍曾任巴爾的摩市（Baltimore）公共衛生局長，她在
推特發文說，明尼蘇達州的病例 「意味（Omicron變異株）已
在美國擴散，還會出現更多病例」。

整體上，美國的完整接種疫苗覆蓋率約6成，相當於約1
億9600萬人，在已開發國家中敬陪末座。美國迄今已逾78.6萬
人染疫病故，光是今年11月就有3萬7000人病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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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疫情風險升至最高級
第二階段防疫措施將暫緩

綜合報導 韓國新冠疫情風險上升至最

高級別。同日，韓國總統文在寅表示，暫緩

轉入第二階段“恢複日常生活”防疫模式，

今後4周將實行特別防疫措施。

據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公布了

新冠疫情的周評(11月21日至27日)情況，

結果顯示，全國範圍內風險度爲“很高”，

爲新冠風險度最高級別。

防疫對策本部指出，韓國疫情呈現迅速

惡化勢頭，無法采取下一階段的“恢複日常

生活”防疫措施，爲扭轉這一趨勢，需要采

取特別加強防疫對策。

同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青瓦台主持防

疫會議時表示，新增、危重、死亡新冠病例

都在增多，床位趨于飽和。暫緩轉入下一階

段防疫模式，今後4周將實行特別防疫措施。

報道稱，文在寅指出，韓國艱難啓動

“分階段恢複日常生活”防疫模式，不能倒

退。這意味著，特別防疫措施不會加強對公

衆聚集服務經營場所的營業時間或人員聚集

的限制。

報道指出，韓政府原定公布對策，

不過在25日舉行的日常生活恢複支援委員

會會議上，醫療界與個體工商戶、政府有關

部門等各方之間的分歧嚴重，導致公布時間

被推遲。

據報道，截至當地時間29日零時，韓

國較前一天零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309例

，當天新冠死亡病例3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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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有關日本新潟縣等力爭讓“佐

渡島的金山”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

CO)世界文化遺産，韓國出現了警惕此事的報

道。據稱在佐渡島的礦山，戰時曾有從朝鮮半

島被征用的人從事嚴酷的勞動。韓國媒體主張

，若日本政府決定將之推薦給UNESCO，圍繞

強制勞動等的“歪曲曆史”行爲恐將重演。

報道指出，有關2015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産

名錄的“明治日本的産業革命遺産”，其中包

含同樣也曾有朝鮮半島人士從事勞動的長崎市

端島(俗稱“軍艦島”)等，韓國政府一直強烈譴

責展現否認強制勞動姿態的日本政府。

韓聯社主張，“有必要妥善應對，從而

避免發生和軍艦島一樣的情況”。韓國外交

部負責人稱“(日本政府的推薦)還未確定，

將密切關注此事”，但一旦日本政府正式決

定，可能會成爲兩國間新的懸案。

面向申遺，首先需要在國內獲得推薦。

據日本文化廳稱，本年度申請推薦的只有佐

渡，被認爲希望很大。如果敲定，預計日本

政府到2022年2月1日，將向UNESCO提交

推薦信，並在2023年接受申遺的審查。

有關明治産業革命遺産入選世遺，韓國

以部分設施“戰時曾有朝鮮半島人被迫強制勞動”爲由，

提出反對。日本表示“將采取妥善應對，讓犧牲者被

記住”，韓國之後也同意了入選。

但是，在日本政府爲介紹遺産整體情況而于2020年設

置的設施，展出包含了不存在對朝鮮半島人采取歧視性措

施的證言內容，因而引來韓方持續抗議。

菲律賓啓動
“三天為900萬人接種疫苗”行動

綜合報導 菲律賓啓動爲期三天

的全國疫苗接種行動，計劃在全國

16 個地區 8000 個地點爲約 900 萬人接

種疫苗。

杜特爾特總統在啓動儀式上表示，

希望該國能在年底前實現疫苗接種目標

：即爲5400萬菲律賓人完成全面接種；

爲80%的12歲至17歲的未成年人接種；

爲醫療工作者、老年公民，有基礎病患

者完成加強針接種。

杜特爾特呼籲民衆繼續合作抗疫，

接種疫苗並遵循最低公共衛生標准。他

強調全國統一行動的重要性稱：“我們

作爲一個國家，即將戰勝這場疫情，會

變得更強大、更美好。”

他贊揚菲衛生部、內政部和地方政

府部門以及國家抗擊新冠疫情特別工作

組成功開展了疫苗接種行動，並與私營

部門合作，使得該國疫苗供應充足，並

向全國各地分發。

當天，菲代理總統發言人卡洛· 諾格

拉萊斯表示，爲防止奧密克戎毒株進

入，菲律賓政府制定了四項加強應對

措施，並爲最壞的情況做好准備。

這些措施包括：要求地方政府部門

加強預警，積極發現病例；對有國內或

國際旅行史的病例進行監測，追蹤接觸

者並實施隔離；使用RT-PCR檢測，以

便對采集的樣本進行全基因組測序；區

域流行病學和監測部門更有針對性地提

交基因組測序樣本。

迄今，菲全國已完成8000余萬劑新

冠肺炎疫苗接種；爲了遏制奧密克戎毒

株進入，已將非洲、歐洲14國列入禁飛

“紅色名單”。

菲衛生部數據顯示，當天新增確

診665例，爲今年以來日增確診最少的

一日。

為防學業水平下降
韓國決定疫情惡化時仍線下教學

綜合報導 韓國新冠防疫特別檢

查會議聯合發布會上，教育部長官

俞銀惠表示，新冠疫情持續擴散，

但教育部將維持各級學校線下教學

的原則，並致力于提高青少年新冠

疫苗接種率。

報道稱，爲防止因新冠疫情長期

化，致使學生學業水平下降，韓國教

育部決定，即使疫情惡化導致政府啓

動緊急防疫措施，也將持續線下授課

原則。

不過，韓教育部將根據各地區疫

情形勢，調整到校上課人數，並正在

與各市、道教育廳對相關事宜進行協

商。爲此，教育部表示，將加大對學

生、學校、學生校外利用設施的防疫

防控力度。

同時，韓教育部決定，將新冠

疫苗接種方式多元化，除了到衛生

站、接種中心進行接種之外，韓國

還將通過指定委托機構、到校接種

等，提高青少年接種率和接種便利

性。

韓教育部還將根據少兒、青少

年疫苗接種情況，同有關部門討論

，是否實施針對補

習班等青少年教育

設施的防疫通行證

制度。

11 月 1 日起，

韓國轉入“分階段

恢複日常生活”防

疫 模 式 ， 22 日 ，

首 都 圈 的 幼 兒 園

和 中 小 學 全 面 恢

複線下教學。但目

前，韓國全國新冠疫情風險上升至最

高級別。

據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30日通報，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

一天零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032例，

當天死亡病例44例，其中，國內首次

出現10歲以下兒童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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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到太古停駛3小時 數萬打工仔收工冇車搭

轉
乘
客
人
龍
處
處

下
班
歸
家
﹁全
程
痛
苦
﹂

港鐵列車“甩門”，聞所未聞，有乘客 2 日傍
晚“有幸”目睹甩門，感到匪夷所思及“好誇

張”。據乘客在網上貼出的圖片顯示，車廂近
車頭左側的兩扇門甩落，連門頂的路線顯示

牌也甩脫及電線外露，有乘客指出，列車
當時已進入月台，速度已減慢，當時

車廂內很多人，月台也站滿乘客，
突然間聽見車頭方向傳來“轟

隆”一聲，列車其後停下，
“見到車頭方向有乘客好緊

張跑向車尾，其後列車發出廣播叫所有乘客離開車
廂，“大家好奇下走到車頭察看，見到道門消失
咗，大家都好驚訝。”

好彩未塞爆“挨車門就大鑊”
有乘客表示，事故有兩個“好彩”，首先好彩不

是在隧道內發生，否則可能有乘客飛出車廂，另一個
“好彩”雖事發傍晚6時，車廂多人但未算高峰，若遲
半小時發生，車廂通常逼滿人，大有機會有人挨着車
門站立，“咁就大鑊啦”。一名姓陳乘客表示，只知道
列車發生故障，離開車廂後看到新聞才驚悉“大件事”，
他說乘搭地鐵30年，“甩門聽都未聽過，今次事故太誇
張，以後不敢挨着門站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乘客突聞巨響 驚訝“道門冇咗”

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前工程師盧覺強2日晚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今次港鐵列車車門被撞脫的事故極為罕見，尤其是廣告牌鬆脫撞擊列車更未

曾發生過，估計是廣告牌的螺絲出現鏽蝕及斷裂，但港鐵收車後甚少檢查
廣告牌，剛巧事發時有列車高速駛入月台，廣告牌飛脫撞到車門。

他指出，列車與月台邊的廣告牌有一定距離，以往從未發生碰撞
事件，估計今次是螺絲斷裂造成，“廣告牌安裝在車站月台上，不似
列車般高速行駛時會有震動，故不會無故鬆脫，反而可能是由於地
底潮濕而令螺絲有鏽蝕，久而久之便斷開，廣告牌因而鬆脫撞擊列
車。”他建議港鐵加緊全線檢查所有廣告牌是否牢固，以免再有
同類事件發生。

香港工程師學會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錶分部前主席張子
惇則指，外物要頗大力才會撞甩車門，亦有機會是車門本身
有問題，再加上外力影響而鬆脫。過去不少乘客倚靠着列車
車門，他呼籲乘客切勿貼近車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鐵港島線列車在銅鑼灣站發生
罕見“甩門”事故，導致灣仔至太古站
服務暫停3小時。由於事發時正值下班
繁忙時間，大批乘客被迫到路面爭相趕
搭巴士、電車、渡輪等交通工具回家。

由於人多車少，港島北角至銅鑼灣的交通幾乎“大癱
瘓”，有市民不滿道：“亂晒龍！”

港島東返黃大仙要兩個半鐘
讀者陳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憶述近兩小時的漫長

歸家路。他說，平日由港島東返黃大仙住所約45分鐘，
但2日竟花了兩個半小時，又批評港鐵的信息輕描淡
寫，令他最初以為改搭巴士就可以，詎料“仲大鑊”。

在西灣河上班的陳先生晚上6時半下班，在得悉港
鐵停頓後改乘106號隧巴過海，但巴士在北角已開始
塞，他遂於北角下車，打算乘渡輪過海，但到達後已錯
過7時半的尾班船，最後只好徒步返回鰂魚涌站搭港

鐵。由於港鐵每
17分鐘一班車，月台
逼滿人，“逼咗半個多
鐘才上到車”，最後在9
時許才返到黃大仙。他苦
笑：“全程都痛苦！”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港
鐵在事發後雖已安排免費接駁巴士
來往灣仔至鰂魚涌站，但現場所見，
選乘接駁巴士的人數不算太多，反而選
擇搭巴士的人更多，以至沿途巴士站全是
人龍，架架巴士都逼爆，北角書局街、銅
鑼灣崇光的電車站也擠滿人，有乘客排至安
全島並站出馬路，險象環生。有過海乘客則趕
往灣仔碼頭、西灣河碼頭乘船過海，令碼頭出
現排隊人潮，人龍至晚上9時許才逐漸消散。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事發2日傍晚約6時，該輛由柴灣開往堅尼地城
方向的列車，減慢速度駛入銅鑼灣站2號月

台，車門應在右側打開，但頭卡左側近車頭的車
門，突然全數飛脫。由乘客拍攝的照片及視頻可
見，兩扇車門的門框空空如也，車門上方的路線圖
顯示牌也搖搖欲墜，而飛脫的兩扇車門其中一扇脫
落在路軌上，車窗粉碎，而另一扇車門則跌在近第
二卡的路軌旁，隧道牆身亦有廣告燈箱損毀，玻璃
碎散落路軌。

工程人員到場檢查及評估列車受損程度及安全
風險，並檢查沿線路軌情況，港鐵隨即宣布來往灣
仔站至太古站的列車服務暫停，而來往堅尼地城站

至灣仔站，以及太古站至
柴灣站的列車服務，則維

持每4分鐘一班。由於處理事故需時，加上正值市
民下班繁忙時段，為疏散沿線人潮，港鐵隨後亦安
排90部免費接駁巴士，到受影響區域提供服務，
並將事故通知運輸署作出協調。而銅鑼灣站更一度
要拉閘阻止乘客進入。

正查肇因驗各站廣告燈箱
至晚上7時55分，工程人員安排肇事列車駛離

月台，大批維修人員隨即進入路軌範圍檢查，現場
可見月台近車頭位置的隧道路軌牆身有一個大型的
廣告燈箱損毀，維修人員隨後用膠紙加固及清理碎
片，並將兩扇損毀的車門移離路軌。至晚上8時46
分，“故障列車”已經移離主行車線，工程人員亦
已進行緊急修復工作，並檢查相關路段確認行車安

全，港島綫列車服務開始陸續恢復正常。
港鐵車務營運及本地鐵路總管黃琨暐表示，車

廂內乘客事發後兩三分鐘內全部安全離開，初步推
斷是有隧道近月台車頭處有廣告燈箱的金屬部件移
位致撞及列車肇禍，事發後已臨時加固有關廣告燈
箱，並已檢查其他廣告燈箱，恢復通車後所有駛經
銅鑼灣站的列車均要慢駛，至於肇事列車亦被拖往
金鐘站的側線，將在今日凌晨收車後再拖往柴灣車
廠檢查，同時工程人員會進一步檢查肇事的廣告燈
箱，以查找肇禍原因，並會檢查港鐵各站所有廣告
燈箱確保安全。

港鐵表示，初步統計連同事故中涉及的廣告
牌，同類型的廣告牌共有8塊，分別位於尖沙咀、旺
角、銅鑼灣及金鐘站。

加緊檢查廣告牌 防螺絲鏽蝕斷裂		
�/

��

●●港鐵港島綫列車港鐵港島綫列車
““飛門飛門”，”，警員到車警員到車
廂調查廂調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港鐵港島
綫一列車在
銅鑼灣站發
生 甩 門 事
故。
網上圖片

●據乘客在網上貼出的圖片顯示，
車廂近車頭左側的兩扇門甩落。

網上圖片

◀電車站
也大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工程人員檢查飛脫車門工程人員檢查飛脫車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港鐵港鐵工 作 人 員工 作 人 員
查看飛脫查看飛脫車門車門，，
可見一旁的廣告牌可見一旁的廣告牌
損毀損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港鐵撞甩車門港鐵撞甩車門
港島交通逼爆港島交通逼爆

�	

香 港 新 聞 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港鐵港島綫列車發生通車 36年來聞所

未聞的嚴重事故。一架列車 2日晚在繁忙時

間駛入銅鑼灣站月台，懷疑行車隧道牆身上

的大型廣告燈箱部件鬆脫，撞及車廂頭卡兩扇

車門，兩扇車門隆然飛脫跌到路軌旁，肇事列車

停定後疏散全車乘客，當時幸無乘客倚門而站，

否則後果堪虞。受事故影響，港鐵灣仔站至太古站

服務暫停近3小時，數萬計打工仔大費周章找其他交

通工具回家，巴士站、電車站及碼頭人潮逼爆。港鐵2

日晚對事故造成市民不便致歉，並表示事發後已臨時加固

有關廣告燈箱，工程人員會進一步調查廣告牌部件鬆脫的

原因，並會檢查港鐵各站所有廣告燈箱確保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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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首堂太空課重溫

“請所有班級調試好設
備，全校從第三節課開始全
體收看太空授課！”如今已
經入讀中國民航大學的楊靖
宸一直記得，8年前的這個早

上，學校廣播裏的這個消息，讓同學們都沸騰
了。

“她在水球的倒影助我理解”
當時還是五年級小學生的楊靖宸已經是一

位小航天迷，對於這堂授課翹首盼望許久。天
宮課堂開始，當航天員王亞平用“一指禪”將
原地打坐的聶海勝“頂”向遠端時，“校園裏
響起如雷般的掌聲和歡呼聲。”在隨後的課堂
學習中，楊靖宸與同桌對那48分鐘的太空授課
內容進行過熱烈的討論。儘管這堂課的知識面
從小學覆蓋到高中，面對未知，好奇心促使着

學生們不斷的向老師提問，王亞平在授課中的
提問激發了所有人強烈的求知慾。

在此後的學習生活中，楊靖宸在課本中多
次接觸到太空授課涉及到的知識點。楊靖宸回
憶道，當學到初中物理光學部分時，自己再次
回看了王亞平老師關於透鏡的講解，“她在水
球的倒影不僅幫助我更快速的理解了知識點，
也同樣多次出現在我的試卷中。”當高中講到
牛頓第二定律時，他又立刻想起了聶海勝在天
宮一號測量自身質量的場景，也讓當年看不到
力學“F=ma”這個公式的學生在一瞬之間懂得
了該如何使用它。

“在天宮課堂過去的8年中，我不只一次
對當時的內容進行回溯。可以說，那48分鐘對
當時年幼的我而言，影響遠不止短短一節課的
時間。”

“以載人航天標準守護民航”
八年過去了，當時的小學生今天已經成長

為一名即將投身祖國民航事業的大二學生。楊
靖宸說，雖然沒有進入航天系統，但在航天的
耳濡目染下，未來將努力以載人航天的標準守
護每一架航班，用自己的高標準守護每一名乘
客平安起降。他還透露，自己與朋友們一起經
營的航天自媒體賬號也初具規模，以自己的方
式為航天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中國載人航天微信公眾號

“過去8年 不止一次回溯48分鐘的授課”

在失重的太空，地面的測重不再奏

效。航天員是怎麼稱重呢？

在天宮一號太空實驗室中，有一樣專

門的“質量測量儀”。“太空授課”的助

教聶海勝將自己固定在支架一端，王亞平

將連接運動機構的彈簧拉到指定位置。鬆

手後，拉力使彈簧回到初始位置。這樣，

就測出了聶海勝的質量——74公斤。

原理揭秘：牛頓第二定律

T形支架上，細繩拴着一顆小球。

這是物理課上常見的實驗裝置——單

擺。王亞平將小球拉升至一定高度後放

掉，小球像着了魔似的，用很慢的速

度擺動。隨後，王亞平用手指輕推小

球，小球開始繞着支架的軸心不停

地做圓周運動。

原理揭秘：太空失重

王亞平取出一個陀螺，

用手輕推，陀螺竟然翻滾着向

前，行進路線變幻莫測。隨

後，她又取出一個陀螺，抽動

它後，再用手輕推，陀螺沿着

固定的軸向向前飛去。

原理揭秘：角動量守恒

一個金屬圈插入飲用水袋並抽出後，形成了一個水

膜。這在地面難以實現，因為重力會將水膜四分五裂。輕

晃金屬圈，水膜並未破裂，而是甩出了一個小水滴。再往

水膜表面貼上一片畫有中國結圖案的塑料片，水膜依然完

好。在第二個水膜上，用飲水袋不斷注水，水膜很快長成

一個晶瑩剔透的大水球。最後，王亞平注入紅色液體，紅

色慢慢擴散，水球變成了一枚美麗的“紅寶石”。

原理揭秘：液體表面張力

“2013年的那個6月，我16歲，還是一個在山東省高密一中讀書的高二學生。”王楠記得，和全班
同學一起，透過電視直播，觀看王亞平在失重環境下演示的陀
螺、單擺和水球實驗，以及在地球上很難實現的各種“特技動
作”。

亞平“水球倒影”定格學生腦海
“太空探索的趣味和航天員的魅力終於被更多人看見

了！”王亞平“水球倒影”的美好鏡頭，定格在這位16歲姑娘
的腦海裏。

本科階段，王楠進入了山東大學控制科學與工程院，學習自
己心儀的測控專業。2020年9月，王楠獲得了保研北航的機會，
“六年前，您在天宮一號裏講解什麼是‘陀螺的定軸性’，六年
後的今天，我坐在北航的實驗室裏，又研究起了慣性導航系統裏
的陀螺儀。”

“天宮第二課”的消息受到許許多多像王楠這樣的曾經觀看
過“太空第一課”的學生的關注。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官方公
布的安排，中國首個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宮課堂”即將正式推
出，中國太空站首次太空授課活動將於近日面向全球進行直播。

載人航天工程表示，太空站作為國家太空實驗室，也是重要
的太空科普教育基地，蘊含着得天獨厚的豐富教育資源，對激發
社會大眾特別是青少年弘揚科學精神、熱愛航天事業具有特殊優
勢。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進駐太空站組合體後，社會公眾特別
是青少年對中國航天員再次進行太空授課充滿了期待。

近期以來，官方已經通過多種渠道“劇透”了亞平老師即將歸
來的好消息。從太空站傳回的視頻顯示，在“太空理髮師”葉光富
的親自操刀和指令長翟志剛的設計下，王亞平完成了一次新髮型的
修剪。網友們對太空“美髮沙龍”艷羨不已，官方也不斷暗示，有
新髮型意味着航天員即將進行新動作。

打造“天宮課堂”建立科普品牌
此次太空課堂的“教室”，從並不寬敞的天宮實驗室升級成

為“太空別墅”級別的天宮太空站，授課的內容預計將更加豐
富、有趣。官方亦強調，“天宮課堂”是會成為長期運營的科普
品牌，將結合載人飛行任務，貫穿中國太空站建造和在軌運營系
列化推出，授課將由中國航天員擔任“太空教師”，以青少年為
主要對象，採取天地協同互動方式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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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劉凝哲及中國載人航天

微信公眾號報道）時隔八年，王亞平老師的太空課堂

即將再次開講。2013年6月20日，參與神舟十號乘

組任務的王亞平在聶海勝、張曉光協助下進行首次太

空授課，全國6,000餘萬中小學生觀看授課直播。八

年前播下的“航天種子”已經萌芽成長，當年和全班

50多名同學一起觀看“太空第一課”的王楠，在高考

填報志願時選擇了與航天相關的專業，六個平行志願

的首選專業全部填寫了“自動化”或者“測控”，研

究生階段又被保送至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如今正式成

為了一名航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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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近期發布翟志剛和葉光富為亞平老師拍攝的在軌照片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近期發布翟志剛和葉光富為亞平老師拍攝的在軌照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民航大學學生楊靖宸難忘8年前收看
太空授課。 視頻截圖

●●20132013年年66月月2020日日，，王王
亞平在天宮一號為青少年亞平在天宮一號為青少年
進行中國首次太空授課進行中國首次太空授課。。
圖為北京人大附中地面課圖為北京人大附中地面課
堂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文 匯 要 聞2021年12月3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樓軒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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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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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萬通選擇萬通，，成就夢想成就夢想

【 美 南 新 聞 王 潔 】 In the end, it not the
years in your life that count. It the life in your
years.- Abraham
Lincoln

In the end, it is not how many years you are
in the lending industry or how many borrowers
you have helped that count. It is how many more
borrowers you can help in the coming years that
count. -- GMCC

“歸根結底，重要的不是你活著的年輪，
而是你活著的意義。 “－ 亞布拉罕 林肯

“歸根結底，重要的不是你在金融行業混
了多少年，做了多少業績，而是你能否在未來
，持續贏得更多的客戶，幫助到更多有需求的
人。 ” － 萬通貸款公司

這是GMCC，萬通貸款公司的座右銘。萬
通專業團隊正是履行著這樣的宗旨，一步步走
到了今天，成為北加州華人最大的貸款公司，
一顆璀璨的明星。選擇萬通，成就夢想。

為什麼GMCC，萬通貸款公司能做到領軍
地位？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專業人士願意加盟
GMCC團隊？

第1， 平台
GMCC 萬通貸款公

司是 Direct Lender， 是
房利美和房地美核准的
直接賣家。我們與近百
家貸款投資機構合作，
甚至可以內部審批，直
接放款。大額套現高達
500萬美金。

第2，
項目GMCC萬通貸

款公司精心打造數百種
貸款項目，應對不同客
戶群。無論您是自住、
重貸、投資房，或者您
是美籍、外籍，我們都
能為您量身定做。總有
一款適合您。

第3， 團隊
GMCC 萬通貸款公

司在南北加州擁有十家
分公司，共有 470 位經
驗豐富的貸款顧問，強
有力的審核部門，從申
請到closed，一條龍服務
，方便快捷。最快十個

工作日即可完成。
凡是加盟GMCC的專業貸款顧問，他們最

深切的感受，就是對公司文化的認同，在這片
土壤中學會謙卑的態度，學習的能力，從而獲
得進步成長的空間，最終自信地面對市場，成
為更優秀的專業人士。

簡妮2021年五月加盟GMCC。我們來聽一
聽她的見證分享：

“我是簡妮。四個月前，我被GMCC的大
額貸款項目（Jumbo Programs）吸引，受邀聽了
一場網上Open House。無論是他們極具競爭力
的 pricing，還是公司文化，都深深吸引了我。
這樣的環境給了我更廣的提升事業的空間，於
是，我決定加盟GMCC。

加盟GMCC之後，我感覺萬通好像一個大
家庭。不但每星期有兩次的業務培訓，還有專
門的問答時間。老闆親自坐鎮，耐心回答每一
個問題。讓我感覺，我不是被扔進大海中的孤
舟，孤立無援，自生自滅，而是有認同感和歸
屬感。即使平時有什麼問題，他們也會有及時
和全面的解答。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與這些
正能量的團隊一起共事，再加上他們極具競爭

力的項目，對我的成長很有幫助。如今，我已
經漸漸走上正軌，開始拓展我的業務。

一個loan月底closed，另外還有三個loans正
進入processing過程中。感謝GMCC，給了我成
長的空間。 ”

Mark 2016年底加盟萬通貸款公司。五年過
去，他已成為公司的Top 貸款經紀人。 Mark在
GMCC從平凡起步，到成就輝煌，堪稱GMCC
的經典案例。

Mark加盟萬通之前，雖然在房地產貸款行
業摸爬滾打了１０年，但成績平平，每月只有
兩三個loans的業績。後來，GMCC的伯樂James
看中了他做生意的潛質，力邀他加盟GMCC。
Mark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走進了萬通貸款公司
。

讓我們來看看這五年的時間，Mark在業績
上的飛躍：

第1年， Mark貸款funded 2000萬，幾乎都
是重貸（Refinance）

第2年， Mark的業績持平2000萬，但是因
為那年貸款市場低迷，他轉向開拓Purchase市場
，客戶群開始擴大.

第3年， Mark業績突破 5000萬.
第4年， 2020年，疫情年，Mark業績突破

１.５億.
第5年， 2021年八月底統計，Mark業績已

經突破１.５億，僅八月這
一個月，他已經closed 26個
cases。而他只有一個助理
Mark 能取得今天的成績，
離不開他個人的努力和勤
奮，但更離不開 GMCC 萬
通公司的大平台。

Mark感慨地說: “當初
要不是 James 這個伯樂看見
了我的潛質，給我不斷的
鼓勵，手把手教我，我也
不會成為千里馬。 ” Mark
的成功秘訣有二：公司支
持和多種項目。

1， 進場。 James 常對
我們說，不必等萬事俱備
才進場，而是要找客戶，
趕在大浪潮來臨時，隨浪
前 行 。 熟 悉 業 務 ， 熟 悉
programs。多下幾次水，自
然會游泳。

2， GMCC 擁 有 別 家

貸款公司無法提供的更多的 Programs。及時應
對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就好比，別人家只種
玉米，萬通有玉米，還有豆角，黃瓜，甚至西
瓜。客戶可選擇的機會越多，客戶群就會擴大
。現在，每當公司推出新的 programs，好的
pricing，我馬上就能找到量身定做的客戶。結果
就是，客戶滿意，我也就做成了生意。

GMCC萬通貸款公司領導人之一，James常
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就是：若萬通是一個大海
，吸引的自然是蛟龍，不是青蛙；若萬通是海
綿，吸引的也是求知若渴的人，不是半瓶晃蕩
的人。

萬通貸款公司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中，
立於不敗之地，日益壯大發展，培養了許多貸
款佼佼者。目前，除了加州的十家分公司，我
們的業務範圍已經拓展至全美八個州，並在26
個州擁有特殊的貸款計劃。

我們竭誠歡迎您加盟我們，一起為您的事
業，我們的品質，全力以赴。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網 址 ；
WWW.gmccloan.com DRE:01509029/NMLS:
254895 WWW.joingmcc.com

詳 情 請 電 Rayment : (415)828-3288; James
(650) 996-1982; Charles (510) 396-8889 或 email
履歷至 info@gmccloan.com

業務新拓展。。。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1350 Bayshore HW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All program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dditional conditions may apply.

All Loans ar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nd credit review,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credit approval

Call GMCC loan officers for other programs:  purchase, refinance, cash out, rental cash out, Jumbo cash 

Out…

同时，GMCC万通贷款可以在全美２６个州提供租
赁屋特别计划。我们使用现金流分析，贷款人无需
提供工作单位证明，不用提交纳税报表，更不查收
入。但是，贷款人需要提供租赁屋的租金收入（可
以為負）1-4單位租賃房，5+另行申請。

住宅貸款業務新擴展至8州

它们分别是：加州， 俄勒冈州，亚利桑
那州，德州，弗吉尼亚州，新泽西州，
伊利诺伊州，以及科罗拉多州。更多州
的扩展业务正在进行中。德州分部所在
地目前有休斯顿和奥斯汀两大城市，开
业在即。奥斯汀分部正在筹备当中。

歡迎致電GMCC專業貸款顧問
獲得免費咨詢
1-866-GMCC-WAY

GMCC 萬通貸款招聘有經驗高效率的貸款經紀
人Loan officer和Loan processor，全福利，待遇優厚
。有意者請發郵件至：info@gmcclo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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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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