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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聯合國聯合國：：世界糧價世界糧價66月下跌月下跌 但仍接近歷史高位但仍接近歷史高位
（中央社巴黎8日綜合外電報導）聯合國糧

農組織（FAO）今天表示，包括小麥在內，世
界糧食價格於6月份連續第3個月下跌，不過仍
接近歷史最高價位。

俄羅斯於2月24日入侵烏克蘭，導致烏國
糧食出口中 斷，而莫斯科隨即遭到國際制裁，
引發人們擔憂全球將陷入飢餓危機。

俄烏遼闊的穀物種植區，為世界主要糧倉，
兩國出口的小麥、植物油和玉米，在全球大宗商
品市場占很大比例。

根據FAO，衡量多種食品在國際市場價格

每月變化的糧農組織糧價指數（FFPI），曾因
俄烏戰爭於3月飆升創紀錄，如今已於6月下跌
2.3%。不過仍比去年（2021）6月高出23.1%
。

FAO首席經濟學家柯藍（Maximo Torero
Cullen）表示： 「儘管FFPI在6月連續第3月下
降，但仍接近今年3月的歷史最高水平。」

包括穀物、植物油和食糖在內，大部分食品
價格在6月下跌，穀物整體下跌4.1%。小麥下
跌5.7%，為3月以來首次。

FAO稱： 「6月價格下降是因北半球新收成

、一些主要生產國作物狀況改善以及俄羅斯產量
前景提高等季節性供應所致。」

FAO表示，俄羅斯今年小麥產量預料將非
常好。俄烏兩國小麥產量加起來約占全球小麥供
應量1/4。FAO指俄羅斯在2022-23年的小麥出
口，有可能高達4000萬公噸。

6月份植物油指數下跌7.6%，葵花籽油、
大豆油、棕櫚油價格均下跌。柯藍說，儘管有這
些下跌，但當初推高全球價格的因素仍然存在。

這些因素包括：全球需求強勁、一些主要國
家天氣惡劣、更高的生產和運輸成本以及因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導致供應鏈
中斷，此外還有烏克蘭戰爭持續所帶來的不確定
性。

相較之下，肉類價格6月漲1.7%，刷新紀
錄。FAO表示，俄烏戰爭和禽流感爆發造成的
短缺，令所有各種肉類，尤其雞肉，價格都上漲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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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zo Abe,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who served the longest
time in history, was shot
dead Friday at a train
station while making a
campaign speech for a
parliamentary candidate.

Abe was shot from behind
as he was starting his
speech. He was rushed to
the hospital, but he died
hours later.

Police arrested a

41-year-old man,
Tetsuya Yamagami, and
confiscated a homemade
gun.

Abe, 67,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ians
in Japan. With his
so-called Abenomics, he
tried to improve the
country's national
economy. In the
meantime, he also tried to
revise the constitution to
allow Japan a more active
military.

0707//0808//20222022

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Former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Shot DeadAbe Shot Dead

前首相安倍晉
三在日本奈良縣一
塲戶外的助選演說
中被人開槍近距離
射中其胸部後 ，
在送醫過程中還有
意識， 其後心肺
停止，終於傷勢過
重，不治死亡。

嫌疑人山上徹
也當場被捕， 日
本內閣召開緊急會
議， 處理可能發
生之其他變故。

安倍家族曾經

出過三位首相，
分別是安倍晉三
，其外祖父岸信介
，外叔祖父佐籐榮
作。

他的去世引起
國際社會之高度關
注，這位日本歷史
上在任最久的首相
從 未料到死於刺
客槍下。

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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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2022年7月5日，印度空軍在
社交平台宣布，“烈火之路”計劃的在線申請
窗口已關閉。相較於此前招聘季631528的歷史
峰值，這次收到了749899份申請，成果頗豐。

“烈火之路”計劃是印度國防部6月中旬推
出的一項招募徵兵新政，兩週來，印度海陸空
三軍紛紛派出人員，深入學校、社區等宣講。
更有印度企業推出了只針對“火戰士”的信貸
傾斜、優先就業等專享福利。

行進中的列車被燒、議員辦公室被砸、一
名年僅19歲的抗議者被槍殺……印度東中央鐵
路發言人2022年6月19日稱，約70億盧比的財
物遭到破壞。而比哈爾邦政府也不得不下令，
在邦內18個地區“斷網”。

以往印度徵兵，一直沿襲自英殖民時代舊
制，為大量印度青年提供了不錯的“就業”崗
位，甚至是階級躍升的進身之階。同時也讓印
度這個欠發達國家承擔了高昂的人力成本。而
部分兵團針對特定種姓、宗教、地區招兵的傳
統，也孕育了利益共同體，引發徵兵“特權階
層”的爭議。

“烈火計劃”顛覆了長期兵役制及相關福
利保障制度，這也意味著參軍入伍這個“鐵飯
碗”猝然淪為“臨時工”。

如今，在歷史與現實的重重掣肘下，印度
徵兵改革踏上了“烈火之路”。這份用心良苦
的改革計劃，“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鐵飯碗”變“臨時工”

“受疫情影響，印度徵兵已暫停兩年。而
這是一條作為面向印度普通人的、相對公平的
晉升渠道。”皮萊（D.P.K•Pillay）博士是印度
前陸軍上校，在印度軍隊有29年的服役生涯。
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印度，軍隊招募是
唯一一個在法律上不允許有‘內定名額’的地
方，任何人都可以依據成績表現加入。”

在印度，軍人受人尊重，光環傍身。軍隊
給士兵提供了終身製養老金及醫保體系，這是
很多印度人非常嚮往的福利。 “軍隊就好像是
一個特殊群體。加入其中，就會遮住一個人出
身底層的背景。”皮萊說。

2022 年 6 月中旬，印度國防部公佈的“烈
火之路”計劃，粉碎了不少底層年輕人的美夢
。

“烈火計劃”項目書中了解到，該計劃旨
在徵召17歲半至21歲的年輕人入伍，通過選拔
的士兵將作為“火戰士”（Agniveers）服役四
年。期滿之後，25%的“火戰士”將通過選拔留
在軍中成為正規軍幹部（regular cadre）、享受
軍隊福利保障制度，而其餘四分之三的“火戰
士”則將領取一次性遣散費並重返社會就業。

“在許多學生正在積極備考並等待進入招
聘後續環節時，這個計劃卻突然宣布取消此前
所有待定的招聘，對此我無法接受。”6 月 20
日，印度中央工業安全部隊（CISF）現役士兵
奇馬拉•西瓦（Cheemala Siva）在社交平台發
布辭職宣言。在一則視頻中，他憤怒地聲討印

度徵兵新政“烈火之路”計劃，並希望以自己
的辭職來抵制。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印度軍隊的最低
服役期由7年調整至17年，所有士兵退伍後均
可享受終身養老金、醫療保險等福利。

根據印度國防部的數據，從2015年至2020
年 ， 陸 軍 每 年 僱 傭 超 過 5 萬 名 士 兵 ， 其 中
2019-2020年甚至超過8萬人。而根據“烈火之
路”計劃，海、陸、空三軍總共只招4.65萬人
，其中海軍3000名，空軍3500名，陸軍4萬名
。
服役期的縮短，引發了諸多擔憂。

退伍中將維諾德•巴蒂亞（Vinod Bhatia）
批評，這種短期制的徵兵制度對印度軍隊“非
常不利，民族精神、價值觀、道德、責任感、
自律、忠誠、正直（等精神品質）將每況愈下
”。
17 年改制4 年、福利範圍收窄、徵兵人數驟減
，種種變化燃起了不少民眾心中的怒火。該計
劃宣布後不久，印度多邦爆發了抗議活動，並
在人們憤怒的情緒中逐漸失控。

《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網站6
月17日公佈視頻顯示，印度北部的比哈爾邦，
一輛載著孩子的校車被政策抗議者截停在路上
。車廂內，幾名兒童正趴在窗邊好奇地向外張
望，其中一名孩子神情緊張，隨後哭泣起來。

同 一 日 ， 《 印 度 斯 坦 報 》 （Hindustan
Times）等多家媒體公佈圖文也顯示，在與之相
鄰的北方邦，停棄在馬路上的若干公交車千瘡
百孔。有的車窗被砸碎、物品七零八落地散落
在地上，有的鐵皮已被燒黑、滾滾黑煙噴湧而
出，車架上還有未熄的火焰，四周都是掉落的
灰燼。

在旁遮普邦、喜馬偕爾邦、哈里亞納邦、
拉賈斯坦邦、北阿坎德邦的多個城市，暴力、
縱火、罷工事件也在同步上演。據多家印媒報
導，此次抗議行動造成至少1 人死亡、15 人受
傷，全印度超350列火車停運，公共交通系統驟
然癱瘓。
印軍“減負”與“換血”
為什麼要進行徵兵改革？

“該計劃並非意在調整武裝部隊的規模，
而是為了降低軍隊的平均年齡並提高整體能力
。”針對民眾的憤怒，印度國防部軍事廳秘書
阿尼爾•普里（Anil Puri）中將在新聞發布會作
出回應。

“現今，印度軍隊的平均年齡大約是32-33
歲。‘烈火之路’計劃生效之後，我們期望在
大約8-10年內，將軍隊的平均年齡降至24-26
歲。”他說。

印度國防部公佈的“烈火之路”計劃全球
概覽一節中，列舉了美國、中國、俄羅斯、以
色列、法國等世界多國的徵兵制度，並稱“上
述國家採取了相似的短期兵役模式，從而保持
軍隊年輕、健康、充滿活力”。

“印度此前一直採取募兵制，以高工資和

高福利模式招募普通士兵。對普通士兵而言，
當兵生活優越且有終身保障，甚至可以養活一
家人。但隨之而來的弊端就是，士兵年齡普遍
偏大，作戰能力堪憂，人力成本尾大不掉，政
府財政吃緊。”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張
家棟教授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根據印度國防分析研究院（IDSA）披露的
《2020-2021年印度國防預算》，印度國防養老
金的增長約佔國防總預算新增的54%， 再 加
上三軍工資和津貼（P&A），增幅佔比高達78%
。步入2016年以來，印度國防支出更是發生大
幅變化，工資和養老金支出份額過半，甚至比
軍隊儲備和資本採買的支出，還多出兩倍有餘
。

“人力成本（工資、養老金和其他福利）
的增長，是以軍需品和現代化預算為代價的。
”該機構研究員拉克斯曼•庫馬爾•貝赫拉博
士在報告中分析稱，“由於人力成本的急劇增
加，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支出受到了影響。”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印度徵兵改革，也是
印度政府財政壓力下的被迫之舉。

“世界主要陸軍大國中，印度陸軍的軍官
比例是相當低的。”上海政法學院東北亞研究
中心副主任楊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印陸軍
約120萬員額中，軍官員額僅5萬出頭，相當於
平均每24人裡才有一名軍官。而同樣採用募兵
制的美陸軍，在不到50 萬人的編制中，約有8
萬名軍官，每6人就有一名軍官。

印度軍隊中的低軍官比，一方面是印軍對
“紳士數量”的控制，更主要的還是出於經濟
方面的考慮。改為“義務兵制”以後，省出來
的費用，可以解決軍官缺編嚴重的問題，而一
支軍官數量充足的武裝力量將會在戰鬥力上體
現獨特優勢。

“烈火之路”計劃公佈後，印度商業集團
馬恆達集團（Mahindra Group）董事長、億萬富
翁阿南德•馬恆達（Anand Mahindra）宣稱，他
的公司將為軍事退役人員提供崗位。 “2021年
剛提出該計劃時我就說過，現在我重複一遍。
”

然而，慷慨的就業承諾，卻受到了質疑。
在他的社交平台評論區，一名退役於2017

年的印度海軍老兵直言，他曾向Mahindra集團
求職，但沒有收到回复。 “5 年後，我仍然失
業。而所有公司突然之間宣稱准備給火戰士們
提供工作，真是笑話……”

印 度 海 軍 上 將 阿 倫 • 普 拉 卡 什 （Arun
Prakash）在一次視頻採訪時諷刺阿南德，“截
至目前，有成千上萬個紀律嚴明、技能純熟的
前軍事人員們，正在迫切地尋找第二職業。馬
恆達集團向他們伸出援手了嗎？”

“除了政府就業幫扶措施外，退役士兵就
業也與一國的經濟環境相關。如果經濟景氣，
年輕人就業率高，這一問題自然解決。相反，
就業不充分時，這一問題就格外突出。”張家
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從現有情況來看，不少

國家會採取對退伍軍人進行就業培訓、發放安
家費、鼓勵企業招聘等措施。

在新冠疫情導致的經濟放緩之後，坐擁14
億龐大人口基數的印度，其政府公佈的失業率
高至兩位數。

正如行業機構CII發布的《印度人口紅利報
告》中所說，“如果印度沒有創造足夠的就業
機會，而且其工人沒有為這些工作做好充分的
準備，它的人口紅利可能會變成一種負擔。”

6月17日，印度中央政府旅遊部長G•基尚
•雷迪（G Kishan Reddy）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被選為“火戰士”的人，將獲得司機、洗衣
工、理髮師、電工和其他專業技能的訓練。而
印度內政部也在6月18日宣布，將為四年期的
退役士兵預留在準軍事部隊中的額外配額。諸
如印度中央政府各部門、印度人民黨控制下的
各邦，也紛紛出台就業優待政策。

然而，上述崗位培訓此前就已在印度軍隊
中實行，就業優待政策被曝光“執行不到位”
。

印度《商業標準報》（Business Standard）6
月21日報導稱，根據退役軍人重新安置機構數
據，在94個印度中央級公共事業單位中，截至
2021 年 6 月，退役士兵在 C 類職員中佔比僅
1.15%，在D類職員中佔比僅0.3%。依據人事部
門規定，這兩類職員中的退役軍人佔比分別應
為14.5%和24.5%。

印度各邦也沒有為退役人員找到工作。上
述報導稱，2019年12月的統計數據顯示，印度
比哈爾邦、北方邦、旁遮普邦和哈里亞納邦兵
員佔據印度武裝部隊的80%，但登記在冊的20
萬名退伍軍人中，只有1.5%獲得了工作分配。

曾擔任印度陸軍北方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
總司令的哈查蘭吉特•辛格•帕納格（Har-
charanjit Singh Panag）中將指出，在印度失業率
居高的情況下，並不缺乏熱衷參軍的志願者。
但是他們當中的參軍動機，更多是“為個人、
配偶和25歲以下的子女提供穩定、體面的工作
、抗風險以及終身養老金福利”。

相較於印度14億的龐大人口，印度此次徵
兵制度改革，影響了不到千分之一的人群。很
多人沒有預料到，一個影響少數群體的政策，
會導致如此廣泛的抗議。這與影響近 46%人口
的反對農業法抗議活動明顯不同。

“一個真正希望成為士兵的人，不會做出
那些將痛苦付諸為暴力的事。所以這些暴力是
受到了一些人的利用，這些人希望由此來抵制
這項計劃。”之所以有如此大規模的抗議，皮
萊覺得除了民眾真實的情緒表達外，還有一些
“別有用心”的人。

此次反徵兵新政活動中，抗議情緒最為強
烈的，是北方邦、旁遮普邦、喜馬偕爾邦、哈
里亞納邦、比哈爾邦、拉賈斯坦邦、北阿坎德
邦等八個邦。

““烈火烈火””計劃引怒火計劃引怒火，，印度徵兵新政成印度徵兵新政成““燙手山芋燙手山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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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計劃重啟壹座煤電廠
以保障冬季電力供應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證實，法國擬重啟壹座煤電廠，以保障今年冬

季法國本土的電力供應。

法國能源轉型部當天表示，鑒於俄烏沖突以及目前全球能源市場的

緊張局勢，作為保障性措施，如有必要，位於法國東部的聖阿沃爾德煤

電廠將重新啟動。據資料顯示，法國本土目前仍在運行的煤電廠僅有壹

座(科德梅斯煤電廠)，考慮到環境保護和能源轉型，法國總統馬克龍曾

承諾將在今年內關閉法國的煤電廠。在此政策背景下，聖阿沃爾德煤電

廠於今年3月31日關閉。

分析人士指出，壹旦聖阿沃爾德煤電廠重新啟動，法國將打破此前

規定的法國本土煤電站每年最多運行700小時的規定。壹方面，受到俄

烏沖突的影響，法國減少了對俄邏斯能源的進口；另壹方面，法國近壹

半的核電站因設備翻新或腐蝕等原因而暫時關閉，導致法國核電量迅速

下降。為保障今年冬季本土的電力供應，法國政府不得不考慮重新啟動

已經關停的煤電站。法國能源轉型部同時承諾，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法

國煤炭發電量將不會超過總發電量的1%，並且不會使用俄邏斯煤炭。

當前，法國社會正面臨著潛在的能源供應緊張。26日，法國三大

能源公司(TotalEnergies、EDF和 Engie)共同呼籲消費者立即減少對石

油、電力和天然氣等能源的消耗，以應對可能會到來的能源短缺和

能源價格暴漲問題。在壹篇專欄文章中，法國三大能源公司表示，

現實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導致能源價格飆升，並且威脅到了法國的社

會和政治結構，嚴重影響了家庭購買力，並呼籲消費者和企業改變

習慣，立即進行節能。

此外，為應對歐盟內部不斷上漲的能源價格，在此次G7峰會上，

法方提議從生產國層面對石油的最高價格進行限制，並表示需要重新與

歐佩克組織以及其他石油生產國壹同就該問題進行討論。

澤連斯基：每月打錢50億美元
不然俄與西方終將開戰

綜合報導 北約組織在西班牙首都馬

德裏舉行峰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以

視頻連線的方式在會上發表講話。澤連

斯基喊話北約領導人給錢給武器，稱烏

克蘭“每個月大約需要50億美元”。他

威脅道，如果北約不提供足以取勝的援

助，那麼俄邏斯終將與西方開戰。

綜合法新社、今日俄邏斯報道，澤

連斯基當天在北約峰會上稱，烏克蘭如

今急需直接武器援助和經濟援助，以對

抗俄邏斯的軍事行動。

澤連斯基說，“我們需要打破俄邏

斯的炮火優勢……我們需要更多的現代

武器、現代火炮”。他還表示對烏克蘭

進行經濟援助的重要性“不亞於武器援

助”，“我們大概每個月需要50億美元

，妳知道的，這是對國家防禦來說的基

本需求”。

他抱怨道，如今烏克蘭面臨數十億

美元的材政赤字，而他們不像俄邏斯可

以賣石油和天然氣。

今日俄邏斯稱，澤連斯基在講話中

勸說“盟友們”壹定要幫助烏克蘭。他

表示：“幫烏克蘭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結束這場戰爭，將給予俄邏斯的行動壹

個強烈回應。這是我們整個聯盟，整個

歐洲-大西洋共同體所需要做的事。”

他甚至還威脅道，如果西方國家未

能提供足夠緊急援助，未能幫助烏克蘭

取得勝利，那麼在俄邏斯與西方國家之

間將有“壹場遲來的戰爭”在等待著他

們。

烏克蘭媒體《歐洲真理報》也對澤

連斯基的這段講話進行了報道，並且宣

稱如果北約國家未能幫助烏克蘭贏得戰

爭，那麼他們將面臨著與俄邏斯爆發

“持久戰”的風險。

當地時間 29日，北約組織成員國

領導人時隔 10年再次更新了該組織的

最新戰略文件。這份充斥著冷戰思維

的戰略文件重點“針對”了俄邏斯和

中國。

該文件將俄邏斯列為“最重要和直

接的威脅”，將中國描述為“挑戰北約

的安全、利益和價值觀”，“對歐洲-大

西洋構成系統性挑戰”。“中俄間不斷

深化的合作”則被描述成企圖“破壞以

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與我們的價值

觀和利益背道而馳”。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曾駁斥道，北

約所謂新戰略文件，不過是新瓶裝舊酒

，實質上沒有改變制造假想敵、搞陣營

對抗的冷戰思維。作為冷戰產物和全球

最大軍事聯盟，北約長期固守陳舊的安

全觀念，早已淪為個別國家維持霸權的

工具。

趙立堅稱，北約應該停止以意識形

態劃線，挑動政治對抗，停止試圖發起

壹場新冷戰。北約還應該放棄冷戰思維

、零和博弈、制造“敵人”的做法，不

要在搞亂歐洲之後，企圖再搞亂亞洲，

搞亂全世界。

迷惑言論頻出
約翰遜還要跟馬克龍搶想法？

綜合報導 在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建

立“歐洲政治共同體”的建議後，英國首

相約翰遜提議建立壹個現代版的“羅馬帝

國”，包括土耳其和其他主要北非國家，

以加強地區團結。

報道稱，本周早些時候，在德國舉行

的七國集團峰會上，法國愛麗舍宮暗示，

英國首相在壹次雙邊會議上對法國總統的

計劃（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表示了

“興趣”。

然而，在前往西班牙馬德裏參加北約

峰會時，約翰遜卻對記者辯稱，這個想法

是他首先提出的，並補充說，他還支持建

立壹個涵蓋北非國家的更廣泛聯盟。

“我第壹次擔任外交大臣時就有這個

想法，”約翰遜說，指的是他從2016年到

2018年任職英外交大臣。“我的看法是，

我們應該重建整個概念。我認為土耳其應

該有。我認為馬格裏布（阿拉伯馬格裏布

聯盟）應該有，我認為我們基本上應該重

建羅馬帝國的‘我們的海’（羅馬帝國擴

張時期，整個地中海成為了羅馬的內湖，

被稱為‘我們的海’）。”

《金融時報》

稱 ， 約 翰 遜 還 表

示，如果與英國上

述更廣泛的目標相

壹致，那麽馬克龍

的 想 法 “ 值 得 壹

看 ”。他還補充說

，建立國家之間的關

系也很重要，而不是

“發明新的結構”。

《金融時報》

還稱，最近幾天，

英國官員表示，約

翰遜和馬克龍之間的關系有所改善。報

道援引壹位唐寧街10號官員的話稱，約

翰遜和馬克龍26日在G7峰會壹對壹會談

中同意重啟關系，這位官員還將兩人新

建立的親密關系描述為“哥倆好”（Le

Bromance）。然而，愛麗舍宮對約翰遜

與馬克龍的會談顯然不太熱情，壹位高

級官員只說：“（會議）進展順利，就

是這樣。”此外，根據多名法國官員表

示，馬克龍長期以來壹直希望改善與倫

敦的雙邊關系，但發現約翰遜是壹個不

可靠的對話者。

據此前報道，當地時間5月9日，馬

克龍在歐洲議會閉幕式上講話時提議建立

新的組織——歐洲政治共同體，目標是保

持歐洲大陸穩定。包括英國、烏克蘭在內

的歐洲“民主國家”可以在這壹共同體框

架內尋找“政治合作的新空間”，合作內

容可涉及安全、能源、交通、基礎設施投

資和行動自由等。

伊朗外交部：
將與歐盟協調員

就下階段伊核談判保持聯系
綜合報導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納賽爾· 卡納尼說，伊朗和美國在卡塔

爾首都多哈就恢復履行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舉行了為期兩天的間接談判

，伊朗將與歐盟協調員就下階段談判保持聯系。

卡納尼在社交媒體上說，美伊通過歐盟協調員進行了為期兩天的

“密集會談”，伊朗提出了“關於剩余問題的操作想法和建議，而另壹

方也提出了其考慮”。伊朗副外長兼伊核問題首席談判代表巴蓋裏將與

歐盟協調員、歐盟對外行動署副秘書長恩裏克· 莫拉就“談判路徑的延

續和下壹階段談判保持聯系”。

莫拉在社交媒體上說，美伊雙方在多哈展開兩天“緊張”談判，但

沒有取得歐盟團隊作為協調人所期望的進展。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邏斯、中國和德國達成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承諾限制其核計劃，國際社會解

除對伊制裁。2018年5月，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隨後重啟並新增壹系

列對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協議部分條款，

但承諾所采取措施“可逆”。

伊核協議相關方 2021年 4月開始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談判

，討論美伊兩國恢復履約問題，美國間接慘與談判。第八輪談判

於 2021 年 12 月 27日在維也納啟動。今年3月11日，歐盟外交與安全

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宣布，談判由於“外部因素”暫停。6月25日，

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揚和博雷利在德黑蘭宣布，伊核談判將在數天

內重啟。

SEC開出史上最大金額審計罰單：安永因員工考試作弊被罰1億美元

綜合報導 根據今天公布的

和解令，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

支付創紀錄的1億美元罰金，並

承認近年來其部分審計員在註冊

會計師考試道德部分作弊。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稱，這是有史以來對審計公司開

出的最大罰單，部分原因是安永

沒有向監管機構報告這起醜聞，

而監管機構曾向該公司詢問是否

存在此類不當行為。

報道說，該案是這壹受托監

督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可靠性的行

業在聲譽方面遭遇的最新挫折。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另壹

家——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2019年曾因違反道德準則（包括

部分審計員被控在培訓考試中作

弊）被罰5000萬美元。

證券交易委員會執法主管

格比爾· 格雷瓦爾說：“那些負

責逮住客戶欺詐行為的專業人

士竟然在道德考試中作弊，這

實在令人憤慨。同樣令人震驚

的是，安永阻礙我們對這壹不

當行為開展調查。”

這壹處理結果可能會讓安

永高管將該公司拆分為獨立審

計和咨詢公司的努力復雜化。

這些高管在為可能的拆分做準

備時，大概已經知道證券交易

委員會在做調查了。

證券交易委員會稱，安永

2019年6月從壹名內部告密者那

裏得知，壹些雇員在道德考試中

作弊。美國國家會計委員會規定

，參加該考試成績合格是初次獲

得和續領從業牌照的必要條件。

證券交易委員會 2019

年 6月曾詢問安永是否收到過

關於考試作弊的報告。安永公

司披露了之前的壹些作弊案例

，但沒有公布舉報人針對道德

考試提交的最新報告。

證券交易委員會在和解令中

表示，安永對該委員會的回應具

有誤導性，因為它在暗示，安永

“目前不存在任何欺詐問題”。

和解令稱，安永沒有迅速向

證券交易委員會披露這壹線索，

而是自己啟動調查，希望更多地

了解這項指控，並提出解決問題

的方案。和解令稱，安永高級律

師和高管在幾個月內就了解到，

“作弊不僅涉及單個辦公室裏

的壹小部分人”。

除1億美元的罰金外，安

永還必須為外部公司另外進行

的兩項合規審查付費。壹項將

審查旨在促進道德和誠信的內

部政策，另壹項將設法評估安

永律師和經理們在2019年 6月

證券交易委員會問及作弊報告

時作何反應。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和解令稱

，第二項審查旨在查明“安永的

管理團隊成員、總顧問辦公室、

合規工作人員或其他安永員工是

否應對該公司未能糾正其提交

的誤導性信息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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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2.5萬考生疫情期間
慘加HSK居家考試

綜合報導 印尼全國各地1000多名考

生25日以居家形式慘加中國漢語水平考試

(HSK)，結束了今年上半年該國的HSK考

試。

據印尼HSK考試執行方雅加達華文教

育協調機構(間稱“雅協”)主席蔡昌傑介

紹，自新冠疫情在印尼暴發以來，已有2.5

萬名印尼考生通過居家形式慘加了HSK考

試。

疫情在全球暴發後，HSK經歷了從線

下到線上的轉變。2020年4月，為滿足各

國考生需求，中國“漢考國際”研發了居

家考試系統。

蔡昌傑介紹說，HSK居家考試在印尼

經歷了壹個曲折過程。因為對居家考試本

身及新研發的考試系統的技術不了解，又

擔心印尼網酪不流暢影響考試，2020年5

月15日的印尼首場居家漢考，僅有10名

考生慘加。

蔡昌傑說，雅協作為印尼HSK考試工

作具體執行單位，面對困難，並不氣餒。

負責考試工作的公派教師盧鵬專門編寫並

整理出《居家考試考前準備篇》、《居家

考試當天考試篇》工作手冊，以圖文並茂

形式詳細列舉考試操作步驟及遇到問題的

處理辦法，並舉辦多次考務人員培訓。在

印尼全國17個省分考點努力下，半個月之

後的第二場居家考試，有1160人慘加。

印尼HSK考試始於2001年，當年在雅

協的努力下，中印尼兩國教育部門簽署

了《在印尼舉辦中國漢語水平考試的合

作協議》，成為印尼華文教育裏程碑，

當年 10月首次在印尼全國舉辦HSK考試

，來自四個城市的1200名考生慘加。截至

今日，慘加HSK考試的印尼考生人數達

17.5萬余人。

今年3月，中國“漢考國際”根據全

球各考點考生人數、考務管理質量、市場

項目推廣等標準，授予印尼雅協全球

“2021年度漢語考試優秀考點”稱號。

日本6月氣溫首破40℃
東京地區預警供電緊張

日本群馬縣伊勢崎市25日最高氣溫

達40.2攝氏度，為日本首次在6月觀測到

氣溫超過40攝氏度。日本政府26日發布

預警，首都東京及周邊地區27日電力供

應緊張，呼籲當地民眾節約用電。

[關東持續高溫]
日本多地近期迎來高溫天氣。日本

氣象廳數據顯示，25日多地氣溫超過35

攝氏度，位於東京西北85公裏的群馬縣

伊勢崎市氣溫壹度達到40.2攝氏度，創下

全日本6月最高氣溫紀錄。此前6月最高

氣溫紀錄為2011年在東京都市圈組成部

分的埼玉縣錄得，為39.8攝氏度。

包括東京在內，關東地區的許多地

方預計下周持續高溫，政府呼籲公眾采

取措施，預防與高溫有關的疾病。

據共同社報道，25日上午，東京

市中心的氣溫達到35.4攝氏度，是今

年該市氣溫首次超過日本35攝氏度的

“極端高溫”門檻。它同時打破了自

1875年開始觀測以來東京市中心6月氣

溫最早超過35攝氏度的日期紀錄。此

前這項紀錄為1963年6月26日。

日本氣象廳說，從南方吹來的暖

風團導致關東地區氣溫上升，當地許

多觀測站氣溫接近40攝氏度。在日本

全國914個氣象站中，有470多個氣溫

達到30攝氏度以上，其中60

多個氣溫達到35攝氏度以上。

[政府呼籲節能]
日本經濟產業省說，東

京和周邊8個縣27日供電將變

得緊張，呼籲人們盡可能節

約能源。

經濟產業省說，為避免

當天出現“電力危機”，建

議用電客護在下午15時到18時之間控

制用電量，“盡可能節省電力，比如關

掉用不著的燈”，同時註意避免中暑，

這當使用空調。

據日本廣播協會報道，截至26日下

午，東京已有46人因疑似中暑被送往醫

院。25日，在東京西北20公裏的川越市

，壹名94歲老人被發現在沒有空調的房

間裏失去知覺，疑似中暑死亡。

今年3月下旬，因地震致使幾座火

力發電廠受損，日本政府3月21日、

22日接連發布供電緊張警報。按共同

社的說法，那是東京電力公司自2011

年“3· 11”大地震以來面臨的最嚴重

短期供電困局。

泰國壹機場在行李箱中發現
109只活體野生動物

綜合報導 兩名印度婦

女在泰國曼谷素萬那普機場

被捕，海關工作人員在她們

的行李箱中發現了109只活

體野生動物。

據介紹，這些動物是在

X光檢查時被發現的，其中

包括兩只白豪豬、兩只犰

狳、35只海龜、50只蜥蜴

和 20條蛇。兩人被指控違

反泰國《野生動物保護法》

等法律。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報道，通過飛機

販運動物的問題在該地區

長期存在。2019 年，海關

工作人員曾在壹名從曼谷

飛往印度欽奈的男子的行

李中發現了壹只壹個月大

幼豹，該男子隨後被拘留

。

根據壹份野生動物貿易

監測機構TRAFFIC的報告，

2011年至2020年間，在印度

18個機場報告的140起案件

中，發現了7萬多只本土和

外來的野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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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內比都消息，國家管理委員會宣傳部發

言人左敏吞少將，就緬甸對澳大利亞、德國、文萊外交

降級壹事進行回應。左敏吞少將表示，我們已經召回了

駐以上三個國家的大使，將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並重

新派遣委任臨時代辦。

5月中旬以來，澳大利亞、英國等國相繼對外宣布

，對緬外交關系降為代辦級。之後，緬甸外交部發文回

應稱，將會根據外交政策采取必要回應。緬甸宣傳部發

言人也曾表示，尊重他國作出的外交降級抉定及立場，

緬甸也會采取必要的回應措施。

左敏吞少將表示，在過去的兩個月內，德國、澳大

利亞及文萊沒有向緬甸當局派遣新的駐緬大使，只派遣

了臨時代辦代替駐緬大使職位。因此，包括外交部在內

，我們已經多次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過了，會采取同等的

必要回應。在兩個月前，我們召回了以上國家的大使，

將外交等級降級，並派遣臨時代辦。

從緬甸外交部發布的消息中得知，緬甸駐澳大利亞

堪培拉大使館大使吳昂達昂已離任回國，緬甸外交事務

管理司副處長吳特圖，作為臨時代辦被派遣至澳大利亞

接替大使職務。

此外，緬甸駐文萊大使館大使吳特梯林職務，由東

盟事務部副處長杜欽散達接任，緬甸駐德國大使館大使

杜茵茵敏已離任回國，緬甸外交部委任緬甸駐中國香港

領事館領事吳卓梯林作為臨時代辦，赴德國開展工作。

自2021年2月1日以來，澳大利亞政府為近千名緬

籍人員簽發了庇護簽證。英國對緬外交關系降級後，緬

甸外交部拒絕了英國駐緬外交代表的大使履任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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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歸25周年慶典暨新屆特區政府就職禮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提四點希望：
提高治理水平 增強發展動能
切實排解民憂 維護和諧穩定

強調四個必須
習近近平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豐

富實踐留下很多寶貴經驗，也留下不少深刻
啟示：

第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

第二，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
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
相統一。

第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

第四，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
優勢。

資料來源：新華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
習近平7月1日上午在香港會見了剛剛就職的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習近平祝賀李家超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
行政長官。他指出，經過25年時間，無論“一國
兩制”實踐還是香港發展都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
上，廣大市民對你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充滿期
待。希望你忠誠履行行政長官的憲制責任，帶領特
別行政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和基本法，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務實進取，推動香港
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續寫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新篇章。中央將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屆特別行政
區政府依法施政。我們對你和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
府充滿信心，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李家超感謝習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信任。他
表示，我深知責任重大，將全力以赴，帶領特別行
政區政府扎實工作，展現施政新氣象，譜寫發展新
篇章，請習主席放心。

隨後，習近平在李家超的陪同下，會見了香港
特別行政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負責人。

丁薛祥、許其亮、沈躍躍、王毅、夏寶龍參加
有關會見。

◆7月1日上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在香港會展
中心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會見李家超 對特首和新屆政府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

文匯報記者鄭治祖報道，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 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六屆政府就職典禮1日上午在香港會展

中心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出席並發表

重要講話。習近近平主席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新一屆政府提出四點希望：一是着力

提高治理水平；二是不斷增強發展動

能；三是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四是共同

維護和諧穩定。“我們堅信，有偉大祖

國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

堅實保障，在實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

大輝煌，一定能夠同祖國人民一道共享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1 日在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
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現場聆聽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習近平

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溫暖深刻、振奮人心，現場頻
頻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在熱烈掌聲的歡迎下，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
要講話。他首先向全體香港居民致以誠摯的問
候，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李家超和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表
示熱烈的祝賀，向支持“一國兩制”事業、支持
香港繁榮穩定的海內外同胞和國際友人表示衷心

的感謝。在場人士頻頻用掌聲回應習近平總書記
的問候、祝賀和感謝。

習近平總書記說到，“‘一國兩制’是經過
實踐反覆檢驗了的，符合國家、民族根本利益，
符合香港、澳門根本利益，得到 14 億多祖國人
民鼎力支持，得到香港、澳門居民一致擁護，也
得到國際社會普遍贊同。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
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掌聲即時響徹會
場，持續近10秒。

習近平總書記 1 日的重要講話振奮人心，
對香港日後的發展、治港者未來的努力方向
都具備巨大的啟發性，令人對香港的未來更
加充滿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總書記講話振人心 掌聲頻起響徹會場

會場內氣氛莊重熱烈。主席台上，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旗、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

格外醒目。當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和夫人林麗嬋陪
同下步入會場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

上午10時許，慶祝大會暨就職典禮開始。全
體起立，奏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習近平主席
走上主席台監誓。李家超首先宣誓就職，他面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
旗，舉起右手，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
定莊嚴宣誓。接着，由習近平主席監誓，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在李家超帶領下宣
誓就職。之後，由李家超監誓，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會議成員宣誓就職。

中央政府對新屆特區政府寄予厚望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重要
講話。他表示，香港正處在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
及興的新階段，未來5年是香港開創新局面、實
現新飛躍的關鍵期。機遇和挑戰並存，機遇大於
挑戰。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對新一屆特
別行政區政府寄予厚望，全國各族人民對香港滿
懷祝福。

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四點希望。
第一，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完善治理體

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強治理效能，是把香港
特別行政區建設好、發展好的迫切需要。行政
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
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要忠實履行誓言，以
實際行動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護基本法
權威，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竭誠奉獻。要按照德
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
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
人才進入政府。要提升國家觀念和國際視野，
從大局和長遠需要出發積極謀劃香港發展。要
轉變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把
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要加強政
府管理，改進政府作風，樹立敢於擔當、善作
善成新風尚，展現良政善治新氣象。

第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香港地位特
殊，條件優良，發展空間十分廣闊。中央全力
支持香港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歷史機遇，主動
對接“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國家戰略。中央全
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開更廣泛、更緊密的
交流合作，吸引滿懷夢想的創業者來此施展抱
負。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
除利益固化藩籬，充分釋放香港社會蘊藏的巨
大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第三，切實排解民生憂難。“享天下之利
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
憂。”“我說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
我們的奮鬥目標。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
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
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
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一些。”民有所呼，我有

所應。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為、不負
人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為施政
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舉措
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
民，讓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
能夠改變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第四，共同維護和諧穩定。香港是全體居
民的共同家園，家和萬事興。經歷了風風雨雨，
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更深感香港發展
不能再耽擱，要排除一切干擾聚精會神謀發展。
香港居民，不管從事什麼職業、信奉什麼理念，
只要真心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只要熱愛香港
這個家園，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別行政區法律，
都是建設香港的積極力量，都可以出一份力、作
一份貢獻。希望全體香港同胞大力弘揚以愛國愛
港為核心、同“一國兩制”方針相適應的主流價
值觀，繼續發揚包容共濟、求同存異、自強不
息、善拚敢贏的優良傳統，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主席指出，“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
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歷
史進程。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
這一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堅信，有
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堅
實保障，在實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
程上，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大輝煌，一定能夠同
祖國人民一道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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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穿西方政客打“香港牌”居心 “外國不是真心歡迎我們”
移居異鄉受欺辱移居異鄉受欺辱 回流始悟港最好回流始悟港最好
20歲出頭的Ricky是典型的“憤青”，充滿負能量，但經過一年跑遍半個地球，從加拿大
多倫多敗走回流香港後，滿身的稜角被磨平。他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以前只看到別人的問題，
沒有看見自己的問題，兜咗大個圈再返到香港，
覺得香港其實有好多發展機會畀青年。”

“初來乍到點有當地工作經驗？”
Ricky曾被仇恨蒙蔽，對香港社會有一種憤世

嫉俗思想，去年大學畢業後便借助加拿大親戚的公
司之便，移居多倫多，但最終卻吃盡不少苦頭。他
表示當地發展機會少、工作競爭激烈，“想在加拿
大從事與大學學位相關行業，必須在當地有相關工
作經驗，但初來乍到又點會有當地工作經驗？”

為獲取當地工作經驗，Ricky甘願從事基層工
作，超市理貨員、咖啡廳服務員等任何一種工，只
要肯給予機會，他便願將身段放下。但有些機會也
不是他的，“在加拿大要向上爬就要報讀課程考

取當地證書或牌照，無論哪種方式都並非我所想
像的咁簡單。”在香港，他是堂堂的大學生，竟跑
到外國當基層打工仔，即便如此，他的勞力卻無法
換來優渥生活，反而是生活拮据，因為當地物價實
在太驚人，如何節衣縮食也儲不了多少錢。一世就
咁過？他開始懷念香港的好，背靠祖國的香港，物
價低廉、發展機會多、親友在身邊、生活多姿多
彩……

內心掙扎之後，Ricky決心返回香港，迅速應
徵各類工作，見工機會絡繹不絕，與在加拿大期
間求職信石沉大海的情況大相徑庭。他切實體會
到：香港，才是自己的家。

貿然移居自毀辛苦經營事業
年輕就是本錢，雖然浪費不少時間，但Ricky

仍“輸得起”，更何況這次經歷讓他更珍惜香
港。但對於50歲的蘇先生來說，貿然移居令他自
毀辛苦經營的事業。他本來在香港擁有一間工程

公司，以及港島一個市值千萬港元的物業，一家
三口在港生活樂也融融。去年，受英國政客“甜
言蜜語”鼓動，他舉家踏上遠走他鄉的路，“想
着去英國都做回裝修工程，再幫女兒找一間學
校。”

不過，人在異鄉重建家園和事業不是簡單的
事，蘇先生不單無法大展拳腳發展事業，
“就算有技術、有資金，都不夠，當地
人不會搵華人做裝修。”女兒也荒
廢學業，滯留英國期間蘇先生
四處奔波為女兒報讀學校，
每次校方口說歡迎，但遞
交申請表後再沒下文，連
最基本的教育福利也不
獲當地政府保障，足
令蘇先生心灰意冷。
他終於徹底明白，
“香港牌”在外國政

客眼裏只是“用完即棄”的吸選票工具罷了。
蘇家近期又回流到熟悉的香港，這一去一回，

一家的開支有出無入，賣樓賣舖所獲資金也被用作
英國生活費，回港後要重新上車、重新創業又是漫
漫長路，可幸的是，女兒能順利在港重拾書本。

香港回歸祖國25年以來，外部勢力不斷散播謠言抹黑香港，近年

更有外國政客打“香港牌”鼓動港人移居，然而短暫熱潮過後總有一波

“回流潮”。香港文匯報近日追訪不同年代回流的港人，大部分人當初決定遠

走他鄉的原因包括一時衝動、羊群心態等等，但回流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只有一

個：“還是覺得香港最好！”其中，多名修例風波後離港、卻不足兩年後

回流的港人，在他鄉經歷種種歧視及打壓，講到底是當地沒有屬於他們的

舞台，連為子女報讀學校亦屢遭當地學校拒絕，“之前（外國政客）信

誓旦旦說歡迎香港人，但最基本的教育福利也不獲當地政府保障，算

是真心歡迎我們？”一次錯誤的決定，一個慘痛的教訓，代價是在

他鄉白白“燒掉”不少積蓄，返港後事業又要重新起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移居熱潮過後，新一波的“回流潮”就再現。以上世紀八十年代
的情況為例，有統計發現逾半人已在千禧前回流香港。其中，澳洲統計
局的人口普查結果更發現，1994年至2005年間共有33,905名香港人移
居當地，但之後幾年卻有34,248名港人離開當地，當中大部分是回流
香港，使當年移居當地的港人數目出現負增長。另外，加拿大的相
關統計部門研究報告顯示，於1996年至2006年間，港人回流人數

約44,710人。
雖然修例風波後移居及回流數據仍未有正式統計，

但不少香港學校反映近期學生隨家人移居外國後，不
足一年又回流香港需要向校方申請插班，足見

這波“回流潮”已在悄悄展開。

八十年代移加澳
逾半港人已回流

撕毀移居申請表
見國安法獲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坐這山望那
山”是不少移居人士的通病，陳溢謙的父母也不例
外，1993年決定舉家移居加拿大生活，但命運往往
跟人開玩笑，當這一家四口尋覓理想家園的時候，
卻發現原來最好的一直在身邊，陳氏父母最早按捺
不住在1999年回流香港，陳溢謙與胞姐則咬緊牙關
嘗試在當地落地生根，卻發現自己的根一直在香
港，最終也先後回港。他說，回港後自己想着抓住
那份踏踏實實的歸屬感，並立志回饋香港，“我從
外國回來後，想服務社區，希望香港越來越好！”

月入約4萬港元 仍是“二等公民”
1993年當時9歲、正讀小三的陳溢謙隨父母及

姐姐移居加拿大多倫多，頭幾年未能適應當地生活
令他吃盡苦頭。他表示，中國人的文化與當地文化
差異巨大，求學時遇到很多困難，即使2006年他成
功從約克大學生物學系畢業，出任當地政府的華人
政務官，以及兼職公關、傳媒等行業，月入合計約
4萬港元，但他仍甩不掉“二等公民”的標籤。

陳溢謙算是一家人中堅持得最長時間的一員，
其父母早在移居加拿大5年後、即1998年已對當地
的歧視問題感到厭倦而回流香港；陳溢謙的胞姐完
成大學課程後也隨父母回港生活，留低陳溢謙在當
地。2008年他從多倫多搭乘12小時火車到紐約面
試一間國際公關公司職位，最後雖然成功錄取，但
歸根到底是因為其中國香港人的身份才被錄用，
“因為我是香港人，會中文，就被要求負責大中華
地區的工作。”

這次面試，他意識到港人身份吃得開，何不就
回流香港？回港後，他先後在多間國際性公關公司
大展拳腳，也曾擔任特區政府不同部門的公關顧
問，目前還在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任職公共關係
管理課程署理系主任。

他近年開始從事社區服務工作，“回到香港，
就是希望香港越來越好。值此香港回歸25周年之
際，希望港人昂然邁向更好的未來，希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重視香港的民生發展。我對自己的家鄉仍是
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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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曾在外國
升學的林先生，見盡不少人在異鄉被歧視、
打壓的不堪遭遇，所以移居外國從來不是他
的選項。但2019年修例風波引發的連串暴力
事件，令他一度對香港感到陌生，對自己及
家人的人身安全感到擔心，於是萌生移居新
加坡的念頭。正當萬事俱備，有消息指香港
國安法很快實施，實在不願移居外國做“二
等公民”的林先生如獲新希望，把心一橫將
移居申請表撕毀。“我從不後悔放棄移居，
因為我愛的香港只有一個。”

黑暴毀公共秩序“港為何變這樣？”
林先生以自身經歷，向年輕一代道出肺

腑之言：“不要聽人講就覺得外國的月亮特
別圓，旅遊和生活完完全全是兩回事。你看
看我鼻子上的傷疤，就是兒時讀書期間被外
國人打傷的！”人在他鄉被揍被打被欺負是
“家常便飯”，日常生活更充斥冷暴力，連
當地的教師也毫不忌諱地詆譭其他種族。他
說：“我去英國第一年就被老師稱呼為
Chink（一個種族性的污辱用語，對象是華
人或東亞裔人士），買的糖果也會被白人同
學搶走。有些人或許選擇麻木，但我無法接
受花錢去讀書還要受罪。”

對不公平待遇忍氣吞聲多年後，他終於
學有所成回港，遇上內地經濟騰飛，他夯實
打穩自己的事業根基。至2019年爆發修例
風波、引發連串暴力事件，他萬萬想不到熱
愛的香港變成頹垣敗瓦，“當我見到黑暴由

遊行、喊口號，演變成
破壞公共秩序及安全，甚至
攻擊市民的時候，我的心也逐漸
冷了，生意和生活受到雙重打擊，香
港為何變成這樣？”

林先生坦言，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沒
有問題，但暴力就是徹頭徹尾的錯誤，“我
曾想過反駁黑暴，但當見到一位老人家發表
與黑暴意見不同的言論，便立刻遭到圍攻，
我內心反問這裏還是香港嗎？明天被砸的是
不是我的店？我和家人會不會說了什麼被人
攻擊？”自此，他萌生移居念頭，正當申請
手續基本完成，2020年5月、距離香港國安
法正式頒布不足兩個月，已有消息傳出香港
國安法即將在港實施。“就在我遞交移民申

請表格之前，有朋友勸我三思，‘相信國安
法一定可以讓香港穩定，不要去國外做二等
公民。’”林先生當天立定決心，便撕毀了
申請文件，“留在香港！再給自己一次機
會。”

事實證明林先生該決定是明智的，自從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社會由亂到治重回正
軌。當下的香港，雖然仍受疫情困擾，但林
先生認為只要社會安定，沒有解決不了的問
題，“相信未來疫情過去，香港一定會更加
繁榮。”

◆ 移居熱過後總是再觸發
一波“回流潮”。圖為

香港機場旅客入
境。

資料圖片

◆林先生因為修例風波一度
萌生移居計劃，後來因有消
息指香港國安法實施而打
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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