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 昨日舉
行下水儀式，標誌着中國海軍迎來 「三
航母」 時代，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將得到進一步保障，也有助於維護區
域穩定和世界和平。與 「遼寧艦」 和
「山東艦」 不同， 「福建艦」 是中國首
艘完全自主設計建造的彈射型航母，在
技術上是一次巨大飛躍，極大地提升了
我國國防實力，值得包括港人在內的十
四億中國人感到自豪和驕傲。
航母是 「國之重器」 ，也是大國象
徵。沒有航母的國家，稱不上是真正的
大國。正因為航母的重大軍事價值，設
計與建造都存在巨大的技術壁壘，我國
只能走獨立自主之路。第一艘航母購自
前蘇聯的半成品 「瓦良格」 號，改造為
「遼寧艦」 。5年前，我國第二艘航母
「山東艦」 下水，這也是我國自主設計
及建造的第一艘航母，其機庫容積、甲
板面積、艦載機使用空間等都比 「遼寧
艦」 擴大，戰鬥力進一步增強。第三艘
航母 「福建艦」 在技術、噸位方面又有
新突破，採用平直通長飛行甲板，配置
電磁彈射和阻攔裝置，滿載排水量8萬
餘噸，顯示我國在自行設計和造艦技術

方面追上世界先進水平，綜合國力進一
步提升。
一些西方國家對 「福建艦」 下水可
謂五味雜陳，既承認該艦的先進性、中
國人的創造能力，但又抱着老舊的 「大
國競爭」 思維，有強烈失落感和嫉妒
心。美國傳媒稱， 「福建艦」 的彈射系
統類似於美國航母使用的系統，中國可
以從 「福建艦」 上發射更多種類的飛
機，速度更快，彈藥更多，同時也不無
酸溜溜地認為， 「福建艦」 下水是中國
努力實現軍事現代化、縮小與美軍軍事
差距的 「分水嶺」 。
其實中國發展藍水海軍並非要和誰
一較短長，而是立足於自身實際需要。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需要與之匹
配的軍事力量；中國也是海洋大國，加
上東海、南海並不平靜，霸權國家一再
將軍艦駛入中國海域，耀武揚威，中國
有必要發展國防實力。我們製造更多的
軍艦提高阻嚇力，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障經濟可持
續發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未來，中國
還會建造更多的軍艦，也會有更先進的
航母下水及服役，這是中國應有的權

利，由不得別人說三道四。
不出所料， 「福建艦」 下水又泛起
「中國威脅論」 的沉渣。其實這是以美
國為首西方國家的惡意抹黑，論據也根
本站不住腳。看看各國的國防開支就知
道了。美國軍費常年高居世界第一，佔
全球軍費總開支約四分之一，相當於其
後9個國家的總和；就航母數量看，美
國有11艘核動力航母，中國現有3艘航
母且都是常規動力，到底誰在威脅世界
和平和地區安全，不言自明。
不管中國的國防建設如何進步，中
國都不會走向霸權擴張的道路。中國的
社會主義國家性質， 「和為貴」 的歷史
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始終不渝地走和
平發展道路，完全奉行防禦性國防政
策。中國的國防建設和發展，主要是着
眼於維護自身安全，同時也是為世界增
添和平紅利。中國軍事力量的增長，是
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這與那些霸權國
家奉行 「炮艦政策」 、欺壓弱小是絕然
不同的。中國新航母下水，意味着中國
更安全、區域更穩定、世界和平更有保
障，這是中國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
的新貢獻。



中國海軍新時代 世界和平添保障

抗疫措施須及時調整
疫情形勢是動態的，抗疫措
施必須及時調整，要有前瞻性，
不能見步行步，落在疫情後面。
本港疫情明顯反彈，連續三日確
診個案破千，特區政府昨日宣布
「加辣」 措施，但不少市民認為
「辣度」 不足以控制疫情，希望
特區政府採取更有效措施。
抗疫新政策包括學生快速檢
測延長至學期結束、安老院舍員
工都必須打三針、呼籲明日父親
節期間市民減少跨家庭聚會。前
兩者沒有疑義，但父親節減少家
庭聚會為何只是 「呼籲」 ？會有
多少人響應這 「呼籲」 呢？
前車之鑒不遠。今年一月本
港初現第五波疫情，特區政府宣
布更嚴格限聚措施，但延至春節
後才落實，原因是不想影響節日
氣氛，這是出於一番好意，不料
「一念之仁」 淪為 「一念之
差」 ，春節期間的大規模人群聚
集導致疫情爆炸式蔓延。
有人認為現時環境與半年前
不同，確診個案增加不會導致新

一波疫情爆發，包括經過第五波
疫情及疫苗接種率提升，大多數
市民有了抗體；現時入院率、重
症率及死亡率大致平穩，醫療系
統可以負荷；要顧及抗疫對經濟
復甦的影響和市民的承受程度，
所以不必使用法律手段強制市民
停止跨家庭聚會。
以上說法不能說全無根據，
但忽略了病毒變異、疫情難測這
一根本性問題。觀乎一些西方國
家，儘管接種率高，許多人有抗
體，但一樣有大量人群感染，最
多的是感染5次，且 「長新冠」 後
遺症問題剛剛得到重視。再從經
濟角度看，近月本港經濟反彈、
失業率下降，是控制疫情的結
果，一旦錯失控疫時機釀成再次
大爆發，不得不採取更嚴格限聚
措施，復甦能夠繼續嗎？
「上醫治未病」 。等到疫情
失控才採取嚴格措施，那就來不
及了，香港要吸取教訓，果斷施
策。

龍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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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同鄉社團慶回歸 越劇武術好戲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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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場文藝巡演 萬眾同歡
25

﹂
﹁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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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 周年，全港 個省
級同鄉社團聯合舉辦
全港同鄉社團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周年文藝
巡演 ，巡演啟動禮昨
日在香港西九戲曲中心
大劇院舉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香港特區
候 任行政長官李家超、
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何靖
為活動主禮，與 家省
級同鄉社團領袖和八百
多名香港市民齊聚一
堂、共享喜慶。
大公報記者 吳維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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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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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林鄭月娥表示，除了商業投資活動外，同鄉
社團也可以起到講好故事的功能，在新的起點
上，希望同鄉社團可以把家鄉獨特之處帶來香
港，相信這有助於讓香港市民了解內地的文化藝
術，有助增加香港市民對於國家的向心力。

林鄭月娥李家超何靖主持啟動禮
李家超說，香港回歸以來，各同鄉社團蓬勃

責任編輯：彭錦文
美術編輯：譚志賢

▼ 全港同鄉社團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文藝巡
演 昨日在香港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舉行啟動禮。

慶祝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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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在社會發揮重要的建設力量。未來五年是
香港邁進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新一屆特區政府
將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並加強與地區各
社團組織的聯繫，建立更多合作渠道，提升地區
施政效能，期待同鄉社團繼續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發揮民間力量，同為香港開新篇。
全國政協常委、全港同鄉社團領袖代表唐英
年表示，近年來面對反中亂港勢力，中央採取一

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從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到成功舉行三場重大選舉，香港的
發展基礎更加穩固，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

同鄉社團發揮民間力量
唐英年說，現在同鄉社團的角色和責任更
重，作為愛國愛港團體，要主動有為，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提高香港國際競爭力。

巡演活動分為四個篇章，活動形式多樣，包
括男女聲小組合唱、越劇表演、武術表演、滬劇
小調、樂器演奏等。據悉，全港同鄉社團將開展
200多場慶祝活動。
巡演由香港江蘇社團總會、香港浙江省同鄉
會聯合會、滬港經濟發展協會主辦，香港廣西社
團總會、香港山東社團總會和香港四川社團總會
合辦，其他20個省級同鄉社團協辦。



同鄉社團200青年
《歌唱祖國》傳遞心聲

回歸25周年珍藏版郵品 7．1發售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
位於中環郵政總局地下的郵展廊，即
日起至8月7日舉辦 「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成立」 展覽，展出多套香港特區成
立的精選郵票和集郵品，7月1日回歸
25周年當日，全線37間郵局更會發行
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
年」 為題的郵品，其中的小全張及首
日封更推出 「珍藏版」 ，以全色燙印
技術配以鐳射及燙金鐳射效果，當中
「25」 字樣和圖案從不同角度觀看，
更見閃閃生輝，呈現奪目效果，別具
收藏價值。

香港郵政總經理（郵票及集郵）
鄧碧兒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
今年是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香港郵
政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五周
年」 發行一套四枚紀念郵票、一張小
全張和相關集郵品以資紀念；以 「中
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二十五周年」
為題，發行一張郵票小型張，以資紀
念。
郵票展示實施香港國安法及完善
選舉制度後的香港，回到 「一國兩
制」 的正確軌道，以維持長期繁榮穩
定。這兩項重要舉措維護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同時，郵票亦帶出教

▲香港郵政七月一日發行以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香港二十五周年」 為題的紀
念郵票及相關集郵品。圖為貼有一張20元郵票小型張的已蓋銷首日封。
貼有一張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
▼
立二十五周年 小全張的已蓋銷
珍藏版首日封。

「穩定繁榮」印於郵票上

育學生國民身
份認同，以及
在《十四五規
劃綱要》和粵
港澳大灣區建
設帶動下，香
掃一掃 有片睇
港將更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
局，在未來數十年為年輕人和企業帶
來龐大的發展機遇。
鄧碧兒指出，一套四枚郵票分別
印有 「穩、定、繁、榮」 四個字，圖
像全部透過全景角度拍攝，各具獨特
意義。 「穩」 字郵票的圖片攝於2020
年7月1日慶回歸升旗活動， 「圖像包
含：國旗、區旗、國家安全法，背後
是維港，設計師從眾多圖片中選出這
一張，代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
變得更加安穩」 。
另一張 「定」 字郵票，圖片攝於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立法會會議廳，象
徵議會終於重回正軌； 「繁」 字郵票
圖片的拍攝地點是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夢工場針對創新創意產業，為創
新企業提供工作空間，為創業青年帶
來發展機遇； 「榮」 字郵票的圖片是
拍攝一間小學的升旗禮儀式，重點帶
出教育學生國民身份認同。
不少熱愛集郵的市民，也喜歡購
買特別珍藏版郵票。香港郵政特別將

﹁
﹂

套摺、小全張、首日封各自推出另一
套 「珍藏版」 ，情況有點像市面不少
偶像卡或限量版卡，附有鐳射或閃光
的效果。
「普通版和珍藏版也採用全色燙

印技術，從不同角度看，呈現色彩繽
紛，珍藏版更加上燙金效果，更加奪
目生輝！」 鄧碧兒續說，特別郵戳附
有象徵香港的金紫荊、回歸25周年字
樣，附上蓋印後，更具收藏價值。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為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21個省級同鄉社
團聯合主辦 「同鄉社團青年千人快閃慶回
歸」 ，並由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承辦，活動短
片7月將在各平台播放。昨日來自各社團約
200名青年集體演唱曲目《歌唱祖國》，用
嘹亮的歌聲與青春的姿態，抒發自己的愛國
愛港情懷。香港深圳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
青年委員會主任譚鎮國表示，希望市民看到
活動短片時能夠感受到港青的正能量。
各個社團過去多日已分別在10個分會場
舉辦了快閃行動，包括金紫荊廣場、尖沙咀
文化中心、啟德郵輪碼頭、西九文化藝術公
園、中環海濱廣場等香港標誌性景點，都閃
現了同鄉青年們的身影。昨日的快閃行動在
烏溪沙青年新村進行，來自各個社團的約
200位青年用歌聲表達出自己的愛國、愛港
情懷，為香港回歸25周年增添喜慶。
譚鎮國表示，《歌唱祖國》這首歌確切
地傳遞了青年心聲，相信屆時市民也能從短
片中感受到大家傳遞的正能量。香港廣西欽
州市青委會主席廖添誠說，在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之際，希望香港能夠不忘初心、砥礪
前行，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副秘書長蘇穎瑜說，很榮幸能以最真
誠的方式向祖國和香港表達美好的祝願。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青年委員會主任洪定騰指
出，與大家一同歌唱的過程中，感受到了香
港廣大青年對於祖國的熱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