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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9 歲女孩佐

伊（Zoe）住在德國埃森。她

的父親於 2013 年去世，年僅

34 歲。佐伊思念父親。每逢

父親生日，都會給父親寫信，

把信拴在氣球上送往天空。

今年，佐伊又給父親寫

了信，並祝父親生日快樂，一

切順利，也希望父親能夠給

她回信。佐伊與媽媽赫姆辛

（Katharina Hemsing）用氣球

把信送上了天。

出乎意料的是，這次佐伊

真的收到了回信。她很開心。

「父親」在回信中說，「我非常

愛你，我的佐伊」，他感謝女

兒的生日問候和祝福，告訴女

兒自己生活的很好，並盼望她

來信，落款是「你的父親」。

媽媽赫姆辛把這封回信貼

在臉書上，對撿到氣球並寫回

信的人表示感謝，希望能找到

回信者。這條消息在網上迅速

傳開，感動了許多人。近日，

赫姆辛終於找到了回信者。

閱兵綵排 北京封路戒嚴

9 月 7 日晚間至 9 月 8 日凌

晨，北京進行了中共建政 70 週年

閱兵式首場綵排。

北京全城戒嚴，天安門附近地

鐵線提前結束營運，相關道路被封

鎖，沿途酒吧、夜總會等娛樂場所

被停業。不僅便衣盯梢、公安帶警

犬巡邏，地鐵乘客的身分也被嚴格

檢查。夜間的交管限行措施引發了

民眾抱怨，但網絡上的相關抱怨被

迅速刪除。

9 月 14 日的閱兵綵排規模比

9 月 7 日更大。大批警察在街上執

勤，多輛坦克戰車經過長安街，長

安街兩旁的住戶被要求關窗和拉上

窗簾。

在封路範圍內的許多市民和遊

客，不知道實施交通管制，未能及

時坐車離開，只能騎自行車或徒步

走出管制範圍；也有住在封路範圍

內的居民，因未隨身攜帶住戶證，

不能回家。

閱兵綵排擾民，引發民眾不

滿。網民紛紛留言表示，「本次

閱兵勞民傷財顯然上了一個新臺

階。」「十一假期未到，治安管理

草木皆兵，擾民啊！」

給去世父親寫信 
女孩收到回信

不僅如此，北京市東城、朝

陽、海淀等部分社區，警方清查

居住人口的頻率也大幅度增加。

美國之音報導，北京的維穩力

量「朝陽群眾」身穿統一紅色 T 恤

衫，在街頭站崗執勤，路邊多處設

有供維穩人員休息的帳篷，長安街

沿路還設立移動廁所。

早些時候，日本《外交家》雜

誌報導，進入 9 月以來，北京市中

心的飯店為大閱兵排練頻繁被禁止

出入，成千上萬的訪客猝不及防，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北京

正全力籌備「十一閱兵」活動。

為此，當局已連續兩個週末進行綵

排。期間，北京城戒備森嚴，市中

心多處封路，多個地鐵站被關閉，

街上出現大批警察。長安街兩旁住

戶更被要求關閉窗戶、拉起窗簾。

與此同時，北京安保維穩升

級，大批訪民遭到驅趕和抓捕。在

北京的四川訪民甘姓男子透露，9
月上旬一個夜晚，大批在國家信訪

局外排隊等候翌日遞交信訪材料的

訪民，被眾多警察帶上大巴，送往

馬家樓訪民收容站。

一些在北京的異見人士接到有

關部門警告，要求不得在此期間接

受外媒採訪。一些駐華外籍人士近

期被北京物業管理方要求為其來訪

親友辦理臨時居住證件。

不得不在最後一刻倉促重新安排住

宿交通，並為此蒙受損失。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北京學者

劉濤說，此次閱兵中共處於恐懼狀

態，當局知道社會矛盾越來越多，

並且越來越突出，所以要加大維穩

的力度，以確保製造「十一」和諧

的氣氛。

大陸多地官媒報導說，地方公

安近期舉辦了大規模實戰練兵和安

保維穩誓師大會，公安機關已全面

進入安保維穩戰時狀態。

北京進行「十一閱兵」綵排，市中心多處封路。（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美國發布新

規定，所有的赴美旅客，無

論是美國公民還是外國人，

一律接受安檢，哪個都逃不

過面談。此規定於 9 月 11 日

起實施。

據海外中文媒體報導，

今後赴美更加艱難，人人都

要經歷一場「面試」，隨身行

李將被嚴查，美國公民也不

例外。近日，一名到洛杉磯

旅遊的香港人表示，這次新

規是史上最嚴的，甚至被問

行李是誰打包的，有沒有離

開自己的視線？幫別人帶東

西了嗎？與誰同行？

「赴美安檢」政策是各航

空公司具體實施的。現在入

境美國時間更長、面談問題

更嚴格。你可能在機場的值

機臺，安檢處或登機時被地

勤人員或安保人員詢問。

除了談話之外，隨身的

行李也將被嚴格檢查。這條

新規涉及 105 個國家與 280
個機場；180 個航空公司與

2100 多次航班。

赴美安檢更嚴格 
無人能逃過面談

（Fotolia）

天文學家在 1992 年發現了

首顆系外行星，2015 年發現了

K2-18b。到目前為止，一共發

現了 4000 多顆系外行星。K2-
18b 是其中第一個已知有岩石表

面，以及大氣含水的行星。

【看中國訊】曾於八九民運

六四屠殺翌日在北京拍下「六四坦

克人」照片的美國著名攝影師查

理 ‧ 科爾（Charlie Cole），日前

在長期居住的印尼巴厘島去世，享

年 64 歲。法新社日前報導，美國

國務院官員確認科爾去世，並向

其家人表示慰問。

1989 年 6 月 5 日，身為《新

聞週刊》攝影記者的科爾在王府井

北京飯店的陽臺上拍下了一位男

子勇擋一隊從天安門廣場開出的

共軍坦克車的歷史性畫面，成為

當年拍下天安門「六四坦克人」圖

像的 4 位攝影師之一。

【看中國訊】天文學家在一顆

代號為 K2-18b 的太陽系外行星

的大氣中發現了水。K2-18b 的

溫度與地球類似，可能在零度和

40 度之間。K2-18b 是一顆紅矮

星，繞行獅子座，每 33 天繞一

圈，一年約是地球上的一個月。

K2-18b 距離地球大約有

111 光年之遙，人類需要新一代

太空望遠鏡，才能鑒定那裡是否

有生命存在。

太陽系外行星（簡稱系外

行星）就是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這些系外行星以近距離圍繞其恆

星旋轉。

子，成就了這個歷史性影像，而

他僅是一名攝影師而已。

但「六四坦克人」照片在中國

因當局嚴厲的新聞審查及對六四消

息的封鎖而不被多少中國人知曉。

而照片中的「坦克人」的真實身分

及下落至今仍然是一個謎，儘管美

國知名電視記者華萊士曾當面向江

澤民追問六四坦克人的下落。

六四坦克人攝影師科爾去世 科學家發現系外行星有水
據悉，科爾拍完照片後，擔

心中共公安會上門搜查，將底片藏

到馬桶水箱內。後來公安果然搜查

他的房間，找到相機並抽走底片。

科爾的坦克人照片為他贏得 1990
年的「世界新聞攝影獎」（World 
Press Photo）。美聯社攝影師傑

夫 ‧ 魏 德 納（Jeff Widener） 的

「六四坦克人」照片讓魏德納獲得

1990 年的普利策獎提名，被時代

週刊評為「史上最具影響力的 100
幅影像」之一，也成為 20 世紀最

著名的代表蔑視強權的圖片之一。

科爾曾經向《紐約時報》表

示，是當時站在坦克車前面的男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訊】《美國新聞與

世界報導》最近公布 2020 年全

美大學排行榜，普林斯頓大學

第九年蟬聯第一。

緊追在後的是第二名哈佛

大學，以及並列第三的哥倫比亞

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耶魯大

學。排名靠前的還有並列第六的

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和賓夕

法尼亞大學，第九名西北大學，

以及並列第十的杜克大學和約翰

斯‧霍普金斯大學。排名第一

的文理學院則是位於麻薩諸塞州

的威廉姆斯學院。

美國之音報導，這是《美國

新聞與世界報導》第 35 年的大

學評比。這份雜誌的編輯說，

表現較好的學校，是那些致力

於在課業和經濟上，為學生提

供支持直到畢業的學校，這些

學校吸引高素質的教授，為學

生畢業後的成就鋪路。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教育

版主編安妮塔‧納拉揚（Anita 
Narayan）對美國之音說：「我們

發現，整體表現良好的學校，學

生的畢業率和返校率都很高。這

些規模較大的學校著重於研究層

面，並且為本科和研究生提供範

圍廣泛的專業選擇。」

而在最佳公立大學排行中，

排名第一的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蒙

牛將斥資 15 億澳元收購澳奶粉企

業貝拉米。澳大利亞嬰幼兒配方

奶粉生產商貝拉米表示，此次收購

價比貝拉米最近一次收盤價高出

59%。 9 月 13 日，貝拉米股票收

盤價為 8.32 澳元，蒙牛計畫以每

股 12.65 澳元進行收購，每股分紅

0.6 澳元。其董事會已一致同意接

受蒙牛收購計畫。

據《今日澳洲》報導，大陸蒙

牛乳業 9 月 16 日早間發布公告；

與此同時，貝拉米也發布公告，

董事會一致建議股東投票支持該

協定。此次收購交易有待外國投

資審查委員會批准，貝拉米董事

會成員 John Murphy 表示，希望

FIRB 可以直截批准。如果交易成

功，收購預計將在年底完成。

貝拉米是總部位於塔斯馬尼

亞的嬰兒配方奶粉公司，是澳洲知

美最佳大學 普林斯頓摘冠蒙牛收購澳洲奶粉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中

國蒙牛乳業將斥資15億澳元（合人
民幣71億元）收購澳大利亞貝拉米
(Bellamy's)奶粉。這樣一場舉世
矚目的交易，已牽動著無數人的

心，有消費者提出擔憂，網友們也

眾說紛紜。

名品牌。也是中國代購者們爭先恐

後代購的目標之一，每每一經上架

就會被搶購一空。由於在大陸市場

面臨激烈競爭和監管挑戰，蒙牛

的全年利潤幾乎減半，營收下降

19%，低於蒙牛自己和市場預期。

蒙牛收購貝拉米的消息發布

後，雙方股價冰火兩重天。 9 月

16 日收盤，蒙牛乳業股價在港股

跌幅達 2.27%，而另一邊，貝拉

米在澳洲證交所股價大漲，截至

收盤，貝拉米股價上漲 54.93%。

貝拉米被中國企業收購，網友

炸鍋了，大多數的網友都是覺得，

此波收購讓他們對貝拉米「望而卻

步」。大陸乳業亂象叢生，三聚

氰胺陰霾仍然未散。 2008 年的三

鹿奶粉發生『三聚氰胺』事件，讓

中國乳業的信任度和信用度一落

千丈，尤其是十幾家國內著名的

全國性名牌乳企也涉其中。

以蒙牛為例，多次出現消費者

中毒現象。 2010 年 4 月 22 日，

陝西周至縣馬召鎮一小學的 18 名

學生食物中毒。這些學生都是飲用

了 22 日早發放的「蒙牛」牌核桃

奶後出現食物中毒症狀的。 2011
年 4 月 22 日，陝西榆林市 251 名

學生因飲用由蒙牛集團統一配送的

學生奶後被送往醫院治療。

校，第二名是同為加州大學體系

的伯克利分校，第三則是密西根

大學安娜堡分校。這三所學校在

全國綜合大學的排名分別是第

20、22 和 25 名。

老字號的《美國新聞與世界

報導》的排名，常是外國學生選

校參考的指標。納拉揚建議外國

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在選校時不

要太拘泥於學校排名，她提醒他

們多瞭解學校對國際學生是否提

供足夠協助，以及所攻讀專業或

領域的排名，不要將校名視為參

考的唯一依據。

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估算，在排名第一的普林斯頓大

學就讀一學年，需花費將近 5 萬

2 千美元學費和約 1 萬 7 千美元

住宿費。不過由於該校優渥的獎

學金政策，學生畢業後的負債率

是 4%，約 7500 美元，為全美

第二低。

普林斯頓大學校園

（Karl  Thomas Moore/
WIKI/CC BY-SA）

示意圖（公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