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旭東表示，故宮博物院形成的一些教育項目，一
定要結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業務發展推出去。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
長王旭東昨日在故宮博物院參加「故宮學人
講故宮」系列講座，並作題為「香港的未來
故宮的使命」專題講座。他表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既體現中央對香港的厚愛，亦是
面向世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對外
窗口，其主要文物展品將來自故宮博物院。
他還提到，香港故宮館曾與故宮博物院宣傳
教育部對接，學習相關教育課程，並採購朝
珠、刻章、脊獸、八旗、百壽圖、龍袍等主
題課程材料包，計劃用於開館後教育活動。

故宮博物院將與港大學合作
王旭東表示，故宮博物院形成的一些教育項

目，一定要結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業務發
展推出去。「我們當然也不僅僅限於跟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的合作，還有更多的機構需要合
作。透過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樣一個固定的
平台，集中展示故宮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他說，故宮博物院與香港的很多機構都
會展開合作，包括一些大學。今年6月下旬赴
港期間，王旭東還與一些大學校長見面。「大
家都有一個願望，希望通過這些交流合作對
話，凝聚共識。」
他表示，有很多香港的文化機構有意願將

故宮博物院的研究成果，以創新創意的方式
傳遞出去。結合香港的優勢，一定能以香港
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逐漸走進千家萬戶。
在被問及是否有計劃將「故宮學人講故

宮」等學術講座推向香港社會時，王旭東
表示，故宮博物院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雙方都有
這個意願，希望故宮博物院的同仁能通過各種方式
多與香港各界交流，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
文化傳播而言，透過屏幕講解似乎會少一些溫度和
親近感。」他說，在條件允許時，還應走進香港、
走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近距離與香港民眾交
流。故宮博物院將全力支持「故宮學人講故宮」等
學術活動走出去。

雙方或聯合開發文創產品
談及文創，王旭東表示，故宮文創在國際文博界也
是非常具有標誌性的一個存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在文創產品的開發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規劃，這套規劃
將來會與故宮文創的理念結合，不是複製，亦不會是
照抄。「將來，故宮的文創有可能會走到香港，香港
的文創亦可能走進故宮。當然，雙方也有可能聯合開
發一種文創產品，就是承載着故宮文物精華的文創產
品。」他說，這方面應該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拓展。
「香港是一個設計之都、創新之都。在文創方面，我
希望這種創新是守正的，是與這個時代緊密結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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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蘇州報道）香港
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滬辦）主
辦的「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砥礪奮進廿
五載 攜手再上新征程」成就展，昨日在江蘇
省蘇州市蘇州文化藝術中心揭幕，展覽展示香
港過去25年來努力的成果以及對更好未來的
期盼，以期與內地民眾共享這份喜悅。
展覽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講述香港的變遷與

發展。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年以來，縱然
經歷重重挑戰，但在中央政府堅定支持、各界
共同努力，並在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和香港
國安法護航下，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展望未來，香港將乘國家「十四五」規
劃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東風，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展覽舉辦至8月6日，免費向公眾開放，到
場人士不僅有機會獲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紀念品，還可以參與工作坊，以及遙距打
卡香港新晉網紅地標。

港回歸25周年成就展蘇州揭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

文）律師會理事會於昨日與律政
司的新主管團隊舉行首次會議。
律師會在聲明中表示，他們向律
政司司長林定國、律政司副司長
張國鈞及其團隊簡介了律師會正
在推行的主要工作，並特別分享
了律師會如何致力捍衛法治和司
法獨立、推動大灣區法律服務，
並幫助年輕律師發掘這個新興市
場的潛力、持續在國際層面推廣
香港、促進版權條例現代化，和
給予訟辯律師應有的認可地位等
法律改革，以及透過互動活動培
養年輕一代認識法治的重要性。
律師會又指，在疫情下的嚴格
旅遊限制，不利於吸引國際法律
人才來港，並促請律政司協助減
輕有關限制，對香港作為國際法
律服務中心地位的不良影響。律
師會將繼續與律政司保持建設性
對話，倡議法律專業界別的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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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礪奮進廿五載攜手再上新征程」成就展昨日於江蘇省
蘇州市揭幕。 受訪者供圖

香港天氣持續酷熱，近

日經常有市民中暑。天文

台昨日表示，由於較正常強的副熱

帶高壓脊持續覆蓋華南，剛過的7

月是香港歷來最熱的月份，更打破

10項紀錄及平了一項紀錄。其中，

上月平均氣溫達攝氏30.3度、月間

共 21天酷熱日子等均打破歷年紀

錄；共 10 天錄得攝氏 35 度或以

上，更是單月已打破年度紀錄（見

表）。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天文

台前助理台長梁榮武表示，除了高

壓脊持續覆蓋華南外，全球暖化問

題令香港連續多日天氣炎熱，但相

信熱浪應已告一段落，惟本月中旬

或下旬熱浪會否重臨，暫未能作長

遠預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過去幾周本港天氣持續酷熱，市民走在街上
汗流浹背。天文台指出，由於較正常強的

副熱帶高壓脊持續覆蓋華南，上月平均30.3度
打破2020年紀錄，並成為香港歷來最熱的月
份。連同月間共25個熱夜、連續21個熱夜、21
天氣溫達33度（酷熱）或以上等，合共打破10
項及平了一項紀錄。極端炎熱天氣亦令上月共
10天錄得氣溫達35度或以上，上月24日更錄得
歷來7月份最高溫的36.1度。

周末驟雨減 下周初天氣不穩
根據天文台資料，昨日平均氣溫為31.7度，
最高氣溫34度，上水及打鼓嶺一度高達37.1
度。天文台預計，今日天氣持續炎熱，市區氣
溫介乎29度至34度，預計高空擾動會在本周中
後期為華南帶來大驟雨及雷暴。隨着高空擾動
遠離，料周末期間驟雨減少，而一個低壓區會
在下周初為南海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
鑑於天文台已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勞工處提醒

僱主和僱員採取適當措施，以預防在酷熱或潮濕
的環境下工作而引致中暑。僱員如長時間在酷熱
或潮濕的環境下工作，身體可能無法有效地藉出
汗以幫助散熱而調節體溫，便容易出現中暑現象。
與高溫有關的疾病症狀包括口渴、疲倦、噁心、
嘔吐、頭痛、暈眩及肌肉痙攣，情況嚴重時甚至
出現神志不清、不省人事及全身抽搐痙攣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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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悅軒

◆月平均氣溫30.3度，破2020年紀錄

◆月平均最高氣溫33.3度，平2020年紀錄

◆月平均最低氣溫28.4度，破2020年紀錄

◆共21天酷熱，單月最多

◆共10天錄得35度或以上，單月已打破年度
紀錄

◆共16天錄得34度或以上，單月最多

◆共25個熱夜，單月最多

◆最長連續熱夜，共21天

◆7月24日最高氣溫36.1度，歷來7月份最高

◆7月25日最低氣溫29.9度，歷來7月份最低

◆7月24日及25日平均氣溫皆達32度，歷來
7月份最高

資料來源：香港天文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酷熱天氣襲港，剛過去的7月是香港歷來最熱的月份，更打破10
項紀錄及平了一項紀錄。 天文台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由油尖旺
青年社主辦的「慶回歸25周年油尖旺青
年乒乓球邀請賽」日前在港九潮州公會
中學火熱開賽，來自區內4間學校的中
學生們互相切磋、一展球技，釋放青春
活力。主辦方冀透過是次乒乓球邀請賽
弘揚中國國粹、宣揚全民運動，並與青
少年分享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喜悅。
邀請賽上，來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

義中學、聖公會諸聖中學、麗澤中學、
真光女書院的8位中學生組成A、B兩
隊，經歷16輪單打和2輪雙打比賽，競
逐冠亞軍，現場還有多位老師學生觀
賽，氣氛熱烈。油尖旺青年社主席李家
軒表示，希望不同學校學生能通過比賽
有交流互動，學習團隊合作，發揚團結
一致的精神。

是次活動由油尖旺民政事務處、西潮
青創、香港汕頭社團總會、油尖旺區校
長會協辦，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強
等出席活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

席高佩璇在活動上呼籲社會各界多關注
香港青少年體育健康發展，為其提供良
好的成長環境，在鼓勵更多青少年投入
運動時，也要弘揚中國體育精神。「乒
乓球可以說是我們的國粹，亦希望透過
今次活動能加強青少年的民族自信
心。」
西潮青創主席連洲杰表示，樂見一群

願意接受挑戰、充滿自信、具有領導才
能、關心社群的青年參加比賽，相信能
向社會展現青年人健康的生活模式、正
面的生活態度和積極求進的精神。

油尖旺4中學切磋乒乓弘國粹

◆「油尖旺青年乒乓球邀請賽」日前舉辦，區內4間中學8位學生同場競
技。

禁毒基金一般撥款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香港吸毒及販

毒活動有年輕化趨勢，資料顯示，去年有59%吸毒
者只在自己或朋友家中吸毒，比2020年進一步增加
3個百分點，推行禁毒公眾教育及戒毒康復支援服
務至關重要。保安局轄下禁毒處的禁毒基金2022年
度「一般撥款計劃」現正接受申請，並於昨日舉行
網上簡介會，向有意申請撥款的機構講解申請程
序。計劃將於9月7日截止申請，明年首季公布入
選結果。有曾獲撥款的機構分享指，社會隱蔽吸毒
問題增加，計劃針對服務吸毒者的家人，因家人若
能成為「最佳戰友」，可增加吸毒者的戒毒動機。
禁毒基金「一般撥款計劃」的資助範圍包括禁毒

教育及宣傳、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以及研究工
作。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社工何偉文在網上簡介會上
分享指，社工較難接觸低動機及隱蔽吸毒者，他們
的家人便成為重要聯繫角色，「然而，大部分家人

都不懂如何處理，影響個人情緒之餘，也與吸毒者
互相影響，造成惡性循環。」
他表示，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獲禁毒基金撥款的

「家持 II──吸毒人士家人支援服務」計劃，包括
舉辦身心靈體驗工作坊以紓緩求助者因家人吸毒帶
來的壓力，並成立互助小組，讓「同路人」互相傾
訴，「很多時他們向其他人講，對方也未必理解箇
中面對的挑戰。」
何偉文又指，家人學懂放鬆，停止怪責自己，

情緒不再繃緊，便可開始與家中吸毒者展開對
話，甚至給予支持及鼓勵，這有助增加吸毒者戒
毒意願。
他指有服務對象當初因兒子躲在家中吸毒十多

年「不工作、不外出，只是打機、砌模型」，自
參加計劃後，對兒子的怒氣減少，多了理解對方
及對話，兒子濫藥情況亦得到改善。

禁售CBD產品刻不容緩
因應大麻近年成為青少年吸食的主流毒品，去年

21歲以下青少年最常吸食的毒品為大麻，呈報數字
比2020年急增48%。禁毒處秘書處認為情況令人
關注，將於本年內提交修例禁售含大麻二酚
（CBD）產品，因此明年公布申請結果時，禁售
CBD很可能已成為法例，屆時很需要相關公眾教育
及服務。
因應疫情，秘書處提醒機構填寫申請書時一併提

供網上或非實體服務作後備方案，以至疫情嚴重時
也可運作。何偉文亦指，於2018年至2021年舉辦
「家持 II──吸毒人士家人支援服務」計劃期間亦
受疫情影響，未能直接接觸服務對象，當時會上載
影片至YouTube再發給服務對象， 以補足實體服
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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