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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宮攝地球天宮攝地球 神州入眼簾神州入眼簾
地球月亮相伴地球月亮相伴 燈火繁星輝映燈火繁星輝映

中國航天員三招練成拍攝神技
第一式 視角受限以靜制動
◆空間站高度只有400公里，在太
空艙內無法拍攝完整地球；從直
徑不足30厘米的圓窗取景，取景
角度受限，往往要守株待兔。
2021 年 8 月 24 日晚上 9 點 29
分，當核心艙組合體劃過北京上
空時，聶海勝抓緊機會拍下北京
夜景，畫面右側金黃色的五角星
就是大興國際機場。

第二式 光線複雜火眼金睛
◆太空裏沒有大氣層，陽光直射相
機，異常明亮，反而深邃的夜空
吸收全部太陽光，完全沒有反
光。航天員陳冬拍攝到華東萬家
燈火的盛景。這張照片的拍攝時
機恰到好處，太陽剛剛落山，餘
暉給大氣層鑲嵌上一道金邊，宇
宙繁星與地上燈光交相輝映。

第三式 飛速行進守住快門
◆航天員在空間站上用三腳架拍星
空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他們
在飛行速度達到每秒十公里的空
間站上拍攝，一天要經歷十五次
日出日落。相機長時間的曝光會
造成畫面拖尾，星星會拍成一條
線。為兼顧曝光量，必須提高感
光度，盡可能把快門速度提上
來。

圖片來源：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10月4日，針對持續兩個月仍未實現動態清
零的本輪「新疆歷史上傳播速度最快、涉及
面最廣、感染人數最多、防控難度最大的重
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新疆發布最新嚴防
疫情外溢舉措，烏魯木齊市、吐魯番市、伊
寧市、庫爾勒市要求民眾做到非必要不離開
當地，對確需離開的人員和車輛做到全過
程、全鏈條閉環管理，堅決防止本地疫情風
險外溢擴散。

全面暫停陸路離疆
目前，新疆已暫停全疆離疆客運列車；繼

續暫停全疆省際客運班線和省際包車業務；
對涉疫地區自駕出城人員一律勸返。民航方
面，執行疆外航班的客座率控制在75%以
內。
10月4日0時至24時，新疆無新增確診病

例；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者91例，其中，烏
魯木齊市天山區8例、沙依巴克區7例、高新
區（新市區）5例、水磨溝區6例、經開區
（頭屯河區）4例、米東區5例，伊犁州伊寧
市25例，塔城地區烏蘇市2例，吐魯番市高
昌區14例，巴州庫爾勒市15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
道）10月4日是中國傳統節日重陽節，
也是中國法定的老年節。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當天舉行「銘記
歷史記憶、守護歷史證人——2022年重
陽節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慰問活動」，為
大屠殺倖存者集體慶生祝壽。王義隆、
薛玉娟、謝桂英、葛道榮、艾義英、夏
淑琴等9位倖存者及後代出席活動。參
加活動的倖存者寄語年輕一代在珍惜當
今幸福生活的同時，也不要忘記過去的
苦難歷史，並以史為鑒奮發圖強。其中
年齡最長者薛玉娟更表示，「我最大的
願望就是希望祖國更加強大，再也不要
被別人欺負！」「我一定要好好地活，
看着我們國家越來越好。」
參加活動的倖存者平均年齡在92歲以
上，其中最年長的王義隆和薛玉娟老人
已經99歲，即將迎來百歲大壽。兩位老
人代表倖存者切生日蛋糕，大家同唱生
日祝福歌，祝老人們「福如東海、壽比
南山」。
活動中，9位倖存者老人在手印盒中按
下手印並簽名，這些手印將被紀念館永
久收藏。半生苦難，半生家國，被拓進
一枚枚鮮紅印記裏。這些或大或小、或
深或淺的手印背後，都有一個歷經苦難
後獲得重生的倖存者的故事。老人逐漸
老去，和時間賽跑是紀念館的重要任
務，製作和收藏倖存者手印正是紀念館
留存歷史記憶、傳遞歷史真相的重要方
式之一。
今年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5周年。
截至目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
會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僅剩55
位，平均年齡超過92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疆阿克
蘇地區溫宿縣代甫散清真寺伊瑪目阿卜杜克
熱木．木台力甫4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51屆會議發言，堅決反對美西方反華勢力抹
黑新疆「限制宗教自由」，破壞新疆人民生
活。木台力甫表示，在新疆，公民宗教信仰
自由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穆斯林群眾誦經、
禮拜、祈禱、封齋和過伊斯蘭教節日，完全
遵照個人意願，不受限制。
木台力甫介紹，自己所在的代甫散清真寺

始終開放，平時參加五次禮拜和主麻禮拜活

動有上百人，「兩節」會禮時人更多。代甫
散清真寺建於1862年，歷經百餘年已破爛不
堪。政府兩次對清真寺進行翻建，現在通了
水、電、暖，各種設施齊全，佔地3,676平
方米，大殿600平方米，可容納800人至900
人同時做禮拜。
木台力甫表示，美西方國家反華勢力造謠
新疆「限制宗教自由」明顯不符合事實，新
疆正常宗教活動受法律保護，一直都在有序
開展，堅決反對美西方抹黑新疆，破壞新疆
人民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隨着中鐵五
局作業人員4日將2根500米長鋼軌成功鋪
設，雲南大（理）瑞（麗）鐵路全線第三長
隧道——保山隧道完成鋪軌。大瑞鐵路保山

隧道位於雲南省保山市境內，全長16,097
米，是全線第三長大隧道，為I級風險鐵路隧
道，是全線重點控制性工程之一。
大瑞鐵路是連接大理市和瑞麗市的國鐵I級
單線電氣化客貨共線鐵路，是中緬國際大通
道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長330公里，橋隧比
76.5%，是《中長期鐵路網規劃》中完善路網
布局和西部開發的重要項目。其保山至瑞麗
段正線長 196.42 公里，正線橋隧佔比達
79.95%。全線建成通車後，昆明至瑞麗6小
時左右，對促進沿線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
展，助力鄉村振興和民族團結進步，服務
「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官方公布了神舟十四號航天員拍攝的大量圖
片。在陳冬拍攝的照片中，有夜晚燈火通

明的華北平原，那裏有航天員的家，也有北京航
天城。神舟十四號任務長達半年，跨越夏、秋、
冬三個季節，航天員對祖國和家人們有着無盡想
念。陳冬寫道，房間裏看外時間過得快，想的是
國，念的是家，九天逐夢，滿滿都是愛。今年9
月11日也就是農曆八月十六，陳冬記錄下了空
間站中看到的月亮，天地共賞一輪月，美輪美
奐。

太空茄苗 茁壯成長
今年7月24日，「問天」實驗艙從文昌航天發
射場成功發射。那天中午，中國空間站組合體過
境海南島上空，神舟十四號乘組在等待「問天」
時，也紛紛拍攝了海南島。在劉洋拍攝的相片
中，左側清晰可見海南島和對岸的雷州半島，而
自雷州半島沿着粵西海岸線往右，坐落在珠江口
右側的一個個綠色小島和半島，就是香港。
蔡旭哲是首次進入太空，他拍攝的照片尤其
多，像每一個地球人一樣忍不住「打卡」。7月
26日，他拍攝下雄偉壯麗的錢塘江口；7月28
日，他拍攝下高原明珠一般的青海湖。京津冀、
太湖、山東臨沂……
有趣的是，蔡旭哲在出征前曾經自己設計了一
個小實驗。他說，「帶了點植物的種子，長一點
綠植，可能感覺更溫馨一點」。果然，蔡旭哲在
太空中栽種的番茄，已經成功長出了幼苗。蔡旭
哲為這株珍貴的植物拍下了特寫，嫩綠的番茄
苗，在充滿科技感的空間站裏，格外惹人喜愛。

10月將迎夢天實驗艙
在人們享受國慶節假期時，空間站中依然是航
天員們忙碌的身影。神舟十四號航天員乘組說，
這個月空間站即將迎來夢天實驗艙，將在太空見
證中國空間站的建成。「感謝全國人民支持！感
謝這個偉大的時代！我們一定會精心準備，精準
操作，用百分之百的努力，圓滿完成好此次飛行
任務，把祖國的榮耀寫滿太空」，陳冬、劉洋、
蔡旭哲齊聲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神舟十三號
航天員王亞平4月返回地面後，透露在空間站
中的經歷，原來航天員可以享用「八菜一
湯」、「三種餡兒餃子」，還有各種各樣的
太空服裝選擇。
談及返回地面的日子，王亞平說確實有些
不適應。180多天的太空生活，足以讓航天員
產生很多身體記憶。比如，剛回來的時候，
拿杯子喝完水，就想把杯子黏在某個地方，
怕它飄走；想給別人遞東西，就想把東西直
接「飛」過去；回到地球在床上睡覺時，總
會覺得好像有點「硌得慌」，因為太空睡覺

都是漂浮的。
在太空中，航天員需要互相剪頭髮，翟志
剛和葉光富還想把王亞平剪成跟自己一樣的
平頭。「我說那不行，怎麼神舟十三號上去
兩個男航天員和一個女航天員，怎麼下來都
成三個男航天員了。」
王亞平回憶說。作為中國首位進行太空出
艙的女性，王亞平也給出「飛天」攻略。
「第一次飛天，可能是好奇和新鮮，但是第
二次飛天，更多的則是勇氣」，好奇，是面
對未知不懈探索；勇氣，是面對挑戰知難而
上。

王亞平難忘太空睡姿：漂着入眠

▲▲在空間站拍攝在空間站拍攝
要用高速快門要用高速快門，，
毋須腳架毋須腳架。。

▲▲北京夜景中北京夜景中
的 金 黃 星 星的 金 黃 星 星
（（圓圈圓圈））就是就是
大興機場大興機場。。

▼▼陳冬拍攝的陳冬拍攝的
華東夜景華東夜景，，黃黃
色為大氣層色為大氣層。。

▼▼陳冬拍攝的陳冬拍攝的
地月同框地月同框。。

◆◆77月月2424日日，，劉洋拍攝的海南島劉洋拍攝的海南島。。右端便是香港右端便是香港
赤鱲角機場赤鱲角機場（（小圖小圖）），，其輪廓清晰可見其輪廓清晰可見。。

◆正在中國空間站執行任務的神舟十四號乘組向
國旗敬禮。

◆蔡旭哲在太空中栽種的番茄成功長出幼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今年國慶，中國航天員首次在太空中

度過。官方4日發布，正在中國空間站（天宮）中執行任務的神舟十四號航天員

陳冬、劉洋、蔡旭哲拍攝的照片。神州入眼，地月同框，山河壯美還有在空間站

中成長的可愛番茄幼苗，遠在距離地球400公里軌道上的航天員，記錄下太空中

的所見所聞，為祖國慶生，為人民送上祝福。「星空是心之所往，祖國是朝思夜

想；星空是詩和遠方，祖國是人間天堂」，指令長陳冬在詩作《祖國夢》中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根據俄羅斯
商業諮詢網站援引莫斯科交易所資料，10月3
日人民幣交易額在莫斯科交易所首次超越美
元，成為該交易所交易量最大外幣。
10月3日莫斯科交易所共
完成T+1人民幣/盧布交易
64,900筆，交易金額703億
盧布，同日美元/盧布成交
29,500筆，交易額682億盧
布。人民幣交易額在莫斯科
交易所首次超越美元。
在今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
後，由於在西方制裁下大量

貿易不再使用美元和歐元支付，俄羅斯國內
的去美元化進程不斷加速，而人民幣則成為
了最佳的替代選擇。俄羅斯的天然氣、石油
出口已經採用人民幣而不是美元來支付，同

時俄羅斯也接受以人民幣進行
煤炭交易。俄羅斯已成為中國
境外使用人民幣交易的全球第
三大市場，僅次於香港特區及
英國。
此外，有報道稱，不僅俄羅
斯對人民幣的地位進行了助
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在近
期提升了人民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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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四市發布嚴防疫情外溢舉措

新疆代表在人權理事會上駁斥涉疆謠言

莫斯科交易所人民幣交易額首超美元 滇大瑞鐵路保山隧道完成鋪軌

◆新疆發布最新嚴
防疫情外溢舉措，
民眾做到非必要不
離開當地。圖為新
疆烏魯木齊市天山
區中山路一大型商
場，工作人員正在
對營業場所進行常
態化消殺。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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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中國棉花主產區新疆進入
機械化採收季。由於南北疆氣候及棉花
品種不同，新疆棉花採收基本按照「先
北後南」順序進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農業農村機械化發展中心數據顯示，
新疆2021年棉花綜合機械化採
收率超過80%。 ◆新華社

採 收 新 疆 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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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展示手印和簽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保山隧道鋪軌施保山隧道鋪軌施
工現場工現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圖為莫斯科交易所。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