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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各界赴京 期待閱兵展國威
梁振英率代表團 董建華曾蔭權人代政協委員啟程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人民大會堂向抗戰老
戰士、抗戰將領、幫助和支持中國抗戰的國際
友人或其遺屬代表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周年紀念章。英雄，是一個民族精神魂魄的
象徵；尊崇自己的英雄，是一個民族精神魂魄
的傳承。國家隆重褒獎抗戰英雄，表達對抗戰
英雄的崇敬，可以弘揚全民族抗戰的偉大精
神，彰顯中國與世界共同維護和平的堅定決
心，激勵年輕一代學習英雄、崇尚英雄，以無
畏無懼、百折不撓的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在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千千萬萬英雄拋
頭顱、灑熱血，為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鑄就偉大的抗戰精神。在八年難苦抗戰中，無
論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戰場，無論是直接參戰
還是後方支援，全體中國軍民不分民族、不分
黨派，前仆後繼，頑強抗爭，以血肉之軀抵抗
日本侵略者，湧現出楊靖宇、趙尚志、左權、
彭雪楓、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等
一批抗日英烈和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新
四軍「劉老莊連」、東北抗聯八位女戰士及國
民黨軍「八百壯士」等眾多英雄群體，充分展
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英雄氣
概。今天緬懷為中華民族浴血奮鬥、英勇犧牲
的英雄，彰顯中華民族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
氣，體現國家對歷史的包容和尊重，以偉大的
全民族抗戰精神，激勵包括海峽兩岸在內的所
有中國人民團結一心，攜手戰勝前進道路所遇
到的困難和挑戰。

此次受獎人士中有10位外籍抗戰老戰士或其
後人，包括著名的「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遺

孀和白求恩醫生的後人。70 年
前，世界各國的反法西斯戰士和國際友人，同
中國人民並肩作戰，以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支
援中國抵抗日本法西斯，在血與火、生與死的
考驗中結下了深厚友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永遠記住世界人民為中國抗戰作出的犧牲和貢
獻。而中國以3,500 萬軍民死傷、時值6,000 億
美元經濟損失的巨大代價，為中華民族獨立而
戰，為世界共同安全而戰，對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的最終勝利發揮了重大作用。今天，中國以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戰勝國的姿態舉行隆重紀念
活動，正是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者的身份，以
戰後國際秩序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的視
角，向世界宣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同
時呼籲世界各國同走和平發展道路，為建設持
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而不懈努力。

習近平在頒發紀念章儀式上強調，一個有希
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
沒有先鋒。包括抗戰英雄在內的一切民族英雄，
都是中華民族的脊樑，他們的事跡和精神都是激
勵我們前行的強大力量。如今，中國正在發生日
新月異的變化，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接近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民族振興需要英雄
精神，時代發展需要英雄精神，開拓進取更需要
英雄精神。過去，香港年輕一代所崇拜的偶像，
較少有抗戰的英雄，我們今天舉辦紀念抗戰的活
動，就是要讓大家銘記歷史，緬懷先烈，褒揚英
雄精神，更要讓年輕一代傳承抗戰精神，發揚抗
戰傳統，學習抗戰英雄的榜樣，為國家發奮圖
強，為民族奉獻青春，為人類開創更美好未來。

（相關新聞刊A2版）

褒獎抗戰英雄 弘揚抗戰精神
今天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將要舉行規模盛大的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盛大閱兵活動，包括香港廣大同胞在內的
中華兒女，無不以歡欣雀躍的心情，迎接這個振
奮民族精神、展示國家實力的重要時刻來臨。但
每遇中國盛事，總有一小撮勢力，抱持各種各樣
不可告人的心態，發出種種雜音噪音。這次，香
港《蘋果日報》等少數勢力又故伎重施，極力貶
低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歷史地位，對中國的和平
崛起說三道四，企圖抹黑、阻擾國家現代化發展
的進程。這些歪曲歷史、抹黑中國的言論，與香
港主流民意背道而馳，也充分暴露言論背後的媚
外賣國心態，必須予以揭露和譴責。

最近一段時間，《蘋果日報》與日本右翼勢力
遙相呼應，不斷以社評等形式，惡毒攻擊中國人
民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昨天，該報的社論又公
然散佈「中國抗戰沒有勝利，只是美國投下兩顆
原子彈的勝利」、抗戰沒有「全民團結奮戰」等
言論，極力貶低中國抗戰勝利的歷史地位。這些
謬論根本不值一駁，因為對於中國抗戰勝利重要
意義和歷史地位早有定論，當時的蘇聯統帥斯大
林指出：「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綑住，我
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進攻我國的時候避免兩線作
戰」；美國總統羅斯福表示：「假如沒有中國，
假如中國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個師團的日本兵
可以調到其他方面作戰，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
洲，打下印度……」；英國首相邱吉爾也說過：
「如果日本進攻西印度洋，必然會導致我方在中
東的全部陣地崩潰，而能夠防止上述局面出現的
只有中國。」美國美利堅大學歷史系教授彼得．
庫茲尼克日前也指出，在東方戰場靠原子彈戰勝

日本侵略者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中國是抵抗
日本的主戰場。

事實上，整個抗日戰爭就是一部中華民族全民
團結抗戰的可歌可泣的史詩，中國共產黨建立抗
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攜手合作，全國人民不分
黨派、民族、階級、地域，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
相互配合、協同作戰，眾志成城、同仇敵愾，與
日本侵略者展開了殊死的抗爭，在付出了3,500
萬軍民傷亡的代價下，終於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
華大地，取得了近代以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第一
次完全勝利。70年後的今天，中國人民隆重紀念
這場戰爭的偉大勝利，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先
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舉行盛大閱兵式，是
向世界表明中華民族共禦外侮，不屈不撓的鬥志
以及弘揚民族精神、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
更反映出中國謀求共同發展、和平崛起的步伐。
回歸後的香港，主流民意是支持並融入國家的發
展，廣大港人都為國家實力的不斷增強，尤其是
對擁有一支能夠保衛國家主權、維護世界和平的
強大人民軍隊，感到自豪和振奮。

與香港主流民意相反，《蘋果日報》迎合一些
反華勢力的需要，極力歪曲中華民族抗戰歷史，
不斷抹黑中國的發展現狀，一方面再次暴露其媚
外賣國的真實心態；另一方面，也顯示出他們對
中國當今的迅猛發展及雄厚實力，懷着敵視、恐
懼的心態，其中也夾雜着「無可奈何花落去」的
無奈。但是，撼山易，撼國家發展難，一小撮反
華勢力發出的歪曲歷史、背棄潮流、違逆民意的
雜音噪音，根本無損這次盛大紀念活動的耀眼光
輝，更無法阻擋中華民族和平崛起的堅實步伐。

（相關新聞刊A6、A7、A8版）

抗戰勝利不容貶低 和平崛起無法阻擋

特區政府日前公佈參加抗戰勝利紀念活動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代表團」名單，團長為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擔任代表團顧問。來自香港社會各界的成員共285人，包括
特區政府官員，政商界、法律界、學界、傳媒等代表，多名
抗日老兵及家屬也獲邀見證歷史時刻。

與王光亞會面交換特區事務意見
梁振英昨日抵達北京後到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特首辦
晚上指，梁振英與王光亞主任會面，就特區事務交換意見。
梁振英在香港機場啟程前向傳媒表示，預早到北京是為了配
合當地安保，由於安檢要求相當嚴格，特區政府的同事已在現
場做最後準備，確保香港代表團成員，尤其是當中幾位上年紀
的抗日老戰士，能夠比較方便地進出會場。他並指，特區政府
約300人的代表團名單未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是
因為他們已被列入中央邀請名單之中。

曾鈺成：行程緊密料難接觸中央官員
香港代表團成員昨日赴京前後向傳媒發表感言。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表示，閱兵觀禮團行程安排緊密，相信除大會活動
外，此行沒有機會接觸中央官員，又認為不要低估中央對香
港事務的了解程度，希望將來全體香港立法會議員都可與中
央官員正常溝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表示，抗戰勝利70周年是值得紀念

的日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亦指，今次獲邀閱兵的人數
眾多，反映國家對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的重視，他期望國家繼
續有和平的環境，而和平環境背後要有強大實力。
全國政協港區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表

示，出席閱兵是一種榮耀。回想起上次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0周年閱兵禮，仍有種難以形容的自豪，今次能現場觀禮「九
三大閱兵」，感到非常激動，「看到國家由貧窮落後，發展到
今日的強大，大家都應該有一種自豪感和強烈的民族意識。」

陳清霞：國家好香港才能好
她深信國家好，香港才能好，希望香港人能不忘歷史，同
時應團結，為國家的富強、為實現「中國夢」而努力，「通
過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我希望能教育香港青年樹立國家觀
念。他們應該認識到國家領土和主權是完整的，中國人民是
整體的，我們的歷史使命和命運是共同的。」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出發前，被問到會否與中
央官員談及政改議題。他表示，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後，特
區政府的工作聚焦經濟和民生問題上，而此行主要是出席抗
戰勝利的相關活動，他自己會趁訪京期間，與國家發改委和
其他對口官員見面，跟進「十三五」規劃的內容。

周融：獲邀對香港人是榮幸
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赴北京前表示，閱兵是十分有意義的
事，可認識國家歷史及最新發展，對今次獲邀感到十分榮
幸。「反佔中大聯盟」召集人周融對獲邀閱兵深感榮幸，
「對中國人、對香港人嚟講，都係一種榮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今天是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香港特首梁振英昨日和

香港各界組成的代表團赴京參加閱兵等紀念活動，

而他抵京後先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就

特區事務交換意見。此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前特首曾蔭權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

員等昨日亦啟程赴京。有代表對獲邀閱兵深感榮幸，

又強調國家好，香港才能好，期望港人不忘歷史，

團結為國家富強及實現「中國夢」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香港特首
梁振英昨日率領由285位香港各界人士
組成的代表團到北京，參加今日舉行的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包括湯家驊、李
國麟和狄志遠3名香港反對派中人。擔
任代表團顧問的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昨日表示，挑選代表團成員首要條件是
相關人士有意願交流，不要把交流妖魔
化，並抱持健康、正常的心態來看待事
情。他又說，不排除中央官員與3人會
面的可能性。

邀人看意願 不妖魔化會面
張曉明昨日抵達北京後被記者問到，

如何挑選香港各界人士參與閱兵儀式。
他表示，首要條件是相關人士本人要有
意願交流，不要把交流妖魔化，並抱持
健康、正常的心態來看待事情，才能
「談到一塊兒去」。 他指出，獲邀的
「泛民」中人數量不算少，不排除在北
京期間中央官員會與湯家驊、李國麟和
狄志遠3人會面的可能性，因為他們有
意願交流，不會把會面妖魔化。
對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與

梁振英會面，張曉明表示，特首與港澳
辦官員見面是正常交流。
張曉明昨日在下榻的酒店大堂迎接獲

邀參加閱兵儀式的抗日老兵，並與他們
握手和合照。

張
曉
明
：
中
央
或
晤
湯
李
狄
3
反
對
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紀念抗戰勝利70
周年閱兵典禮今日舉行，近300人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代表團」昨日啟程前往北京，包括3名反對派
中人，前公民黨黨員湯家驊、民主黨黨員狄志遠及
衛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國麟。李國麟出發前在機
場說，今次3名反對派中人獲邀，不覺得中央有意
分化反對派，只是「先後問題」。他形容與中央溝
通全屬「有人走得前些，有人後一些」。
湯家驊稱，對獲邀閱兵不感到意外，因為中央在

過往相關類似活動都會安排反對派中人出席，而此
行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早前和民主黨領導層
會面性質相同，藉此向溫和反對派釋出善意。他又
稱，個人難以阻止外界批評他已被中央統戰，但希
望能夠在「一國兩制」下，爭取一條中央與港人均
能接受的民主路線。狄志遠稱，若中央政府真心與
反對派展開溝通，不應該有任何局限性，期望未來
會有實質交流機會。

李國麟：邀閱兵非分化反對派
■3名反對派人士出發到北京參與閱兵典禮。

代表團今日行程
時間

05:00

05:30-06:15

05:45-06:45

06:56

07:05

10:00-11:30

11:40

13:00-15:00

16:50-17:50

18:10

19:00

20:00-21:30

21:40

22:00-23:30

製表：鄭治祖

行程

叫醒服務

早餐

安檢、登車

發車

抵達故宮停車場，嘉賓隨工作人員集
體步行至東六觀禮台，對號就座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

紀念大會結束，嘉賓隨工作人員原路
步行至停車場，乘原車返回飯店

午餐

晚餐

在飯店大堂集合，準備參加文藝晚會

抵達天安門廣場停車場，隨工作人員
進人民大會堂北門，經安檢後入場

《勝利與和平》文藝晚會

文藝晚會結束，隨工作人員原路步行
至停車場，乘原車返回飯店

宵夜

獲邀出席國家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閱兵活動的
香港團代表昨日陸續抵達北京。其中，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葛珮帆（EQ）在香港機場啟程前，把握
機會與同往參加閱兵活動的前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合照敘舊。她坦言：「一哥別來無恙，英氣依
然，但他說還在適應退休生活，以前日日夜夜都
忙，未慣悠閒。」

EQ又談到紀念抗日戰爭勝利的閱兵特別有意
義，十分期待親身參與，相信場面必定非常壯
觀。據聞前往閱兵現場要來回步行兩小時，在戶
外站立閱兵 5 小時，她做足閱兵準
備，「我特別準備了端莊的黑色平
底鞋、帽及防曬。」

■記者 鄭治祖

EQ讚曾偉雄英氣依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昨日舉辦「港島各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音樂會」。特區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致辭時說，8年抗戰燃點
了全國人民，包括港澳人民以至海外華僑熾熱的
愛國心，最終為國家取得勝利。他強調，特區政
府把今日定為一次過額外法定假日和公眾假期，
讓市民大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多認識這段悲壯歷
史，傳誦先烈偉績，以史為鑑。
劉江華昨日應邀出席紀念抗戰勝利音樂會。他

強調，日本侵華，中國人民展開8年抗戰；戰火
無情，但燃點了全國人民熾熱的愛國心；千千萬
萬義士捍衛家國，甚至犧牲性命，最終為國家取
得勝利，「對於壯烈犧牲的烈士和所有英勇作戰
的戰士，我們應該在此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戰爭
奪去無數性命，摧毀千萬家園。我們必須珍惜生
命，努力建構和平。」
劉江華並讚揚音樂會匯聚兩岸三地和馬來西亞精

英，演唱和奏出多首抗戰歌曲，牽動心弦，教大家
要緬懷歷史，守護國家，藉此感謝港島各界聯合會
和所有參與單位。

劉江華：盼青年以史為鑑

■前特首曾蔭權現身。 馬靜 攝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老兵代表合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老兵代表合影。。馬靜馬靜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