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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申傑（Josh 
Clarkson）和國福亮（Liam 
Thurlby）一出生就被親生父

母拋棄，在中國一家孤兒院

一起長大。國福亮比申傑大 3
歲。他倆約定絕不拋棄對方，

「如果有一人先被收養，要想

辦法幫留在孤兒院的人。」幾

年後，先被收養的申傑兌現了

自己的承諾。

4 年前，「弟弟」申傑被

美國堪薩斯市的克拉克森家庭

領養了。申傑牢記自己的承

諾。跟著美國的家人參加聚

會、訪問朋友時，申傑總是

對人們講述國福亮，希望有

家庭能領養他。 2015 年的一

天，申傑到教授克利絲汀‧

瑟爾比（Kristin Thurlby）家

作客，向克利絲汀介紹了國

福亮。克利絲汀與丈夫崔瑞

斯（Trace Thurlby）商量後，

決定收養國福亮。 2016 年 1
月，瑟爾比夫婦飛至中國，將

國福亮接回堪州歐佛蘭帕克

市（Overland Park） 的 家。

在家中等待國福亮的，還有

「弟弟」申傑。他看到「哥哥」

時，開心極了。直到那時，國

福亮才明白，他能來美國，是

因為「弟弟」幫了他。

香港人獲諾和平獎提名

綜合媒體報導，香港「反送

中」運動至今已經持續 4 個多月，

港人無數次走上街頭表達訴求，得

到了民主國家支持。

挪威國會自由黨議員古里‧

梅爾比表示：我已提名每天冒著生

命危險去捍衛言論、民主自由的香

港人，作為 2020 年諾貝爾和平獎

候選人，我希望這將進一步鼓勵

Stand With Hong Kong這場運動。

梅比爾說，她剛剛訪問過香

港，那裡警方的暴力行為令她震

驚，抗議者的勇氣也令她印象深

刻。「數百萬香港百姓走上街頭，

運用他們的民主權利抗議被他們視

作限制其民主權利的企圖。他們遭

遇了暴力和逮捕。」她說。

梅比爾說，她提名香港民眾角

逐諾貝爾和平獎，是因為香港人冒

著生命和風險，捍衛言論自由、民

主、法治等基本權利。他們所做的

這一切，意義遠遠超越香港本土，

影響到整個地區和世界其他地方。

她希望這將鼓舞他們繼續以非暴力

的方式，為自由和民主抗爭。

美國之音報導，香港政府上星

期公布，自 6月以來，已有近 2400
人被逮捕，其中750人18歲以下，

104 人 16 歲以下。

這場歷時四個多月的抗爭運動

波音（Boeing）787班機

（示意圖）。（Dave Sizer/
WIKI/CC BY-SA）

他被領養後 
不忘自己的承諾

頭，要求當局撤回這項允許將犯罪

嫌疑人引渡到中國大陸的法案。 9
月，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逃犯

條例》修訂草案，但是抗議活動並

未就此平息。

近幾個月來，這場運動已經轉

化為更廣泛的民主訴求。

港人的抗爭得到了民主國家的

同情和支持。美國國會眾議院日前

無異議表決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

【看中國訊】挪威國會議員古里‧

梅爾比（Guri Melby）日前宣
布，她提名全體香港人為2020年
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借此鼓勵捍

衛自由民主的香港人。

沒有領袖，所有的討論、協調都在

網絡論壇上進行。梅比爾說，大多

數和她交談的香港人都強調這是一

場民眾的運動。也正是因此，她決

定提名全體香港人，而非個人作為

該獎項的候選人。

今年 4 月，香港政府向立法會

提交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觸發

了香港數十年來最大的危機。自 6
月以來，數百萬香港示威者走上街

法案》。眾議員議長南希 ‧ 佩洛

西說：「四個月來，香港年輕人向

世界表達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息，

那就是自由、正義、民主的夢想永

遠不會因不公正和恐嚇而消失。」

諾貝爾和平獎每年由挪威諾貝

爾委員會負責挑選得獎者，根據諾

貝爾基金會章程，國家元首、內閣

成員、國會議員等可提名他人競逐

諾貝爾和平獎。

香港百姓走上街頭，捍衛言論自由、民主、法治等基本權利。（Studio Incendo/WIKI/CC BY-SA）

【看中國訊】10 月 20 日，

從美國紐約直飛澳洲悉尼的澳

航 QF7879 直航班機抵達澳洲

悉尼。此次飛行逾 1 萬 6000
公里，橫跨多個時區，歷時 19
小時，是當今世上航程最長的

載客航班，也是澳航今年超長

程運輸航行計畫的處女航。

為減輕重量，讓飛機不需

中途再加油，這架由 4 名機

師輪流駕駛的波音（Boeing）
787-9 型客機上僅有 49 人。

為確保飛行安全，澳航

與澳洲兩所大學合作，在飛行

途中對旅客與機組人員進行了

健康監測，並嘗試通過調整餐

食、飲料、運動與燈光，來減

輕時差的影響。

航程最長的航班 
紐約直飛悉尼

（公有領域）

【看中國記者蘇菲報導】近

日，一名大陸女遊客在美國自駕

遊，因為超速，警察鳴笛示意她

停下，但她不予理睬，警察不得

已撞擊她的車輛，才迫使她停

下。據海外媒體報導，來自北京

的吳小姐（化名），10 月初來

美旅遊，和朋友一起租車在亞利

桑那州（Arizona）等地自駕遊。

一天，她在 Arizona 境內

66 號公路上，以超出限速 20 英

里的速度駕駛，警察鳴笛示意她

停車，沒想到吳小姐還一直往前

飆。警察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追

尾撞擊她駕駛的車，才迫使她停

下車來。停車後，警察在她車上

副駕駛座位區發現一瓶已開封的

啤酒。吳小姐被控超速、車裡有

「開罐」酒精飲料等罪名，需要

下個月出庭。

律師稱，根據亞利桑那州法

律，吳小姐已經構成三項罪名：

1、超速 20 英里以上構成

刑事犯罪。如果罪名成立，將

構成三級輕罪，最高可以罰款

500 元且坐牢 30 天，緩刑期一

年。 2、未禮讓警車，不過這只

是民事犯罪，如果罪成罰款 312
元。 3、違反「開罐法」，這個

屬於刑事犯罪，若罪名成立最

高罰款 750 元且坐牢 4 個月，

綜合媒體報導，10 月 11 日凌

晨零時 15 分左右，東北多個地區

都有人目擊隕石墜落。中共官媒報

導一顆隕石疑似墜落在吉林省松原

市附近。墜落時，松原市區天空亮

如白晝。香港東網援引香港玄學家

稱，按中國傳統，隕石墜落預示有

政壇高層人物將離世。也有人認

為，天降隕石必有牽連政局變動的

大事發生。

1976 年 3 月 8 日，一顆重約 4
噸的隕石在吉林省吉林市金珠鄉上

空 19公里發生爆炸。就在這一年，

中共巨頭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相

繼去世；同年 10 月 6 日中南海發

生宮廷政變，毛遺孀江青等四人幫

被元老派推翻。對於這一次吉林再

次天降隕石，香港《蘋果日報》刊發

的李怡撰寫的評論質疑，「東北隕石

墜落大凶兆！中國政壇天翻地覆？」

作者援引大陸郭金榮《毛澤東

的晚年生活》中記述，1976 年 3 月

8 日，吉林地區降落世界罕見的隕

石雨。同年 4 月 21 日，毛澤東讓

在美國自駕遊 要瞭解法律吉林松原墜落隕石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吉

林松原日前發生隕石墜落，但隕石

至今未找到。有關天降隕石預示政

局變動的疑雲仍在持續籠罩。

他的「貼身服務員」孟錦雲給他念

新聞。當毛聽到吉林天降隕石的消

息後，自知大限將至。毛讓孟錦雲

把窗簾打開。毛站在窗邊，望著夕

陽漸落的天際很久很久。

毛說：中國有一派學說，叫

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甚麼大

變化，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

們預報一下。天搖地動，天上掉下

大石頭，就是要死人哩。三國演義

裡的諸葛亮、趙雲死時，都掉過石

頭，折過旗桿。孟錦雲反問：您真

信嗎？毛澤東沉思後說：「古人為

甚麼要編造這些呢？」

天人感應之說是漢朝董仲舒提

出的神學理論，意指「老天」是支

配一切的最高主宰，會對人間當政

者的仁政或暴政做出天象的反應。

當主政者行王道、施仁政時，自然

就會表現得風調雨順，一切變化順

暢。當主政者背離王道，行霸道、

施暴政，天就會以地震、洪水等自

然災害示警，是為天譴。巨大隕石

墜落，預示大人物死亡與社會巨

變，也是天人感應的一種。李怡文

章引述大陸一篇網文指，1976 年

和這次的隕石都落在吉林，中國地

圖似公雞，而吉林正是雞頭，因此

凶兆都落在「頭」上，不是一般的

「死人」，而是有巨變。

但可有兩年緩刑期。

據 Arizona 州的開罐法規

定，就算司機沒喝酒，車內也不

能放置開啟的酒瓶（不過如果酒

瓶放在車後備箱即不屬違法）。

美國很多州都有「開罐法」。

不過，目前吳小姐已經結

束旅遊回到中國，她說她不會下

個月再去美國為此案出庭。吳小

姐是否就可以逍遙法外？沒這麼

簡單。如果當事人不交罰款也

不上庭，將會被檢控「未能出庭

（Failing to Appear）」，法院會

將名字送到移民局和司法部。

未來當事人再入境美國，或

前往任何和美國有引渡條約的國

家或地區，都有被抓的風險。

在美國，遇到警車鳴笛閃燈

怎麼辦？在美國，如果看到警車

鳴笛閃燈跟在自己後面，你需要

做的是：馬上打右轉向燈，並盡

快靠邊停車（特殊情況可在安全

區域停車）。停車後等待警方，

期間放下司機車窗，但記得要將

雙手放在方向盤上。如果你的手

亂動，或打開副駕前的小櫃子，

警察有理由懷疑你可能要拿出武

器，這樣對你是非常不利的。

警方上前查詢時，會要求出

示駕駛、保險信息等，同時也會

告知你哪裡違規。

正在睡夢中的王雍懿突然被

媽媽喊醒，得知大火要來了，他

趕緊跳下床，穿上衣服。他首先

想到的是住在對面的鄰居。他飛

快地衝到鄰居家，使勁按門鈴，

直到把鄰居一家叫醒後，王雍懿

才隨著家人離開。

【看中國訊】根據臺灣中央社

報導稱，美國國務院、商務部以及

農業部 10 月初致函美國 500 大企

業，強調美臺關係堅實密切，並鼓

勵這些企業強化與臺灣的貿易、投

資關係。

這封信函還提到，中共近來不

斷施壓各企業矮化對臺灣的稱謂，

並指出任何政府都不應該將其政治

標準，強加於企業提供給客戶的信

息當中。

臺灣《聯合報》還報導，這封

信中指出，雖然兩岸關係敏感，但

是美國的「一中政策」允許在一系

列議題上與臺灣進行商務與文化交

【看中國訊】美國加利福尼

亞州南部日前發生山火，大火借

風勢迅速蔓延。七歲華裔男孩王

雍懿（Nathan Wang）在逃離

前，不忘敲門叫醒鄰居。

據海外媒體報導，王雍懿一

家住在波特農場某小區。起火那

天，山火在山頂開始燃燒，在強

風的作用下，迅速蔓延到王雍懿

家對面馬路的外側。大火來了！

夜裡，人們都在睡夢中，不知道

危險已到了跟前。住在山下的朋

友叫醒了王雍懿的媽媽，叫他們

趕緊撤離。王雍懿的媽媽立即將

還在熟睡的一家人叫醒。

流，也鼓勵這種合作，如果觸及需

要小心處理的問題，國務院也會隨

時提供協助。

這封信函寫道，臺灣是美國第

11 大貿易夥伴及第 9 大農業出口

地，來自臺灣的旅客享有美國的免

簽證待遇，臺灣也是美國第 7 大留

學生來源地，美國希望持續深化與

臺灣的經濟及文化關係，並深信雙

方的經貿互動非常重要。

這封聯名信是由國務院亞太助

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商務部

代理助理部長史宜恩（Ian Steff）、
農業部海外服務署署長艾斯利（Ken 
Isley）共同簽署。

美國500大企業
美國權威財經媒體《財星雜誌》

（Fortune）每年評選全美最大的 500
家公司，以公司營業額排名。在今

年榜單上，沃爾瑪（Walmart）連

續第 7 年蟬聯榜首，石油天然氣巨

擘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位居

第 2，蘋果公司重回第 3。

美鼓勵企業強化與臺灣關係 華裔男孩不畏山火救鄰居

（公有領域）

（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