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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訊】美國一家名

叫 Heliogen 的太陽能技術公

司，研發出一種新型太陽能技

術，用人工智能 AI 來集中陽

光，使溫度達到了攝氏 1000
度。太陽能或將可替代石油、

煤等化石燃料。

人們知道，反射鏡可以

將太陽光聚焦到一處，聚焦點

可達到極高溫度，成為「太陽

爐」。現在的太陽能技術只

能使溫度達到攝氏 565 度，

可用於發電。

Heliogen 太陽能技術公

司利用電腦視覺軟件及其他技

術，讓許多面反射鏡將太陽光

束反射到一個點上，使溫度

達到了攝氏 1000 度，大約是

太陽表面溫度的四分之一。

Heliogen 的目標是達到攝氏

1500 度。

Heliogen 的創始人兼首

席執行官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說，使用 1000 面鏡

子，讓它們精確地對準一個

點，就可以達到極高的溫度。

最近再度成為全球首富的比

爾 ‧ 蓋 茨（Bill Gates） 是

Heliogen公司的投資人之一。

川普感恩節感激造物主

川普在白宮發布的一份公告中

說：「在感恩節，我們懷著敬畏和

感激的心情憶起造物主賜予我們的

慷慨的祝福，我們再次承諾本著感

恩和慷慨的精神與我們的朋友、鄰

居和家人分享。」

川普回顧了感恩節的由來，

他說，大約四個世紀前，堅定的人

們踏上了穿越大西洋的旅程，他們

抵達新大陸後，嚴酷的冬天奪去了

近一半人的生命。那些倖存下來的

人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憧憬著

自由和自主的未來。通過上帝的神

聖天意，他們與萬帕諾亞格部落

（Wampanoag Tribe）建立了有意

義的關係，憑著堅定不移的決心和

韌性，他們在第二年獲得了豐收。

慶祝豐收的活動持續了三天，他們

和萬帕諾亞格人一起坐在餐桌旁，

他們情誼深厚。最初的感恩節提供

了一種持久的感恩之情，這種感恩

之情獨特地融入了美國的精神中。

150多年後，喬治‧華盛頓總

統在獨立戰爭後，經憲法批准，宣

布了感恩節為全國性節日。 1863
年，為了促進美國各州的統一並承

F-35戰機（公有領域）

太陽能界新突破 
可達千度高溫

艱難困苦之後所得到的祝福。」

「在這個感恩節，我們感謝那

些在餐桌上被留著空位的人們。」

他特別提到請求上帝保佑為國家服

務、捍衛自由、無私奉獻的軍人，

以及保護和服務社區的執法人員和

急救人員。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應該感

謝那些發誓保衛我們和我們的生活

方式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我們向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導】美

國總統川普感恩節宣布，「根據

憲法和美國法律賦予我的權力，

特此宣布，2019年11月28日，星
期四，為全國感恩日。我希望所

有的美國人聚集在家裡和做禮拜

的地方，為我們得到的諸多祝福

向上帝祈禱感恩。」

認「至高神的恩賜」，亞伯拉罕‧

林肯總統把 11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

四定為感謝和讚美慈愛天父的日

子。這一傳統延續至今，每年都有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聚集在一起，

感恩自由的福祉。

川普表示，我們憑著堅韌不拔

的態度和決心走到了今天。美國人

「即使面對巨大的逆境也要表現出

感激之情，總是牢記我們在經歷了

他們致敬，感謝他們所做出的不可

估量的犧牲。」川普在聲明中說。

他表示：「今天，當我們與我

們所珍愛的人相聚在一起時，讓我

們感謝全能的上帝賜予我們諸多的

祝福。我們作為一個民族團結在一

起，感謝我們所擁有的自由和繁

榮，我們承認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

上帝賜予的禮物。我們祈求上帝保

護我們並賜予我們智慧。」

美國總統川普（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噴氣式戰鬥

機的激光武器正在快速發展。

美國的 F-35B 隱形戰鬥機和

夥伴國家擁有的 F-35 戰機，

將使用激光武器。這種超小型

激光武器不僅速度快、精度

高、重量輕、阻力小，而且它

對空中和地面目標攻擊的優勢

是更隱蔽和更安靜。

根據美國國家利益報導，

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Air 
Force Research Lab）、海軍

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以及很多其他軍事

部門參與了這種激光飛行武器

的地面測試，以後還將進行空

中測試。

美F-35戰機   
將使用激光武器

（Heliogen官網）

【看中國記者盧亦新綜合報

導】香港理工大學圍城事件受到

了許多人的關注。臺媒記者近日

採訪到一位受困者 Zoe，說出她

在街頭散步，誤闖理大被圍困 36
小時的經歷。中央社報導，警方

在 11 月 18 日開始包圍理大，

29 日中午解除封鎖。 16 歲的受

困者 Zoe 表示，11 月 17 日是一

個平凡的週日，從未想過自己居

然會誤闖示威現場，甚至最後還

身陷圍城戰。

當日下午，Zoe 和同學相約

在尖沙咀相見。兩人走了一段路

後，見到眼前一片煙霧瀰漫。這

時，一位示威者拉起 Zoe，跑進

了附近的建築物裡。Zoe 回過神

後，才發現自己身處理工大學，

而同學也早已不知去向。Zoe 想

返回街上，無奈外頭仍是煙霧沖

天。於是，Zoe 只能打電話告訴

家人，說自己會晚點回家。

Zoe 回憶表示，當時理大內

仍有數以千計的人，學生餐廳爆

滿。人群中除了多數是身穿黑

衣、全副武裝的示威者，還有幾

百個穿著看似普通街坊的民眾，

相傳在很久以前，曾有一場席

捲全球的大洪水，一個名為諾亞的

人提前得到了上帝的指示，建造了

一艘長 150 米、寬 25 米、高 15 米

的大木船，這便是大名鼎鼎的「諾

亞方舟」。當大洪水到來後，諾亞

方舟載著人類和動物成功躲過了一

劫，為後世留下了生命的種子。

英國《太陽報》與美國「福克斯

新聞網」報導，真正的諾亞方舟可

能就埋在土耳其山區，並且專家稱

3D 掃瞄將證明這艘船的存在，他

們拍下了半個世紀前在土耳其東部

發現的神秘船形物體的地下圖像。

神創論者長期以來一直聲稱，

傳奇的諾亞方舟的殘骸就被埋在

土耳其東部的丹杜雷克山和阿勒山

女孩意外受困理大的經歷諾亞方舟是否存在？
【看中國記者李若蘭、金唐綜合

報導】諾亞方舟的故事來自《聖

經》。最近有專家稱，在土耳其境

內的東部地區，發現了一個疑似埋

葬著諾亞方舟殘骸的奇特地形結

構，專家稱3D掃瞄圖像將證實這
艘船的存在。

脈附近，由於歷史悠久，可能已經

被岩石所覆蓋，也就是說可能已經

被「石化」。而現在發現的疑似

存在諾亞方舟的杜魯普納爾遺址

（Durup-nar site）剛好又位於丹杜

雷克山和阿勒山區域之內，而且奇

特的地形結構尺寸剛好為 150 米，

所以有專家認為，它可能就是傳說

中的諾亞方舟殘骸。

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報

導，由傑姆‧塞爾森帶領的長期

搜尋諾亞方舟的紀錄片拍攝團隊

稱，他們已經對遺址下面的一切進

行了拍攝。該攝製組稱，他們將在

即將推出的一部關於諾亞方舟的紀

錄片中披露這些照片，這些照片是

「通過電纜向地下發送電信號」而

得到的。塞爾森表示：「這些是諾

亞方舟的真實圖像，它們既不是

假的，也不是模擬的。它們將展

示出埋在地下的整艘船。」不過，

塞爾森也承認，這些圖像不一定

就是諾亞方舟的圖像，也有可能

完全是另一艘船的圖像。

目前尚不清楚塞爾森的紀錄片

將於何時播出，讓我們拭目以待。

而有些人是來送物資或找朋友，

卻也被圍困在理大。此外，還有

幾十個疑似和 Zoe 一樣誤闖進

理大的民眾。

Zoe 強調，校內不少人和自

己一樣，沒有參加示威活動，但

卻因為聽到警方警告要以「暴動

罪」拘捕離開理大的每一個人，

致使她不敢出去「送頭」（送死）。

剛當選香港區議員的理大

學生校董李傲然表示，大學校園

對學生而言，是第二個家，許多

學生一回到學校，就遭到警方封

鎖。自從警方圍城後，許多理大

校友紛紛在網絡上提供各種各樣

的逃生路線，可是這些路線亦陸

續遭到警方掌握。

11 月 18 日深夜，香港立法

會前主席曾鈺成與香港大學法學

院首席講師張達明，以及一群中

學校長進入理大，帶領有意撤離

的民眾離開理大。Zoe 最後由中

學校長帶領，離開了理大，由於

她未滿 18 歲，因此只需要登記

身分就可以離開，可是卻有更多

民眾因為成年而遭到警方拘捕，

無論他們是不是示威者。

期但沒有等到母親獲釋，他最後

回到噴泉山。江世萍的朋友說，

她是在中國出生，但住在美國

10 年。他們也非常擔心她的狀

況，並幫助她支付帳單。

中國外交部已經向 NBC 證

實，江世萍因「尋釁滋事」被拘

留，但拒絕提供與此案有關的其

他細節。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說正在關

注此案，同時也會向江世萍的家

人提供協助，並到中國的拘留所

探視江世萍，但沒有提供進一步

細節。

美國國務院今年 1 月就曾

發布針對中國的旅行警告，敦促

前往中國旅行和已經在中國的美

國公民提高警覺。中共可能會拘

留在華美國公民，甚至還會執行

「限制出境」，禁止美國公民離

開中國。

【看中國訊】從墨西哥偷渡進

入美國的中國人大量增加。 2018
年，在美墨邊境被逮捕的非法入境

的中國公民大約在 1000 人左右。

美國之音報導，今年 11 月 7
日，6 名中國公民藏身於一輛搬家

卡車內，試圖從加州聖伊西德羅

（San Ysidro）口岸非法入境。 11
月 10 日，7 名中國公民試圖從德

克薩斯的德爾里奧（Del Rio）非

法越境。

為甚麼這些人要繞道墨西哥進

入美國？根據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

的研究，2018 年出現了很多經由

墨西哥進入美國的新「道路」。

「2018 年一段時間，中美洲

很多人乘坐大篷車試圖從墨西哥

越境進入美國。在同一時期，我

們也看到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開始

紛紛效仿。」美國移民政策研究所

【看中國訊】美國亞利桑納

州噴泉山（Fountain Hills）的美

籍華裔女商人江世萍‧彼得森

（音譯）被北京當局拘留已逾三

個月，她的親友擔心她的安危。

據美國之音報導，來自亞利

桑那州噴泉山的江世萍（Shiping 
Jiang Peterson，譯音），今年 8
月跟兒子江大衛（Dawei Jiang，
譯音）飛往中國參加她父親的葬

禮，航班 8月 29日剛抵達上海，

江世萍就因涉「尋釁滋事」被拘

留。江大衛告訴美國國家廣播公

司新聞網（NBC News），有人登

上飛機帶走他的母親，並在沒有

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拘留她。「我

媽媽出示了美國護照，他們拿走

她的手機，我媽媽問為甚麼要帶

她走，他們說以後會告訴她。」

江世萍沒能參加父親的葬

禮，江大衛在上海停留了幾個星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的移

民問題專家蘭迪‧凱普斯（Randy 
Capps）對美國之音解釋道。

與此同時，從美墨邊境合法入

境的中國公民人數也在上升。航空

公司開通了從中國直飛墨西哥城和

邊境城市蒂華納的航班，中國公民

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得墨西哥簽證，

這都能解釋為甚麼中國人要經由墨

西哥進入美國。

凱普斯說，這些人一般從中

國飛往墨西哥城或坎昆，經由德克

薩斯南部的河谷口岸（Rio-grand 
Valley）入境，或是飛往蒂華納，

由聖地亞哥口岸入境。

從中國到墨西哥再到美國，

這些中國公民為何要走這條路線？

美國移民研究所的研究認為，這可

能包含宗教或政治原因。「中國特

別加大了對宗教信仰的打壓，過去

幾年，中國國內政治環境也在收

緊。」凱普斯說。

他補充道，這些人抵達墨西

哥後，有能力租用汽車或是租私家

車。「我們認為這些人不一定是貧

窮或者低收入人群，有一些可能是

相對高收入的人群，他們是在逃離

宗教或是政治迫害。」他說。

與此同時，很多來自中國的非

法入境者的目標，都是與他們在美

國合法居留的親戚團聚。

中國公民頻頻現身美墨邊境 美籍華裔女子回國被拘留

美墨邊境（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