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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形成 560 萬公里的無塵區。而

太陽風繞太陽旋轉的速度比標準恆

星模型預言的速度快了近十倍。太

陽磁場可以在很遠的距離將太陽風

拉向與恆星自轉相同的方向。這導

致太陽風在吹出太陽的過程中速度

增加了。

日冕是太陽大氣的最外層。

日冕的謎團之一是日冕位於太陽外

圍，一般預期溫度應該較低，但日

冕實際溫度卻高到攝氏 100 萬度，

是太陽表面 6000 度的 100 多倍。

科學家表示，他們發現太陽的磁場

似乎在來回翻轉，磁場變動的原因

仍是個謎團，但它使科學家瞭解能

量如何從太陽流向整個太陽系。

【看中國訊】育兒網站「寶

寶中心」（BabyCenter）最近

發布 2019 年最熱美國男嬰和

女嬰名字。

索非亞（Sophia）高居榜

首，是最受歡迎的女嬰名字；

利亞姆 (Liam) 榮登最熱男嬰

名的榜首。

2019 年最受歡迎的美

國男嬰名字的前十名的排名

是：利亞姆（Liam）；傑克遜

（Jackson）； 諾 亞（Noah）； 
艾 登（Aiden）； 格 雷 森

（Grayson）；卡登（Caden）；
盧 卡 斯（Lucas）； 伊 利 亞

（Elijah）；奧利弗（Oliver）；
穆罕默德（Muhammad）。

2019 年最受歡迎的美國

女嬰名字的前十名排名是：

索菲亞（Sophia）；奧利維亞

（Olivia）；艾瑪（Emma）；艾

娃（Ava）；阿麗雅（Aria）；伊

莎貝拉（Isabella）；阿米莉亞

（Amelia）；米婭（Mia）；萊利

（Riley）；艾莉雅（Aaliyah）。

用「清潔煤」 河北中毒頻傳

據報導，今年 10 月下旬，家

住河北省唐山市開平區窪里鎮西尚

莊村的葉姓村民在村委會的統一安

排下，以每噸 600 元人民幣的價

格購買了幾袋冬季供暖所需的「清

潔煤」及配套鍋爐。葉男透露，往

年家中都是通過燒散煤供暖，但今

年冬季開始後，當地村委會告知他

們，出於環保考慮，當地政府要求

不允許村民使用散煤取暖，要統一

使用「清潔煤」。但是沒想到，河

北唐山隨後傳出 6 名村民因使用

「清潔煤」而中毒身亡，另有數十

位村民仍在醫院搶救。

《新京報》報導，10 月 31 日，

唐山開平區窪里鎮西尚莊村村民

嚴金鳳發現 13 歲的女兒一氧化碳

中毒，經醫院搶救無效後死亡。

嚴金鳳說，當地不允許燃燒「散

煤」，今年他們家第一次使用「清

潔煤」，結果釀成悲劇。

中國之聲則引述唐山市玉田縣

林頭屯鄉後戶部莊村村民黃先生的

話說，今年 10 月，他父母購買當

地政府推廣的清潔煤，但由於天氣

寒冷，家中使用清潔煤取暖時，沒

有做好通風措施，結果造成慘禍。

帕克太陽探測器（帕克太陽探

測器網頁parkersolarprobe.
jhuapl.edu）

最熱美國嬰兒名  
索非亞和利亞姆

發的清潔煤是根據上級領導的口頭

指示，購買指定廠家的清潔煤。

但調查資料卻顯示，造成大量

村民出現中毒的清潔煤來源不一，

價格也不相同。其中名為唐山白馬

山型媒的供應企業，已於 11 月被

註銷；另一家唐山博瑞型煤則在今

年 9 月成立，對於其「清潔煤」質

量是否合格，職員僅稱是村民使用

不當造成，與企業無關。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河

北承德市及唐山市近日爆出多人疑

使用「清潔煤」後中毒身亡事件，

其中唐山一個多月就有6人身亡，
數十人被送往醫院搶救。當地居民

披露，政府沒有告知使用須知，也

沒有清潔煤的配套設備。

據黃先生披露，村裡推廣使用清

潔煤時，沒有發放宣傳手冊、囑

咐注意事項和配置報警器。

還有一些村民表示，今年冬季

開始後，村委會通知村民不可以使

用散煤取暖，政府和警察甚至還到

村裡檢查家中所存的散煤，稱「有

散煤也不讓燒，要強制性拉走，換

成政府推廣的清潔煤」。

對此，涉事村鎮官員回應，配

據瞭解，所謂「清潔煤」，按

照官方說法是指對經過配選的低硫

低揮發無煙煤末，加入黏合、助

燃、固硫、防水等添加劑，通過機

械方法加工成型的煤製品，坊間稱

為「煤球」。

這種煤主要提供給農村居民

燒煤取暖，但由於清潔煤比散煤要

貴，且不耐燒，許多農戶並不喜歡

使用，因此政府才大力進行推廣。

江蘇省連雲港的一個港口，起重機在運送煤。（Getty Images）

【看中國訊】根據《彭博》

日前公布 2019 年全球最具影

響力人物，從不同領域選出

50 人，香港反送中示威者亦

登榜。

根據彭博指出，反送中

已持續近半年，是一場社會

運動，沒有領袖，參與人數

近 200 萬。

這期《彭博》雜誌封面出

現了戴著頭盔、眼罩和面罩

的香港抗爭者相片。

雜誌在「香港示威者，

前 線 戰 士」（Hong Kong 
Protesters，the Frontline 
Fighters）一文中提及，港府

修訂《逃犯條例》，引起港人

的恐懼。示威者們在網上討

論區貼文動員，上街遊行或

集會。

根據彭博指出，港人的

民主抗爭持續至今，是因為

聽命於北京的港府，迄今仍

漠視民意，導致困局難解。

文章最後說，在香港區議會

選舉中，民主派大勝。美國

也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力挺香港示威者。

最具影響力人物 
香港示威者上榜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被伊朗當局以

「間諜罪」判刑的美籍華裔學者

王夕越已經獲釋。美國總統川普

與國務卿蓬佩奧 12 月 7 日早上

對此發表聲明，感謝瑞士協助談

判釋放王夕越，並強調美國政府

將努力不懈，把在海外遭到不公

正拘禁的所有美國人帶回美國。

美國之音報導，白宮新聞秘

書辦公室 12 月 7 日公布川普總

統的聲明說：「在伊朗被關押 3
年多後，王夕越正在返回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研究生王夕越自

2016 年起被伊朗當局以莫須有

的間諜罪名關押。我們感謝瑞士

夥伴與伊朗談判協助使王夕越獲

釋。美國公民的安全與福祉是美

國的當務之急。使被囚禁的美國

人獲釋對我的政府至關重要。我

們將繼續努力，讓所有在海外被

不法拘禁的美國公民回家。」

美國國務卿彭佩奧也在一

份聲明中說：「又一名美國人回

家了。王夕越被伊朗以虛假的指

控扣押了三年多，現在他已經獲

釋，在返回美國途中。王先生不

久將和他的妻子和兒子團聚。他

NASA 總部的恆星物理學部主

任 Nicola Fox 說，太陽是唯一一

顆我們可以仔細觀察的恆星。從源

頭獲取數據已經顛覆了我們對宇宙

中恆星物理的認知。我們的小型太

陽探測器在近距離靠近太陽時，向

人類揭示了太陽的奇異活動。

中央社報導，帕克太陽探測

器的初步發現，讓大家對太陽風和

日冕有更深入的瞭解。日冕的大量

噴發可能會影響國際空間站上的宇

航員以及全球電網電信。而太陽風

和日冕的溫度也會影響日冕的物質

拋射。太陽風是太陽向外噴發的質

子、電子與其他粒子流。帕克太陽

探測器觀察到，太陽風主要圍繞著

太陽打轉。科學家們還發現，太陽

輻射使周圍的宇宙塵埃粒子蒸發，

被伊朗扣押的王夕越獲釋NASA揭示太陽謎團
【看中國訊】2018年8月，美國宇
航局（NASA）發射了帕克太陽探
測器（Parker Solar Probe），在
距離太陽表面1500萬英里處蒐集到
大量數據，揭示了關於恆星的全新

知識。

們十分想念他。美國將繼續不懈

努力，讓每一位被伊朗和其他國

家扣押的美國人跟他們的親人團

聚。」出生在中國但已加入美國

籍的王夕越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歷史系的博士生，2016 年赴伊朗

從事學術研究期間，被德黑蘭當

局逮捕，以「間諜罪」判刑十年。

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

王夕越獲釋後將在德國接受醫生

的健康檢查，並為此將在德國停

留幾天。

普林斯頓大學發表聲明表

示，對王夕越獲釋感到欣喜，期

待他回到曾經就讀的校園。

非凡的警察、聯邦執法人員、

特勤人員、消防人員、醫護和急

救人員致敬。川普祝福所有的美

國人。他說：「我們都記得聖誕

這一永恆的真理，每個人都是神

愛護的孩子，以梅拉尼婭及家人

的名義，我們讚美我們偉大的國

家，以及人們享受著自由的庇護

和聖誕的奇跡。聖誕快樂，願上

帝保佑！」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續至今已超過五

個月，許多港人認為香港政治陰霾

籠罩，已沒有自由，近日傳出許多

富裕階層計畫移民歐美，也有許多

港人選擇移民到臺灣。

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束後，反

送中抗爭仍持續上演，面對警民衝

突加劇，社會撕裂嚴重，紐約房產

經紀潘琳對 BBC 表示，她近期接

到香港客戶諮詢的請求數量顯著上

升。這些人收入偏高，其中許多是

從事金融業、房地產的人士，也有

公務員。潘琳透露，雖然很多客戶

可能是受到反送中運動的影響，但

仍然對示威者相當支持，更有人在

紐約看房後，還到時代廣場參加聲

援香港的活動。

紐約移民律師孫文傑表示，自

香港示威爆發以來，萌生移民美國

【看中國記者心怡綜合報導】

12 月 5 日晚，國家聖誕樹點燈

儀式（National Christmas Tree 
Lightening）在白宮橢圓形廣場

（The Ellipse）舉行。川普總統

攜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為聖誕樹點

燈，並祝福所有的美國人。

一年一度的國家聖誕樹點

燈儀式是美國傳統，今年是第

97 屆點燈儀式，聖誕樹是來自

賓夕法尼亞州的科羅拉多藍雲杉

（Colorado blue spruce），用了

50000 盞燈和 450 個星星裝飾。

在海洋樂隊的演奏聲中，第

一夫人點亮了聖誕樹上的聖誕燈

飾，在場的人齊聲歡呼。

隨後，川普向來賓致謝，並

對軍人表示感謝。他說：我們感

謝那些英勇的退伍及現役軍人，

沒人能與他們相提並論，他們激

勵著我們所有的人。我們也要向

念頭的香港客戶約 25 至 35 歲，

大多是有美國留學經歷的香港本地

人。孫文傑說，紐約與加州是香港

客戶兩大移民目的地，除了美國

外，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也都

是菁英階層的選擇地之一。

而臺灣也成為移民的選擇地

之一，根據臺灣內政部移民署資

料顯示，今年 1 月至 10 月，香港

居民取得臺灣居留許可的人數高

達 4352 人，超越去（2018）年全

年總數的 4148 人。從增長趨勢還

可發現，自從 6 月反送中運動爆發

後，港人移居來臺數量逐月增長，

7 月核准申請來臺居留的香港人便

有 371 人，10 月暴增為 1243 人，

平均每天約有 40 位港人來臺灣長

住，或是移民到臺灣。

香港民意研究所發布的一項

調查結果顯示，港人越來越喜歡臺

灣，無論是對臺灣政府或者人民，

受訪港人呈現的「好感」都是最

高。香港中文大學早前發布的民調

結果顯示，有 34% 的受訪民眾表

示如果有機會，會考慮移民或移居

外地。造成港人想移民的推力，調

查結果前三名分別是：「香港太多

政治爭拗／社會撕裂嚴重」、「香

港居住環境擠迫」、「香港政治不

民主／不滿意香港政治制度」。

臺灣獲港人喜愛 成移民熱點 川普總統點亮國家聖誕樹

許多港人選擇移民到臺灣。

（Adobe Stock）

美國國務院

（AgnosticPreachersKid/
WIKI/CC BY-SA）

川普總統攜第一夫人梅蘭妮

亞為聖誕樹點燈。（Get 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