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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北部一個楊姓(譯音)華裔家庭的7
名兒童失蹤5天後，警方在270公里以外其生
父家裡發現他們，各人安然無恙。

警方初步判斷其生父綁架子女，正研究是
否控以相關罪名，並調查7名兒童的母親和
繼父是否疏忽照顧或危害兒童安全。

該7名年齡介乎5至12歲的兒童，與母親及
繼父居於弗雷斯諾。上月23日晚，二人到雜

貨店購物，並囑咐12歲長子照顧年幼弟妹，
回家後卻發現空無一人，子女的衣物和行李
亦不知所終。警方接報到場，發現家裡無破
門而入跡象，相信事件是熟人所為。

與妻共享撫養權 現准與子女同住

警方懷疑失蹤案與孩子的生父楊夏(譯音)
有關，他住在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與妻子

離婚後，已逾3年沒與子女來往。
聯邦調查局(FBI)針對打擊兒童犯罪的專門

小組上周四到楊夏住所搜查，發現該7名兒
童，他們的健康狀況良好。當地警方正調查
楊夏的犯案動機，以及斷定他是否違法。由
於法庭沒就撫養權判令，楊夏及前妻均享有
子女撫養權，當局暫容許楊夏與7名子女同
住。 ■路透社/美聯社/美國廣播公司

美7華裔童失蹤5日 疑生父綁架

「飛龍」號運載火箭「獵鷹9」號
在美東時間前日早上10時10分

(香港時間昨晚11時10分)，從佛羅里達州
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發射升空，逾2,000
人到場觀賞，但陰雲密佈頗為掃興。

太空公司中斷直播訊號

NASA及SpaceX均在網上直播，發射
12分鐘後，SpaceX負責人稱飛船有問
題，中斷直播訊號。公司工程師發現

「飛龍」號的4組吊艙推進器只有一組運
作，太陽能電池板因而要推遲打開。推進
器失靈會損害太空艙飛行及與太空站對
接的安全，亦可能令其無法順利返航。
經搶修後，3組推進器在升空後6小時恢

復正常。SpaceX創辦人馬斯克承認問題最

初「有點嚇人」，但基本上是小故障，估
計可能因閥門阻塞導致吊艙的氧化劑箱壓
力下降所致，強調目前下結論言之尚早。

《華爾街日報》稱，NASA關注事件，認為
除非所有推進器正常，否則太空艙可能會
過於靠接太空站，嚴重可致兩者相撞。

攜補給升空 月底返航

NASA表示，SpaceX會繼續檢查飛船，
如無意外，太空艙與太空站下個對接時
機是今日早上。「飛龍」號今次攜帶約
544公斤補給和實驗物資，原定昨與太空
站對接，至本月25日運載近1.2噸試驗樣
本和設施返回地球。SpaceX計劃年底再
派出「飛龍」運物資上太空。

SpaceX與NASA去年簽署總值16億美元

(約124億港元)的合約，共12次運送物資來
往國際太空站。去年10月首次運送時，搭
載「飛龍」號的「獵鷹9」號火箭升空後
曾突現異常，導致一顆試驗衛星未能進入
預定軌道，最終在地球大氣層完全燒燬。
去年5月的試驗飛行中，太空艙感測器故
障導致與太空站對接延遲兩小時。

目前，「飛龍」號是唯一能從太空站
安全返回地球的無人貨運飛船。俄羅斯

「聯盟」號載人飛船僅能從太空站運回少
量物件，「進步」號貨運飛船及歐洲、
日本的貨運飛船返回大氣層時將燒燬。
美國軌道科學公司(OSC)亦與NASA簽署
總值19億美元(約147億港元)的合約，短
期內會向太空站試射商業飛船。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華爾街日報》

全球首個造訪國際太空站的商業太空艙「飛

龍」號(Dragon)前日再度在美國升空，當太空

艙與火箭分離進入地球軌道後，4個推進器有3

個發生故障，目前已修復問題，但會延遲最少

一日抵達太空站。這是研製火箭的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SpaceX)第2次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

運送物資，但兩次均出師不利，據悉NASA擔心

推進器失靈會令太空艙與太空站對接時相撞。

全球首位自費太空旅客、美國富翁蒂托日前宣布「靈感火星」計劃，挑選
一對願冒損害生育能力風險的夫婦，於2018年乘坐SpaceX公司「飛龍」號來
回火星501日。分析指，SpaceX近年同時贏得商業及軍事通訊衛星發射任
務，未來數年將面對安全挑戰，部分前太空人質疑私企技術未到家，美國太
空總署(NASA)要承擔風險。

自穿梭機前年退役至「飛龍」號首次升空，美國向太空站運送人員和貨物
均需依靠俄羅斯。為此，NASA鼓勵私企開發往返空間站的載人「太空巴
士」。SpaceX正改進「飛龍」號，冀3、4年內載人飛行。然而，其火箭發射
數目未及NASA預期，自2010年夏天起，該公司的「獵鷹」號火箭僅發射過5
次，當中3次還是試驗性質。

削支拖累 NASA停研太空的士

NASA與波音、SpaceX及Sierra Nevada簽署總值逾11億美元(約85億港元)的
合作夥伴協議，研發「太空的士」。美國自動削支機制昨啟動，NASA本財年
被削近10億美元預算(約77億港元)，將暫停今夏「太空的士」研發計劃。

■路透社/《洛杉磯時報》

樞機主教明舉行遴選預備會

黑人主教蒂爾克松
傳承前教宗保守路線

美學歷差距擴
80後男少數裔輸蝕

5年後載人上火星
安全成疑

英國《海洋政策》期刊前日刊登的研究
顯示，全球每年有1億條鯊魚因商業捕獵
被殺，捕殺率遠超繁殖率，令大量品種的
鯊魚面臨絕種危機。《瀕臨絕種野生動植
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178個成員國代
表，今日在泰國曼谷舉行會議，討論加強
保護鯊魚及限制魚翅貿易的措施。

美國紐約州石溪大學的查普曼博士表
示，2010年有9,700萬條鯊魚被獵殺，與
2000年估計的1億條看似相去不遠，但
2010年實際死亡的鯊魚可能多達2.73億
條，因不少捕獵者切下鯊魚鰭後，便把鯊
魚丟回海裡，牠們將因此死亡。而鯊魚捕
獵量於10年間改變不大，可能是捕獵者移
師至其他地區活動，以及捕獵其他品種所
致。

專家指，鯊魚的成長及繁殖速度緩慢，
故需更好保護，以免更多品種於未來數十
年間絕種。在CITES的會議上，專家將討
論加強措施保護鼠鯊、遠洋白鰭及雙髻鯊
等品種。 ■《衛報》/《華盛頓郵報》/

英國廣播公司

美國勞工統計局(BLS)前日公布最新研究結果，顯示不同
種族及性別的80後美國人，考獲大學學位的機會相差擴
大，並影響日後就業前景，例如25歲的受訪女性中，有
30%取得大學學位，但僅22%同年男性有同等學歷；非裔
及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的學歷亦較白人輸蝕。

研究訪問了9,000名25歲美國人，發現至少擁有一個學位
的受訪女性，較同等學歷男性容易獲聘，失業機會亦較
低。此外，黑人及拉美裔高中輟學者是白人的兩倍；白人
考取學士學位的機會則較前者高逾一倍。3成白人約於25
歲完成大學課程，僅14%黑人及12%拉美裔人士可比。

■路透社
加納主教蒂爾

克松(見圖)2009年
曾在梵蒂岡一場
新 聞 發 布 會 上
稱：「若衪希望
由 黑 人 出 任 教
宗，我會說感謝

歸於上帝。」雖然
外界樂見蒂爾克松
締造歷史，成為現

代第一位黑人教宗，但這位熱門人選的保守意識
形態，與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及本篤十六世可謂
一脈相承，倘人們期望他能帶來新氣象，促使教
會放寬對同性婚姻及墮胎等議題的取態，恐怕會
失望。

做清潔工被當竊匪
蒂爾克松教名「彼得」，1948年10月11日生於加

納西部一個名為恩蘇塔瓦索的村莊，母親為菜

販，父親是木匠。他年少時就讀加納的聖德肋撒
神學院，後往美國紐約攻讀神學碩士，在紐約半
工讀期間兼職銀行清潔工，有次晚上工作時被誤
當竊匪，幾乎被警察拘補。

蒂爾克松1975年成為神父，1987年到羅馬的宗
座聖經學院進修獲博士學位。他在1992年成為加
納海岸角的大主教，2003年獲擢升為樞機主教，
2009年掌管正義暨和平委員會。

播片被批反穆斯林　
蒂爾克松去年10月在一個會議中播出一段爭議

性片段，被批評反穆斯林，聲望備受打擊；片段
指穆斯林生育率偏高，未來伊斯蘭教或控制歐洲
大部分地區。

蒂爾克松解釋自己並非反穆斯林，引用片段旨
在對比西方社會「反生命」的傾向，他常批評歐
洲生育率低是反生命文化的惡果。與更保守的教
廷中人相比，他因支持以避孕措施預防愛滋病而
被視為溫和派。 ■《獨立報》/教廷官方網站

為紀念美國首位華

裔法官黃錦紹，洛杉

磯市政府決定將唐人

街的一個街區命名為

「黃錦紹街區」，是當

地首個以華裔人士命

名的街區。黃錦紹7

年前逝世，曾是史丹

福大學法學院首位華

裔畢業生，1958年他

獲當時的州長任命為

洛 杉 磯 地 方 法 院 法

官，成為美史上第一

位華裔法官，隨後更

擔任加州高等法院法

官逾20年。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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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本篤十六世上周四正式卸任後，樞機主教
團團長索達諾前日發出電郵及傳真，召集世界各
地的樞機主教明早於梵蒂岡出席遴選預備會，邀
請信又寫道，會待全部115名樞機主教抵達梵蒂
岡，才訂下遴選下任教宗秘密會議的日子。

教宗退休首日 看電視睡好覺

教廷發言人隆巴爾迪表示，本篤十六世開始退
位生活後，前日觀看關於自己離開梵蒂岡的電視
新聞報道，又在甘多爾福堡的花園散步，並且睡
得非常好。他稱，本篤十六世帶同其喜愛的音樂
光碟及多本有關神學、歷史和哲學的書本到新
居，稍後將恢復於晚上彈奏鋼琴。

■法新社/路透社

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
商業太空艙「飛龍」號

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簽訂價值16億美
元(約124億港元)的合約，涉及至少12次
物資運送

「飛龍」號運載火箭
「獵鷹9」號

「飛龍」號

商業太空艙
「飛龍」號

載貨模式 最多可
接載7人

兩塊太陽能電池板
總長16.5米

54.9米

■兩個節數
■9顆默林1C引擎
■質量︰33.34萬
公斤(以近地軌
道計算)
33.28萬公斤
(以地球同步轉
移軌道計算)

3.6
米

感應器架

側艙口

前艙口

Draco
推進器

■ 可負載 
 3,310公斤
 貨物
■ 以降落傘
 降落海上

■ 2010年12月「飛
 龍」號首次進行 
 軌道試驗，去年
 5月成功與國際
 太空站交會對接

■ 今次行程負載
 544公斤補給
 和實驗物資

「飛龍」號主要組成部分

太空艙︰接載機組人員或航空電子
設備在內的貨物及服務部分

10立方米
鼻錐︰升空時保護飛船

主體︰裝載未加壓的貨物、支援
太陽能電池板及散熱器

2.9米已加壓的
有效負載

14立方米
2.3米

3.6米

■路透社

■當地傳媒一度播放幾名兒童的相片及資料，以尋找他們的下落。 網上圖片

■ 太 空 艙

「飛龍」號

升 空 前 ，

安 放 在 空

軍 基 地

內。

美聯社

■研究表示，鯊魚實際的死亡數字或遠較

數據所示為多。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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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前往觀看「獵鷹」升空。美聯社

「飛龍」推進器失靈
NASA憂撞太空站

搶修後暫復常 延遲一日對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