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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基輔27日綜合外電報導）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今天發布聲明
，矢言將持續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入侵。俄羅斯總統蒲亭本週將訪問中亞國家塔
吉克和土庫曼，這將是蒲亭下令侵略烏克蘭後首次出訪。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在德國南部召開峰會，今天發布聲明，矢言將持續支
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入侵。

法新社報導，G7表示： 「我們會繼續提供財務、人道、軍事、外交方面的支持，
且不論多久都會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G7輪值主席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感謝澤倫斯基與會，並推文說： 「我
們G7團結支持烏克蘭，並將持續給予支援。為此，我們全都得做出艱難但必要的
決定。我們會繼續加強施壓蒲亭（Vladimir Putin），這場戰爭必須結束。」

法新社引述消息人士報導，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今天呼籲在七大工業國集團峰
會聚集的世界領袖，盡最大努力在年底前結束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蒲亭明天將訪問中亞國家塔吉克，這是他下令侵略烏克蘭後首次出訪行程。面對日本和加拿大的連串制裁措施，莫斯科也宣布將祭出反擊。
預計蒲亭29日將轉往土庫曼，參加裏海（Caspian Sea）沿岸國家峰會。
莫斯科宣布制裁43名加拿大公民，禁止他們入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也宣布，針對俄國祭出最新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俄國黃金進口、凍結更多俄國資產，以及針對一系列俄國個人與公司的出口禁令。

（（路透社路透社））

GG77領袖矢言持續挺烏抗俄領袖矢言持續挺烏抗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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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Senate’s compromise
legislation on gun safe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new federal gun

safety law in decades.

It includes money for school safety,

mental health, across-state
intervention programs and
incentives for states to include
juvenile records in the National
Instant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
System which will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checks for those
between the ages of 18 to 21 who
want to buy a gun.

In the bill there are $750 million to
help the states implement and run
crisis intervention management
programs, the red flag program
which are designed to keep guns
out of the hands of those who pose
a threat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This legislation closes a year-old
loophole in a domestic violence law
that barred individuals who had
been convicted of domestic
violence crimes against spouses or
partners with whom they shared

children, or cohabitated with, from
having guns. The bill goes after
individuals who sell guns as
primary sources of income, but
have previously evaded registering
as federally licensed dealers who
are required to administer
background checks before they sell
a gun to someone.

The Senate passed the bill by a
vote of 65-33.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ill take action to
send the bill to President Biden to
sign it into law.

The large scale massacres caused
by the flood of guns over the years
has became the most serious
public security issue in our society.
This bill may not solve the whole
problem, but at least will let all the
people feel better. 0606//2525//20222022

Bipartisan Gun Bill Passes In CongressBipartisan Gun Bill Passes In Congress

美國眾議院週五將通過多
年來最新的控制槍支法案，並
將送交拜登總統簽署後立即生
效。
在參議院経過兩黨之全面

協商 ，週四晚間已経取得共
和黨之支持通過了槍支修正案
， 其中包括以七億五千萬之
特別預算來支持心理諮商學校
安全、 緊急支援及青少年之
犯罪背景資料檢查。
在此法案中並將特別審查

十八至二十一歲之間之青少年
購槍的審查程序， 並關閉所
謂男女朋友關係之漏洞。
參議院是以六十五對三十

三票通過了修正案， 眾議院
將於週五上午集會來表決，以
便迅速交由總統簽署生效。

我們對此法案之通過舉雙
手贊成， 多年來槍支氾濫造
成之大型屠殺事件已經造成社
會之嚴重治安事件， 而且肇
事兇手多半是青少年 ，這簡
直是令人匪夷所思， 為什么
這些未滿二十一歲的問題青年
會如此容易拿到槍械來犯罪。
這個新的法律將加大對購

槍者背景調查之力度 ，尤其
是對那些有犯罪紀錄及家庭暴
力的人， 決不可詪他們持槍
犯案。
我們要感謝參眾議院之各

位立法諸公 ，你們總算有此
共識為民解難， 减少對社會
不安之恐襲。

國會將通過新控槍法案國會將通過新控槍法案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美式一國兩制美式一國兩制----
最高法院墮胎裁決讓女子迷茫最高法院墮胎裁決讓女子迷茫

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歷史性的羅訴韋德案”(Roe
versus Wade) 後，已有 10 個州禁止了女子墮胎,另外
包括德州、懷俄明州、密西西比州、田納西州和愛達
荷州等五個共和黨執政的保守州也將頒布禁令墮胎法
律或限制墮胎程序，不過，許多民主黨人和倡導團體
正在各州推進新的法律論點, 以確保女子的墮胎權利與
潛在途徑, 所以最高法院對於墮胎的裁決已使美國變成
”一國兩制”的國家, 美國的女子將為要不要墮胎感到
迷茫困惑。

最高法院是在1973 年 引用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
羅訴韋德案”做了婦女墮胎合法化的詮釋與判決, 該院
認定女子可選擇在胎兒出生前六個月終止妊娠，這是
從維護女權觀點去樹立墮胎自主的精神，然而從保守
派觀點來看, 墮胎就是殘害新生命, 且對孕婦健康充滿
威脅, 但最高法院既已做出判決, 也成為各州遵循的明
燈, 現在卻翻轉禁止了, 不就是”以今日之非，推翻昨
日之是”嗎！

在推翻 Roe v. Wade 的意見中，保守派法官阿利
托試圖表示它不一定會影響其他決定，例如與不同種
族或同性的人結婚的權利以及避孕的權利,但反對者表
示，阿里托試圖將墮胎與其他一切隔離開來，這必引
發法律挑戰。

事實上墮胎的爭議已從生命的權利衍生為政治的

議題,爭論了半世紀之久, 由於牽連到健康、宗教、道德
、倫理、人權、自由以及法律等錯綜複雜的議題，各
方見仁見智, 爭論不休, 如今美國婦女近半個世紀以來
享有的憲法墮胎權利因為大法官的裁決而被剝奪了!

隨著時代與環境的更迭以及人類思維的改變,先例並
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最高法院在過去60年裡經常推翻
先例, 不過根據歷史學家大衛•舒爾茨的統計，從1789
年至2020年之間發佈的25544項最高法院裁決中，只
有145項被推翻, 所以從歷史長遠的眼光來看,推翻先例
算是不尋常的。

在取消了這一項可能是當今大多數在世的美國女
性一直享有的權利的同時，最高法院也拓寬了一條道
路，這條道路可能會帶來一系列重大決定，其中包括
LGBT群體的權利和避孕相關的事項可能會受到威脅,
其他如人們選擇與誰結婚的權利，包括父母決定當地
學校董事會是否可以要求其子女在學校戴口罩的權利,
簡而言之，司法判例的權威已經被極大地削弱，這會
導致美國未來在法律上的高度混亂。

總的來說，將墮胎權純粹作為政治考慮事項可能
會帶來波動性和不可預測性,對於那些渴望法律穩定和
確定性的人來說，它引發了一個不穩定的未來，激發
了令人不安的思緒。

俄羅斯黑客組織向世界最大黑客組織和俄羅斯黑客組織向世界最大黑客組織和1010個西方國家宣戰個西方國家宣戰
(綜合報道）在俄羅斯黑客組織 Killnet 發出警告

被波羅的海三傻之大傻立陶宛的政府無視後，該黑客
組織在6月27日對立陶宛國家機構的幾乎所有官網實
施了大規模網絡攻擊，以此回應立陶宛政府繼續封鎖
加里寧格勒州的決定。 《俄羅斯日報》6月27日對此
進行了報導。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影響的部門中，包括立陶宛
財政部下屬的國家稅務監察局，石油和天然氣港口網
站，甚至街上攝像頭都被癱瘓了。同時，有的網站雖
然可以打開，但卻無法使用其服務。

Killnet 組織的Telegram 頻道指出，一千多個立陶
宛網站已被禁止訪問。俄羅斯黑客還發布了立陶宛警
方網站主頁截圖，顯示該網站已被鎖住。

早些時候，Killnet 組織發布了一段視頻，警告立
陶宛政府，如果沒有在 48 小時內解除對加里寧格勒
州的封鎖，該組織將對立陶宛的政府機關和公司發動
網絡攻擊。

親俄黑客組織 Killnet 已向 Anonymous （美國黑
客組織）和他們認為目前採取反俄政策的10個國家
宣戰。這十個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意大利、英國、
拉脫維亞、羅馬尼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波蘭和烏

克蘭。 Killnet保證，他們的行動只針對上述國家的政
府，而不是針對平民。

6月18日，立陶宛鐵路公司禁止俄羅斯的貨物過
境立陶宛運往俄羅斯的飛地加里寧格勒州，立陶宛外
交部聲稱，這麼做是按照歐盟的對俄製裁措施。然而
，隨後歐盟外交負責人何塞普·博雷利表示，歐盟沒
有要求立陶宛這麼做。言外之意，這是立陶宛的擅自
行動。

匿名者（Anonymous）原先是全球最大的黑客組
織，同時原先也是全球最大的政治性黑客組織，現在
為"SECSWA"組織下屬最大的一個分支黑客組織。該
組織主要分部位於美國，其次為歐洲各國、非洲、南
美洲、亞洲等地。

2022年2月25日，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國際
黑客組織“匿名者”宣布對俄羅斯發起“網絡戰爭”
，並聲稱對“今日俄羅斯”（RT）遭受的一次網絡
攻擊負責。 2022年2月27日，國際黑客組織“匿名
者(Anonymous)”在其推特賬號上發文宣稱，在車臣
宣布向烏克蘭派兵12小時後，他們“黑掉”了車臣
政府網站。

柬埔寨2022年政府稅收
明顯增長

綜合報導 柬埔寨政府2022年稅收呈明顯增長態勢，

今年前五月同比增長約28%。

柬埔寨國家稅務局16日消息稱，今年1月至5月稅收

共為17.26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77億美元。其中

，2022年5月份稅收達2.25億美元，比去年5月增加0.36

億美元。

柬埔寨國家稅務局說，今年5月份主要稅收皆出現增

長現象，其中利閏稅同比增長15.40%；增值稅同比增長

22.32%；工資稅同比增長4.43%；不動產印花稅同比增長

53.06%；特別稅同比增長46.47%。

柬埔寨國家稅務總監關威寶表示，國稅局將與有

關當局，特別是司法部、國家警察總署等合作，調查

和打擊有組織大型逃漏稅犯罪活動，確保國家不會損

失稅收。

關威寶指出，國稅局下屬所有單位也積極與私人領域

和商會組織舉行會議，以有效解抉企業面對的稅務問題和

消除它們的擔憂。

與此同時，柬埔寨國稅局也將印刷和提供產業稅結算

發票，以便利業主繳稅。政府還計劃印制《柬埔寨稅務改

革(2013年至2020年)》書籍，記錄柬埔寨稅收征管改革工

作過程和成果，並分享改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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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給日本低收

入人群帶來嚴重沖擊。日本調查數

據顯示，受第 6波新冠疫情影響，

25%的日本單親家庭收入銳減，有

人稱大米都買不起，還有家庭每天

夥食費僅 300 日元（約合人民蔽 15

元）。

日本東京壹家調查機構3月面向

2400人進行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八

成受訪者有工作，但其中67.7%為打

零工人員或臨時工，正式員工和非正

式員工收入差距極為明顯。

《西日本新聞》表示，25%受

訪者稱自己在今年前兩個月收入減

少，導致購買食物、日用品困難。

45.7%受訪者稱經常或有時買不起大

米等主食，80.4%受訪者稱經常或有

時買不起服裝及鞋類。還有許多人

抱怨“孩子沒辦法去學校吃午間供

餐，家庭負擔大”“家裏夥食費兩

人每天 300 日元”“必須給孩子買

校服和課本，家裏快承受不起”。

該調查機構理事長赤石千衣子表

示，眼下低收入家庭面臨種種困難，

國家需緊急給予支持。“如今日本國

內物價暴漲，政府應考慮幫扶單親家

庭相關長期對策。”

韓國新任總理韓德洙拜訪文在寅
發了與文在寅的合影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新

任總理韓德洙在臉書上發文稱，他當

天前往慶尚南道梁山市平山村拜訪韓

國前總統文在寅，並配發與文在寅的

合影。

韓聯社稱，韓德洙與文在寅當天的

會面持續了大約40分鐘。韓德洙16日

晚些時候在社交媒體臉書上發文稱，他

與文在寅就日常生活、嚴峻的國內外經

濟形勢、烏克蘭局勢等進行了交談。他

稱，自己請求文在寅為新政府施政治國

提供幫助，文在寅也給予了積極回應。

韓德洙稱，為了新政府成功治國理政，

他將聽取包括前總統在內的各界人士意

見，為建設團結的韓國而努力。

韓德洙在文中還談到了平山村周

邊的集會。他稱，平山村風景優美，

但村子因示威岌岌可危，合法的集會

和示威應得到尊重，但對於越過底線

的非法示威和發表粗言俗語行為，應

依法嚴懲。

韓聯社稱，韓國現任政府總理禮

節性拜訪上壹屆總統，被視為凝聚民

心之舉。文在寅和韓德洙曾在盧武鉉

政府時期共事。2007年至 2008年，兩

人當時分別擔任韓總統秘書室室長和

國務總理。

韓外長：希望《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盡早恢復正常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表示，希望

《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盡早恢復正常。壹

度中斷的韓日軍事合作有望恢復。

《韓民族日報》報道稱，樸振於當地時間

13日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 布林肯舉行

會談，在會後會見記者時，被問及“在韓日恢

復共享軍事信息方面美國是否發揮作用”時，

樸振回答，希望韓日關系和《韓日軍事情報保

護協定》盡早恢復正常。為了應對朝鮮，需要

保障韓美日安全合作順利進行。

報道稱，樸振上述發言引發關註有兩個主

要原因：首先是因為他所使用的“正常化”壹

詞，《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規定的是韓日

兩國交換敏感軍事信息時必須相互遵守的規定

和程序，並不是指兩國需要義務性地交換信息

。即使簽訂《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倘若韓日

兩國政府不願意，也可以停止交流。

在韓日矛盾達到極點的2019年8月末，當

時青瓦臺表示，將在三個月後終止《韓日軍

事情報保護協定》，並表示2016年 11月簽訂

協議後，韓日直接交換信息的次數為29次。

這表明，實際上通過《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

定》得到的信息並不多，國家安全也沒有出

現漏洞。樸振所說的希望協議“正常化”也

反向表明了其間韓日之間的信息共享是“非

正常的”。

報道指出，進入今年以來，韓日軍方多次

公開圍繞“朝鮮具體發

射了多少枚導彈”各執

己見，多次暴露出兩國

沒有緊密交換情報的事

實，韓日之間的軍事信

息交流上存在錯誤。這

些問題壹再暴露後，6月

11日，以在新加坡舉行

的亞洲安全峰會（香格

裏拉對話會）為契機，

韓美日三國防長舉行會

談，就“將實施韓美日

導彈警報演習和彈道導

彈探測、追蹤演習”達

成協議。

第二，樸振在韓日軍事合作之前加上了改

善韓日關系這壹前提。韓日之間的軍事合作在

韓國國內是敏感問題，要想全面推進韓日軍事

合作，韓日關系有必要首先得到改善。因此，

在亞洲安全峰會上，雖然舉行了韓美日、韓中

防長會談，但並未舉行韓日防長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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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開放獲取專業學術期刊

《通訊-醫學》最新發表壹篇健

康技術論文，論文作者研究報

告了壹種新開發的智能手機附件

，可用於測試中耳功能，中耳在

傳導人們聽到的聲音過程中起重

要作用。

這壹基於智能手機的測試中

耳功能設備材料價格為28美元(

不包括手機價格)，而測試中耳

功能的傳統設備采購價格可高達

5000美元，意味著該項研究成果

在資源有限的低收入國家和鄉村

地區可能非常有用。

據介紹，鼓室聲導抗測試是

聽力學科室使用的壹種測試，通

過測量鼓膜響應氣壓變化的移動

來測試中耳功能。使用鼓室聲導

抗測試和其他工具精確評估中耳

疾病能改善專科轉診，或降低耳

疾不治療引發嚴重並發癥的可能

性。現有的鼓室聲導抗測試設備

采購價格在2000-5000美元，這

限制了在世界上某些地區這種測

試的可獲得性和高質量聽力保健

的可及性。

論文第壹作者和共同通訊作

者、美國華盛頓大學Justin Chan

和同事合作，開發出壹種便攜輕

量、價格低廉的鼓室聲導抗測試

系統，可作為智能手機附件使用

。這個設備與耳朵形成密封，可

改變中耳的氣壓，形成鼓膜移動

的讀數(鼓室導抗圖)，該附件的

材料成本為28美元。

論文作者在總計28名兒科患

者(1-20歲)的50個耳朵上測試了他

們的裝置，他們在西雅圖兒童醫

院(美國，西雅圖)聽覺科室就診，

由5位聽力學專家評估。他們發現

基於智能手機設備的讀數有86%

與商業鼓室計壹致。同時，這壹

新工具的軟硬件設計已開放獲取

，供任何人復制這壹設備。

論文作者總結表示，他們

的裝置有希望改善鼓室聲導

抗測試的可及性，特別是在

智能手機獲取率正在上升的

中低收入國家。後續還需進

壹步研究在更大範圍人群中

評估該裝置，包括成人和更

年幼的嬰兒。

加
拿
大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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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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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的警

察局公布壹項數據分析報告，顯示當地警

方存在針對非洲裔和原住民等族裔的過度

執法情況。

這是多倫多警方首度公布與種族相關的執

法數據報告。多倫多警察總長拉默為統計結果

向遭遇武力執法和脫衣搜查比例過高的非洲裔

、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族裔致歉。他坦承，這些

族群遭遇了不成比例的過度執法，這表明警方

沒有盡職確保民眾獲得公平和不偏不倚的警務

服務。

該項報告統計了2020年多倫多警方949次動

用武力的執法事件和7114次脫衣搜查的記錄。

數據顯示，非洲裔遭遇警方執法的比例，是其

占多倫多總人口比例的逾2.2倍。非洲裔遭遇警

方動用武力和脫衣搜查的比例，分別是該族裔

遭遇執法比例的1.6倍和1.28倍。

與白人相比，非洲裔人士在警方執法時遭

遇警員拔槍相對的可能性是前者的1.5倍。東亞

和東南亞裔人士的這壹數據則是白人的1.6倍和

2倍。

拉默承認，多倫多警方存在系統性歧視，

並承諾警方會進行改進。為此，警方出臺了

“持續改進戰略”，擬推行38項措施，諸如，

加強對警隊人員的相關培訓、審查警察學院課

程、審查現行武力使用程序、持續公布武力使

用數據等。

多倫多市長莊德利(John Tory)回應表示，相

信相關改進措施將有助於減少多倫多警隊的系

統性歧視。

當天公布的壹份由多倫多警方委托第三方

所作的警隊工作場所文化的調查報告也顯示，

在2018年，多倫多警方高層官員中的少數族裔

僅占16%，女性則只有13%。

另外，約60%的受訪者稱在過往5年中曾

在工作場所經歷或目睹性騷擾或歧視行為。

28%的女性受訪者稱自己曾在工作場所遭遇

過性騷擾。認為多倫多警隊內部存在種族主

義問題和性別歧視問題的受訪者各占約 30%

和35%。

歐盟對英國政府發起違約司法訴訟

歐盟委員會以英國政府不遵守“北愛

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為由，對其發起違

約司法訴訟。兩天前，英國外交大臣伊麗

莎白· 特拉斯剛剛向議會提交議案，正式

公布單方面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部

分內容的具體計劃。分析人士指出，這可

能是英歐之間壹場曠日持久爭鬥的開端。

雙方不僅將圍繞“北愛爾蘭議定書”展開

法律戰，還可能爆發貿易戰。

重啟法律程序
歐盟針對“北愛爾蘭議定書”重啟

法律程序即對英國發起違約司法訴訟其

實並非出人意料之舉。

早在英國政府提出單方面修改“北

愛爾蘭議定書”立法計劃的當天，歐盟

委員會副主席馬邏什· 謝夫橋維奇就曾表

態稱，英國的單邊行動損害雙邊互信，

歐盟不會重新談判，可能會采取法律行

動進行應對。謝夫橋維奇15日還補充說

，英國政府提出立法表明其打算單方面

違反國際法。

與之相較，英國對歐盟發起違約司

法訴訟的回應則耐人尋味。英國政府發

言人雖然稱歐盟重啟法律程序“令人失

望”，但卻表示英國現在的首要任務

“仍然是通過談判找到解抉辦法”。這

位發言人還解釋說，歐盟壹直堅持不能

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英方“被迫

修改部分內容”。英國政府向議會提交

的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的

立法計劃是“保護歐盟統壹市場的合理

、實用的辦法”。

壹時間，英歐間不僅再起爭端，而

且火藥味日漸濃厚。

追根溯源，英歐間這場爭鬥的導火

索是特拉斯13日向英國議會提交關於單

方面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

的議案。英方認為，議案能夠解抉議定

書在北愛爾蘭造成的實際問題，如海關

程序繁瑣、監管不靈活、稅收和支出差

異等，實際上則點燃了歐盟方面的怒火

，進而促使其采取法律行動。

如果說英方的議案是導火索的話，

那麼雙方此番矛盾的根源則是對是否應

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意見不壹。

“北愛爾蘭議定書”是“脫歐”協議

的壹部分，議定書的核心內容是在英國

“脫歐”後，英國北愛爾蘭留在歐洲單壹

市場與歐盟關稅同盟內，北愛爾蘭與愛爾

蘭之間不設“硬邊界”。然而，如此壹

來，英國大不列顛島進入北愛爾蘭的部分

商品就需要接受海關和邊境安全檢查。為

此，英國國內早有修改議定書的呼聲。然

而，對歐盟2021年10月發布的修改建議，

英方認為其不能解抉關鍵問題，並於今年5

月正式拒絕。此後，英方還表示或將“采

取單方面行動”推翻議定書部分內容。

各方意見不壹
歐盟對英國發起違約司法訴訟可能

會開啟英歐間壹場曠日持久的爭鬥。目

前，歐盟與英國正在“針尖對麥芒”地

互相指責。

歐盟委員會對英方展現出強硬姿態

。在15日發布的聲明中，歐盟委員會稱，

盡管壹再呼籲英國政府執行“北愛爾蘭議

定書”，但英國政府未能這洋做，此舉明

顯違反了國際法。歐盟方面還稱，啟動司

法訴訟程序旨在促使英國遵守協議，最終

目的是保護歐盟公民的健康和安全。

謝夫橋維奇則在對記者說，英國13

日公布的立法計劃違反了國際法。“毫

無疑問，(英方企圖)單方面改變壹項國際

協議，沒有任何法律或政治理據。此外

，打開單方面改變國際協議的大門，更

是違反國際法”。

針對英方議案中對議定書的修改包

括“通過獨立仲裁而非歐洲法院解抉爭

端”等內容，謝夫橋維奇評價說，英國

計劃剝奪歐洲法院在爭端管理中的作用

，這進壹步違反了國際法。

特拉斯則指出，英方議案是用來解

抉“後脫歐時代”存在的壹些問題，並

不違法。議案通過後，將會使英國大不

列顛島前往北愛爾蘭的貨物更加順暢，

此外，歐洲法院也不會成為貿易爭端的

最終仲裁者，而是要尋求其他獨立的裁

抉機制。特拉斯還認為，歐盟沒有理由

就英方立法計劃采取法律行動，並稱英

國的計劃沒有損害歐盟的利益。

英國外交部歐洲和北美事務國務大

臣詹姆斯· 克萊弗利也稱，英國政府相信

其行動在國際法下是合法的，並且符合

長期慣例。

除此之外，歐盟多國也紛紛發表意見

。愛爾蘭總理米歇爾· 馬丁表示，英國違

反國際條約令人非常遺憾。愛爾蘭外交部

長認為，英方企圖單方面修改“北愛爾蘭

議定書”的立法計劃違反英國在國際法、

“脫歐”協議和“北愛爾蘭議定書”下的

承諾。德國總理奧拉夫· 朔爾茨對英國單

方面行動發出警告。他認為，“北愛爾蘭

議定書”相關問題相當復雜，不僅涉及英

歐關系，還將影響整個地區的和平發展。

雙方矛盾升級
英國《泰晤士報》等多家媒體評論

認為，英國政府的行動，使雙方矛盾進

壹步升級。

另據歐洲媒體報道，歐盟此次對英

國采取的違約司法程序其實並非首次。

這壹程序最初曾於2021年3月啟動，後

歐盟於同年 10月暫停了程序，為的是

“本著建設性精神推動合作”。謝夫橋

維奇15日說，英國6月13日的單方面舉

動違背了“推動合作的建設性精神”，

因此歐盟方面再度對其發起違約司法訴

訟。此次的違約程序壹經啟動，可能不

會如上次壹洋讓英方輕易過關。

除了法律爭端令英國政府嚴陣以待外，

英歐雙方還可能因此番爭端爆發貿易戰。

英國主要反對黨工黨近日曾指責英國

執政的保守黨政府試圖挑起與歐盟的貿易

戰，並認定單方面修改“北愛爾蘭議定

書”將加居英國國內生活成本危機。

還有批評人士也認為，英國政府單

方面修改“北愛爾蘭議定書”可能觸發

與歐盟的貿易戰，且無益於北愛地區政

局穩定。

輿觀調查公司近期曾作過相關民調

，結果顯示：在英國，49%的調查對象

認為壹旦英歐間爆發貿易戰，英國經濟

所受損失將大於歐盟；11%的調查對象

則認為歐盟損失更大。

不過，目前英歐之間也存在緩解矛

盾的可能性。謝夫橋維奇在被問及歐盟

是否會因此次英方的單方面行動中止與

英國的貿易協議時回答說，他預計英國

的議案將在議會“花費壹些時間”。

“當然，如果英方此次的議案最終成為

法律，那麼我當然不能排除歐盟方面采

取進壹步行動的可能。但目前還沒有到

那個地步，我們希望解抉這壹問題，就

像兩個夥伴應該做的那洋，尋找彼此之

間的共同點”。

謝夫橋維奇的上述言論也透露出英

歐間爭端消弭的壹絲希望。

國際最新研發可測試中耳功能智能手機附件
聽力保健成本巨降

澳研究顯示兒童時期體格與中年認知能力有關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壹項跟蹤研究顯

示，兒童時期在體格測試中的表現與中年

時期的認知能力有關，並且這種關聯不受

兒童時期學業能力、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中

年時期是否吸煙、飲酒等因素影響。這表

明，防止認知能力退化的保護性策略可能

需要提前到兒童時期實施。

據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日前發布的公

報，這項研究由該校與澳衛生服務機構“半

島健康”合建的澳國家健康老齡化中心以及

塔斯馬尼亞大學孟席斯醫學研究所共同開展

。研究人員利用澳“成人健康的兒童抉定因

素”前瞻性研究的慘與者數據，對超過1200

名慘與者進行了長達30多年的跟蹤研究，以

尋找可被客觀測量的兒童健康及肥胖狀況與

中年後認知能力之間的關系。

1985年，慘與“成人健康的兒童抉定因

素”研究的1244名7歲至15歲兒童接受了心

肺健康、肌肉力量和耐力、腰臀比等方面評

估。2017年至2019年期間，研究人員利用

壹系列計算機測試

評估了這些慘與者

的認知能力，當時

這些慘與者年齡介

於39歲至50歲。

研究顯示，兒

童時期心肺和肌肉

健康水平更高、腰

臀比更低的慘與者

，中年時期大腦處

理信息速度、註意

力和整體認知能力

測試得分更高，並且這壹發現不受兒童時期

學業能力、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中年時期是否

吸煙、飲酒等因素影響。

相關論文已發表在《體育科學與醫學

雜誌》上。研究領導者之壹、澳大利亞國

家健康老齡化中心副教授米歇爾· 卡麗薩

婭表示，由於認知能力下降早在中年時期

就可能開始，而中年時認知能力下降到老

年時發展為認知障礙和癡呆癥的可能性更

大，因此確定早期生活中可能導致晚年認

知能力下降的風險因素十分重要。這項研

究凸顯了制定幹預政策改善兒童健康、預

防肥胖的重要性，也表明防止認知能力退

化的保護性策略可能需要提前到兒童時期

實施，從而讓大腦形成充足的“儲備”，

以應對中老年時可能出現的認知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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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3月11日，受俄烏衝突影響，美國和伊朗叫
停已進入最後階段的重返伊核協議談判。之後，一直沒有跡象
顯示談判將重啟。

但隨著高通脹持續，控製油價成為美國總統拜登的主要訴
求。

為了讓更多石油進入國際市場，美國開始與委內瑞拉談判
，拜登還將於7月對沙特阿拉伯進行上任以來的首訪。全球已
探明石油儲量排名第四的伊朗也成為美國考慮拉攏的對象。

另一方面，談判暫停後，伊朗繼續向西方施壓，不斷提高
濃縮鈾產量和濃度。截至5月中旬，伊朗濃縮鈾儲量已經達到
伊核協議限制的18倍。

上週末，正在伊朗訪問的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
雷利宣布，歐盟與伊朗將重啟重返伊核協議談判，美國也將參
加。

但與此前幾輪不同，中國、俄羅斯等伊核協議其他簽約國
不會參加本輪談判。美國和伊朗將先解決兩國的分歧，歐盟充
當中間人。

據美聯社6月26日報導，上週六，博雷利在伊朗首都德黑
蘭與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共同宣布將“在未來幾天內”重啟
談判。

博雷利表示，未來幾天的意思是“快速、馬上”。他指出
，俄烏衝突讓地緣政治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一背景下，完成
重返伊核協議談判比任何時候更重要。

博雷利強調，談判“必須”重啟，伊朗和美國“必須”就
此做出決定。

阿卜杜拉希揚則希望在新一輪談判中，美國能採取“現實
和公平的做法”，讓伊朗完全獲得2015年伊核協議中規定的
所有經濟利益。

自去年開始，美國與伊朗就重返伊核協議舉行了八輪談判
。由於伊朗拒絕與美國直接對話，伊核協議其他簽約方作為中
間人，負責在美伊間傳遞消息。

據博雷利介紹，本輪談判不會在維也納舉行，因為談判只
涉及伊朗、美國和歐盟三方，歐盟將充當中間人。

如果談判有了結果，伊核協議所有簽約方才會在維也納再
度會談。博雷利沒有透露談判的具體時間和地點，僅表示將在
海灣國家舉行。伊朗媒體報導稱談判地可能是卡塔爾。

週六晚，伊朗總統萊希在電視採訪中呼籲美國盡快取消對
伊朗的製裁，指責美國和歐洲違反伊核協議規定。

在3月的談判暫停時，美國與伊朗的主要分歧點包括伊朗
要求美國取消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製裁、將其移出恐怖組
織名單，以及美國確保美國政府今後不會再退出伊核協議。

鑑於美國的政治體制，拜登政府很難為下一屆政府做出保
證。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已經放話，如果拜登政府與伊朗達成協
議，等到共和黨上位時，共和黨人將在“第一天”就撕毀協議
。

而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問題上，總部位於倫敦的新聞

網站“中東之眼”援引知情人士稱，伊朗願意
在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移出恐怖組織名單上
讓步，以換取美國取消制裁。

知情人士稱，伊朗的提議是該國在恐怖組
織名單問題上讓步後，美國取消對哈塔姆·阿
爾-安比爾建築公司等實體的製裁。該公司為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所有。

但美國一直堅稱對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
製裁與伊核協議無關。美國此前強調，如果伊
朗想要解除與伊核協議無關的製裁，伊朗也需
要做出額外讓步，比如不再針對美國官員採取
行動。

有消息人士稱，伊朗和美國正在考慮就不
針對對方官員採取行動達成協議，以換取美國
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問題上讓步。

但上月底，以色列總理貝內特稱拜登已經
知會他，美國不會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移出
美國的恐怖組織名單。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是伊朗的重要武裝力
量，獨立於正規軍之外。在帶美國單方面退出
伊核協議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於2019年將伊
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定為恐怖組織，指責該組織在中東擴張。

一年後，在特朗普命令下，美軍在伊拉克暗殺了伊朗伊斯
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最高指揮官蘇萊曼尼。今年初，伊朗總
統萊希喊話美國，稱除非特朗普和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接受公
正的審判，否則伊朗將就蘇萊曼尼之死實施報復。

伊朗施壓
自與美國的談判暫停以來，伊朗一直通過不同手段向西方

國家施壓。
於本月初通過決議，譴責伊朗沒有在核項目上與國際原子

能機構（IAEA）展開實質性合作，呼籲伊朗立刻採取行動履行
其法律義務。

作為反擊，伊朗拆除了核設施內的27台IAEA監控攝像頭
，目前剩下40台還在正常運轉。 IAEA官員將此舉稱為對重啟
談判的“致命打擊”。

更關鍵的是，伊朗將濃縮鈾生產提高到了新高度。
IAEA在5月底發布的季度報告顯示，截至5月中旬，伊朗

濃縮鈾總儲量已達3809.3公斤，是伊核協議限制的18倍；濃
縮鈾豐度也突破了伊核協議3.57%的限制。

目前伊朗存儲的豐度20%濃縮鈾升至238.4公斤，遠高於
3月的56.3公斤；豐度為60%的濃縮鈾有43.1公斤，比3月增
加了9.9公斤。豐度60%濃縮鈾存儲量已經超過IAEA的“重大
數量”界線。根據IAEA定義，“重大數量”意味著不能排除
有能力製造核彈可能。

武器級濃縮鈾需要達到90%的豐度。美國軍控協會預計，
伊朗可在10天內將濃縮鈾豐度提高到90%。伊朗一直否認有

意製造核武器，強調一旦解除制裁，該國採取的措施均可逆。
就在上週日，也就是宣布要重啟談判後一天，伊朗成功試

射祖爾加納衛星運載火箭，這也是該火箭的第二次試射。
美國情報機構今年3月的評估指出，伊朗的衛星運載火箭

試射縮短了該國製造出洲際彈道導彈的時間，因為兩者使用的
技術相似。但伊朗堅稱，該國的火箭發射只是出於民用和防禦
目的。

在伊朗加大施壓力度之時，隨著美國中期選舉臨近，拜登
政府對抑製油價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此前多項民調顯示，高
通脹是美國選民最擔憂的問題。

自拜登上台以來，伊朗一直在為石油解禁做準備。歐佩克
通過非官方來源統計的數據顯示，2020年伊朗原油產量為199
萬桶/日，到2021年已經升至239萬桶/日。今年3月到5月，
伊朗的原油產量均在254萬桶/日以上。

預計，一旦美國與伊朗達成協議，在之後三到六個月內，
伊朗的原油出口能達到100萬-130萬桶/日。伊核協議其他簽
約方需要至少兩到三個月確保伊朗重新履行協議，因此在協議
簽訂後，伊朗無法立刻提高出口。

除增產之外，航運情報公司Kpler估算，截至今年2月，
伊朗有約1億桶石油裝載在油輪上，以便在有需要時能快速發
貨。裝船的石油中一半為原油，其餘為凝析油。

美國銀行則預測，如果美國與伊朗達成全面協議，在協議
達成後一年，伊朗能向全球市場出口的石油最多能達到4億桶
。但如果重返伊核協議崩盤，中東地區的無人機襲擊和船隻遇
襲事件可能增加，繼續推高國際油價。

暫停三個月後暫停三個月後，，美伊將美伊將““快速快速””
重啟伊核協議談判重啟伊核協議談判

（綜合報導）美國《外交政策》援引消息人士的話稱，
美國陸軍已同意提供一隻機器狗，幫助美國一家慈善機構清
理基輔附近的戰場。

報導稱，這家慈善機構名叫“Halo Trust”，是總部在
美國的排雷組織，該組織已經收到了多份在烏克蘭工作的政
府合同。其執行董事克里斯 沃特利稱，該組織將使用波士頓
動力公司的Spot機器狗在烏克蘭基輔附近的區域清除地雷、
迫擊砲彈和未爆彈藥。

沃特利稱，在去年一次測試中，Spot機器狗在清除類似
今天烏克蘭戰場上的小型且不穩定彈藥方面“表現良好”。
此外，Spot機器狗還可以利用機械臂清除彈藥坑中的未爆彈
藥，而不會對平民或在烏工作的“Halo Trust”小組構成任
何危險。

“如果你能在不危及人類安全的情況下移動某物，並將
其移動到足以與其他物品一起安全引爆的地方，那麼你就能
大幅提升（工作）曲線”，沃特利稱，由於排雷人員至少需
要六週的培訓，目前人員不足，機器狗對於當前的工作非常
重要。

《外交政策》稱，無論是開發Spot機器狗的波士頓動力
公司還是據稱批准移交的美國陸軍，都沒有就此事發表任何
評論。根據烏克蘭內政部官員的說法，截至5月20日，烏克
蘭估計有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需要排雷，這一行動可能需要
5至10年。

RT稱，俄羅斯和盟軍部隊也在頓巴斯地區開展排雷行
動，頓涅茨克官員曾表示，清除烏克蘭武裝部隊遺留在此的
地雷可能需要大約10年的時間。

美軍同意提供機器狗美軍同意提供機器狗，，在基輔附近區域排雷在基輔附近區域排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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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
道）粵港澳大灣區將共建區域醫療聯合體
和區域性醫療中心，粵港澳優勢有望強強
聯合。18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聯合
美國哈佛醫學院教學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BWH）在廣州舉辦醫
院高質量發展論壇。其間，中山大學常務
副校長、中山一院院長肖海鵬受訪透露，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南沙）醫院（以下簡
稱南沙醫院）有望在年底前建成，未來將
促進大灣區醫療服務、科研教育、人才培
養。他還表示，大灣區可聯合香港、澳門
和廣東三地醫療資源優勢打造區域醫療中
心。

合力打造區域醫療中心
“香港醫療體系在人才培養上按精

英標準培養，在人才培育規範化達到世
界標準。”肖海鵬在大會期間受訪表
示，香港除了人才培養體系外，香港的
科技創新體系也比較領先，香港科創氛
圍開放，從基礎研究到轉化到成為產品
的效率高，法律體系等各方面的保障機
制比較完善。而澳門在基層醫療和醫療
資源可及性上做得很好。“內地則擁有
海量的臨床醫療資源，醫生在臨床實踐
和手術方面的經驗豐富。”

近日國務院印發的《南沙方案》，
支持南沙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
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中山
一院在南沙正在建設中山大學附屬第一
（南沙）醫院。

肖海鵬透露，南沙醫院啟用後，將
不單單承載着病房診療，同時還會集醫
療服務、科研教育、人才培養於一體，
促進大灣區醫療水平的提升。

首批逾400港澳律師
可申請灣區執業證

考試 培訓 面試 過三關

16日，香港麥家榮律師行高級合夥人趙志
鵬收到“考核合格”通知後，難掩激

動，認為一年備考、筆試、培訓、面試等努力終
獲回報。

可一條龍跨境服務增競爭力
“參加這次大灣區律師考試的多是港澳中生

代律師，有律所律師，大律師，也有企業法務律
師。獲得大灣區內地執業資格後，對個人職業發
展意義重大。”趙志鵬以自己為例稱，他主要專
注非訴訟的企業併購、融資等業務，多涉及跨境
法務，以往，一個項目中，他只能處理在香港法
律事項，內地法務須另外請內地律師。即使在同
一個粵港聯營律所內，同一跨境項目也需要兩地
律師分工完成。

“若持有內地執業證和香港執業證，可一條
龍為客戶提供跨境法務。對企業來說，也不需要
兩地分別請律師。時間成本和費用成本可同時下
降，這無疑增加了我們的競爭力。”趙志鵬說。

他指，此前，香港律師在內地工作，或者持
有合夥聯營律所港澳律師工作證，或持有香港律
所駐內地代表處執業證。如果說上述工作證是

“小證小牌”，那麼大灣區律師執業證是“大證
大牌”，從業的廣度和深度不可同日而語。

同樣收到“考核合格”通知的還有交銀租賃
發展香港有限公司高級法律副總裁孫維。他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交銀租賃是內地國資企業在香
港的全資子公司，工作中難免會涉及到大量內地
法律。內地法律體系日趨成熟，更新速度快，迫
切需要跟上步伐。“從長遠來看，一方面大量內
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但也有越來越多的
外國投資通過香港進入內地，作為居間的服務
者，我們必須要熟悉兩地法律。公司也支持我獲
得大灣區律師執業資格，畢竟跨境經營的企業會
要求內部律師盡可能熟悉各個不同法域的法
律。”孫維說。

在收到考核結果前後，趙志鵬已經收到了珠
三角多家律所的合作邀請。他指，對於那些有跨
境業務或希望拓展跨境業務的內地律所來說，若
能夠在一個律所內完成所有跨境業務，無疑提升
了律所的吸引力、競爭力。“據我了解，這批律
師中有很多人收到了類似邀約，我相信大灣區律
師會成為內地律所的金字招牌。”

收到多份內地律所合作邀請
業界指，這種良性互動將大大增加整個大灣區

律師行業的競爭力。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
營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澳門律師李煥江說，對
內地來說，尤其可引入懂跨法域的澳門法律人才，
拓展內地律所涉澳和涉葡語系的法律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港澳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執業試點工作取得重要進展。16日起，

廣東省律師協會向首批通過粵港澳大灣

區律師執業考試（2021年）及培訓、面

試的港澳律師發出考核結果合格通知

單，料逾400人（香港超300人，澳門超

70人）獲得大灣區律師執業申請資格，

從收到通知之日起，可向珠三角九市司

法部門遞交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

區）申請，最遲25天便可辦結。港澳律

師表示，和以往的聯營律所、駐內地代

表處等的工作證相比，大灣區律師執業

證是一個“大證”，未來，獲准港澳律

師可同時承攬大灣區內粵港、粵澳法律

業務，提供一條龍服務，增強競爭力，

同時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法律服務規則

銜接、機制對接有重要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面試現場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面試現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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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香港，你最先想到的是什麼？
東方之珠，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但

可能會忽略“創科中心”這個新標籤。
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鮮明指出：“促進

香港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發揮內地和香港各自的科技優勢，
為香港和內地經濟發展、民生改善作出貢獻，是
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

香港創科，一直牽動着總書記的心—
在福建工作期間，鼓勵香港高新技術企業向

福建轉移和延伸；
在擔任國家副主席時，稱讚香港在奧運馬術

比賽籌辦工作中創下多個世界一流；
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在多個場合對香港創

科表示了關心關懷，不斷激勵香港創科融入祖國
發展大格局，創造令人欣喜的佳績。

一封來信，一次指
示，架起一座“連心橋”

2017年6月，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工程院院士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了報
效祖國的迫切願望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
總書記對此高度重視並作出重要指示。

“香港擁有較雄厚的科技基礎，擁有眾多
愛國愛港的高素質科技人才，這是我國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一支
重要力量。長期以來，香港科技界為香港和國
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這份評價，表明了總書記對香港科
技基礎和香港愛國愛港科技人才為國家與香港發
展所作貢獻的高度肯定。

“要重視香港院士來信反映的問題，抓緊
研究制定具體政策，合理予以解決，以支持香
港科技界為我們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這份支持，是總書記“香港發展一
直牽動着我的心”的又一生動體現。

總書記的重要指示精神在香港各界引起了熱
烈反響，香港媒體形容為“重大突破”“歷史性

突破”，香港創科事業迎來大發展的春天。
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國家有關部門系統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在

港兩院院士來信的重要指示，支持愛國愛港科
研人員深入參與國家科技計劃，有序擴大和深
化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

2019年2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印發，強調香港要“大力發展創新及科技事
業，培育新興產業”；

2021年3月，“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
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2021年9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要“大力發展粵
港澳合作的新型研發機構，創新科技合作管理體
制，促進港澳和內地創新鏈對接聯通”……

“科技創新，就像撬動地球的槓桿，總能創
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跡。”隨着同內地科技合作不
斷深入，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地位不斷提升。

一座橋，一片海，見證
香港創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的腳步

清晨，當第一縷陽光播灑在伶仃洋上，全長

55公里的港珠澳大橋宛如一道跨海長虹。
這片海，銘記着百餘年前永不磨滅的恥辱記

憶—
自清代被“日不落”帝國的堅船利炮轟開大

門，中國一次次被經濟總量、人口規模、領土幅
員遠不如自己的國家打敗，香港也經歷了百年屈
辱。

這座橋，創造了新時代我國科創傳奇—
這項“一國兩制”下粵港澳三地首次合作共

建的超大型跨海交通工程，被稱為“基礎設施建
設領域的珠穆朗瑪峰”。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真理：一個國家是
否強大不能單就經濟總量大小而定，一個民族
是否強盛也不能單憑人口規模、領土幅員多寡
而定。近代史上，我國落後挨打的根子之一
就是科技落後。”習近平總書記一語揭示出
歷史演進中蘊含的深刻邏輯。

這片海、這座橋，也見證着香港創科融入祖
國發展大局，共享重大發展機遇的努力。

或許你不知道，近年來，香港已多次參與重
大科技項目—香港理工大學的“相機指向系
統”隨嫦娥四號探月，“火星相機”隨天問一號
成功着陸火星，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了重要貢
獻……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及科技局有關負責人表
示：“當前，香港創科事業發展可謂生機勃勃，
正迎來前所未有的黃金機遇。”正是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香港把握創新科技合
作重大機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好發
展。

一項戰略，一片樂土，
燃起香港青年“創科夢”

東方風又來，南海潮再湧。
深圳前海石，這塊已經“當了”10年“網

紅”的石頭，熱度不減。
2012年12月7日，前海石旁，習近平總書

記發出了改革開放再出發的號召，一時間“前
海”成了熱詞，香港青年陳升心裏埋下了創業
的種子。3年後，他和夥伴成為前海深港青年夢
工場第一批入駐團隊。

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前海。陳
升回憶：“總書記說，夢工場是圓夢的地方。這
讓我們倍感振奮。”

十年間，前海從一片灘塗變成創新創業的沃
土，圓了無數香港青年“創科夢”。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
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
略。創新深植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基因，從聚焦
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領域的香港科學園，到
瞄準生物醫藥和大健康產業的橫琴粵澳合作中
醫藥科技產業園；從松山湖科學城的中國散裂
中子源，到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的福田國
際量子研究院；從“大疆無人機”“雲洲無人
船”等粵港澳三地創新合作項目成功落地，到
“港澳高校—港澳科研成果—珠三角轉化”的
科技產業協同發展模式被廣泛複製……在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導引下，粵港澳大灣區內資本、
技術、人才、信息等關鍵要素加速流轉，一批
重大科技創新項目不斷湧現，科技創新能力不
斷提升。

樹高葉茂，繫於根深。
“對香港、澳門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

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一
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
新的重大機遇。”習近平總書記為香港和澳門的
未來發展謀劃長遠。

放眼未來，只要抓住發展機遇，順應時代
潮流，香港創科事業必將像慶祝回歸祖國25
周年主題曲《前》所唱的那樣：“在這機遇面
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鍛煉……尋夢者啟程起
跑線，在這獅子山下衝線……”

總書記心繫香江：
從這3件事，讀懂總書記對香港創科的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客

戶端21日發表《總書記心繫香江：從

這 3 件事，讀懂總書記對香港創科的

關懷》，全文如下：

◆2018年10月23日上午，港珠澳大橋開通儀式在廣東省珠海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 平出席儀式，宣布大橋正式開通並巡覽大橋。圖為習近平在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視
察。 新華社發資料圖片

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th
ANNIVERSARYANNIVERSARY

林鄭：故宮館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為慶祝香港

特區回歸祖國25周年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
日開幕，由香港天籟敦煌樂團與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合辦的《敦煌與故宮對話：飛越文化二
千年》音樂會暨文化講座21日在西九戲曲中心
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北京
故宮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均是研究中國文明歷
史的重要載體，深信香港的獨特性可為弘揚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貢獻。主講嘉賓之一、北
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香港故宮館將

成為故宮文化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展示和交
流平台，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擔當重要角色。

21日活動分為跨媒體音樂會及文化講座兩
部分，歷時半小時的音樂會由香港天籟敦煌樂
團駐團樂師演繹包括3個樂章的原創大型組
曲，配合舞台上的故宮博物院珍藏文物建築及
敦煌莫高窟壁畫的圖像以及視覺效果，帶領觀
眾穿梭歷史古今，體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化講座則由王旭東、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趙
聲良及香港故宮館館長吳志華任主講嘉賓，分

享文物保育等議題。
出席21日音樂會的林鄭月娥表示，故宮博

物院和敦煌研究院均是研究中國文明歷史的重
要載體，深信香港以其獨特的歷史和地理位
置，可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出應有貢
獻。而香港故宮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
竣工，並於下月2日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觀，博
物館將肩負傳承中華文化，推進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的任務，向世界說好中國故事，響起中國
聲音。

◆《敦煌與故宮對話：飛越文化二千年》音樂會暨文
化講座21日在西九戲曲中心舉行，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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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oop of the day  

当日看点： 
 

Lee's Golden Dragon and Joseph Ting are 
proud to present a special lion dance 
performance for Bellaire Silk Apartments, 
with a special appearance by world-
renowned, 13-time champion, Master Siow 
Ho Phiew — a legend in the global lion 
dance community. As a self-taught artisan, 
Master Siow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for the art of lion dance, 
performing and teaching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1980's. Currently 
located in Malaysia, his company, Wan 
Seng Hang Dragon & Lion Arts, is the 
premier shop for any lion dance 
equipment.  
 
Starting a relationship in 1997 in San 
Francisco, Lee's Golden Dragon founder 
Dr. Allen Lee has create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renowned 
master. In 2000, 2005 and 2006, Dr. Lee 
has sent over a number of dedicated 
members to continue learning the art of 
lion dance, passing down that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Houston community and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while also having 
the honor to perform for dignitaries such as 
former Presidents Bill Clinton and Jimmy 
Carter; Governor Greg Abbot;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s well as brands like 
Disney and our very own Houston Rockets. 
 
Because of Dr. Lee's dedication to the art, 
Lee's Golden Dragon has become a 
humble member of the prestigious KSK 
Association, led by Master Siow. Lee's 
Golden Dragon is proud to honor both the 
legacy of Master Siow and Dr. Lee by 
continuing their traditions of the art of lion 
dance. 

Special Support By: 

 

 

  

李金龙醒狮团 

Lee’s Golden Dragon Team 
 

特邀 Special Appearance feat. 

                                        

            7/04/2022 10:30AM 
 

   

 

 

Happy July 4th 

 

                    Bellaire Silk  
 

（本報記者秦鴻鈞 ）
位於休士頓中國城 「敦煌
商場」 正對面（隔Corpo-
rate Dr. )的百樂公寓，今
年國慶節（7月 4日）上
午10時半起，在百樂公寓
辦 公 室 門 口 停 車 埸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 舉行
一場精彩、特別的舞獅活
動。邀請李金龍醒獅團，
帶來世界知名人士13屆冠
軍大師、馬來西亞獅王蕭
斐弘— —-全球舞獅界的
傳奇人物，精彩可期。

作為一名自學成才的
藝術家，蕭師傅自 1980
年代以來一直是舞獅藝術
的熱情倡導者，在世界各
地表演和教授學生。他的
公司，目前位於馬來西亞
的Wan Seng Hang Drag-
on & Lion Arts 是所有舞
獅設備的首選商店。他與
李金龍醒獅團的創始人
Allen Lee 博士於 1997 年
在舊金山結緣，從此 「李
金龍醒獅團」 與這位世界
知名大師建立了良好的關

係 ， 分 別 在 2000 年 ，
2005年和 2006年，李博
士先後派出多位敬業的成
員繼續學習舞獅藝術，並
將此技藝傳遍休士頓社區
和整個美國，同時也有幸
為諸如作為前總統比爾.
克林頓、吉米. 卡特；州
長Greg Abbot；市長Syl-
vester Turner ; 以及迪士
尼和我們自己的休士頓火
箭隊等品牌。由於李博士
對藝術的執著，李氏金龍

已成為蕭大師領導的著名
KSK 協會的一名成員。李
氏金龍醒獅團將以舞獅向
蕭大師及李博士的遺產致
敬，以表延續他們舞獅藝
術傳統的特別支持！七月
四日上午十時半，請務必
前來中國城百樂公寓辦公
室的門口停車場（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此珍貴的精彩
表演，不容錯過！

「「百樂公寓百樂公寓」」 誠摯邀請您與我們歡度國慶誠摯邀請您與我們歡度國慶
七月四日上午來看馬來西亞獅王蕭斐弘表演七月四日上午來看馬來西亞獅王蕭斐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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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4th, 2022 

10:30AM  

Bellaire Silk Apartments 
百乐公寓办公室诚挚邀请您与我们欢度国庆！ 

7 月 4 日早上 10:30 百乐公寓办公室门口停车场 

7255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Leasing Office 

Parking Lot 

 

 
 

The scoop of the day  

当日看点： 
 

Lee's Golden Dragon and Joseph Ting are 
proud to present a special lion dance 
performance for Bellaire Silk Apartments, 
with a special appearance by world-
renowned, 13-time champion, Master Siow 
Ho Phiew — a legend in the global lion 
dance community. As a self-taught artisan, 
Master Siow has been a passionate 
advocate for the art of lion dance, 
performing and teaching students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1980's. Currently 
located in Malaysia, his company, Wan 
Seng Hang Dragon & Lion Arts, is the 
premier shop for any lion dance 
equipment.  
 
Starting a relationship in 1997 in San 
Francisco, Lee's Golden Dragon founder 
Dr. Allen Lee has create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renowned 
master. In 2000, 2005 and 2006, Dr. Lee 
has sent over a number of dedicated 
members to continue learning the art of 
lion dance, passing down that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Houston community and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while also having 
the honor to perform for dignitaries such as 
former Presidents Bill Clinton and Jimmy 
Carter; Governor Greg Abbot;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s well as brands like 
Disney and our very own Houston Rockets. 
 
Because of Dr. Lee's dedication to the art, 
Lee's Golden Dragon has become a 
humble member of the prestigious KSK 
Association, led by Master Siow. Lee's 
Golden Dragon is proud to honor both the 
legacy of Master Siow and Dr. Lee by 
continuing their traditions of the art of lion 
dance. 

Special Support By: 

 

 

  

李金龙醒狮团 

Lee’s Golden Dragon Team 
 

特邀 Special Appearance feat. 

                                        

            7/04/2022 10:30AM 
 

   

 

 

Happy July 4th 

 

                    Bellaire S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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