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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俊華主持官方儀式

■責任編輯：簡 旼

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等出席

港紀念抗戰勝利 老兵激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香港特區政府昨日早上

於中環大會堂紀念花園舉行官方紀念儀式，署理行政長官曾俊華和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特區政

有數場微雨，紀念儀式進行時天公作
昨早美。昨日出席儀式人士包括港府署理行政

長官曾俊華、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外交部駐港特

府高層官員、司法人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代表、退伍軍人團體及其他社會人士約 700 人出 署理特派員佟曉玲、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李

席。有出席的老戰士對於能夠參加典禮感到光榮，又希望下一代正確認識日軍侵華歷史。有隨家 維亞、港府署理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環境局局長
人到場的小朋友表示，從爺爺口中得知抗日經歷，並以勇敢抗戰、不怕犧牲的爺爺為傲。

黃錦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張雲正等，亦有退伍軍人團體、各制
服團隊及學生等，合共約 700 人，各人全程肅
立。

鳴槍21響致敬 全體默哀兩分鐘
儀式於早上 7 時 45 分開始，先由入境處、消防
處、海關、懲教署及警務處組成的儀仗隊展開序
幕，上午8時準時舉行升旗儀式，再由聖保羅男女
中學歌詠團獻唱國歌、香港警察步槍儀仗隊鳴槍
21 響致敬、全體默哀兩分鐘後舉行獻花圈儀式，
紀律部隊獻花儀仗隊手持花圈進入紀念花園，在
紀念龕前放置花圈，每個花圈上寫着「烈士永垂
不朽」。曾俊華上前整理花圈緞帶並鞠躬致敬，
再由出席的各組別代表向烈士鞠躬致以崇高敬
意，儀式約於8時25分完結。
■李志彪由太太、兩名外孫女等陪同到場。

陳敏婷 攝 ■曾俊華和政府高官出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官方儀式。

■鄧雲程首次出席官方紀 ■鄧兆平希望新一代勿忘抗
念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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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老兵手執國家頒發的紀念
章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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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鬼」通訊員獲國家頒紀念章

彭子文 攝

昨日有 20 多名參與抗日戰爭的老兵出席紀念儀
式，部分人與家人一齊到場，同獲安排坐於紀念
台側。13 歲那年當「小鬼」通訊員參與抗日的 85
歲老兵鄧雲程，昨日戴上由國家頒發的抗戰勝利
70 周年紀念章，精神奕奕出席儀式。他說，自己
首次出席官方紀念儀式，「終於等到這一天」，
感到無比光榮，希望政府此後把 9 月 3 日訂為公眾
假期紀念。另一名當年的「小鬼」、87 歲老兵鄧
兆平表示，難忘當年抗日經歷，希望透過「講多
點」與官方儀式，讓新一代銘記歷史。
13 歲參與抗日、當年是兒童團副團長的 86 歲李
志彪，昨日由太太、女兒、兩名外孫女陪同下坐
輪椅到場。12 歲大孫女表示，爺爺時常向她們講
訴抗日經歷，認為爺爺「好叻，非常勇敢，不怕
犧牲」，並以爺爺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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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圖再興軍國主義 老兵：人民唔想戰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佩韻） 戰爭無情，和平無價，
92 歲的抗日老兵麥繼對此深有體會。他生於戰爭大時代，
青澀的 17 歲便親眼目睹日軍如何蹂躪中國人民，「好殘
忍，見到人拿起槍就射（殺）」，當時更與弟弟失散。日
軍染滿鮮血的手激起他的愛國心，當年參加香港游擊小隊
及大鵬灣南部海上中隊，以派傳單、擲魚炮、荷槍實彈等
方式抗日。最後一場戰役中，他不慎中槍，失去兩根手指
頭。回顧過去，麥繼認為戰爭殘酷，各國都應該避免，但
日本近期的舉動，如高調展現自衛軍軍力、推出新安保法
案等，反映其想再興起軍國主義，直言是「人民唔想有戰
爭」，期望未來各國為維持世界和平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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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太勉勵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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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民新界青聯祭抗日英烈

睹日軍姦淫擄掠 避難與弟失散
年逾九十的麥繼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以輕快的腳
步走到記者面前，帶着記者到飯桌前坐下，沏好茶，憶述
當年。麥繼1923年在香港出生，日軍在1937年於北京盧溝
橋挑起事端，打響全面侵華戰爭第一槍。他才就讀小學，
已參與抵制日貨的示威遊行，及後親眼目睹日軍蹂躪中國
人民。他說：「當時我 17 歲，日軍好殘忍，見到人拿起槍
就射（殺）。」他表示，日軍入屋搜刮民財，強姦婦女。
避難時，他與弟弟失散，只留下母親、妹妹相依為命。

參加游擊小隊 大鵬灣海上狙擊日寇
風浪稍為平息後，麥繼參加香港游擊中隊屬下游擊小隊，
在工廠附近派傳單，呼籲工廠向日軍發起不合作運動，即
「有日本仔嚟嘅時候就做嘢，唔嚟就唔做」，又不時四周收
集情報。直至 1942 年，他參與大鵬灣南部海上中隊，在現
時深圳河附近地區駐守，負責狙擊供應日本糧草的軍船、在
水路阻截日軍再度南下以及保護當地漁村村民。
麥繼表示，當時敵眾我寡，隊伍只好趁日軍深夜熟睡時
偷襲，「當時我們拿一堆魚炮（土製炸彈）擲去他們的營
內」，及後日軍出動近 300 人大肆攻擊，全隊只得近 60 人
的海上中隊便跑上山裡暫避。其後，他們從漁民方面得悉
日軍娛樂嬉戲的地方，於是使用名為「槽仔」的小艇包圍
日軍，並擲下魚炮。漁民在日軍的漁獲中埋伏不少魚炮，
「炸死了不少日軍。」

失兩根手指頭：
「支槍救咗我」
被問到抗日時期最激烈一場戰役，麥繼數到1945年8月8
日，他與 4 名隊友組成小隊乘小船出發，坐着大船的日軍
迎面而來。他荷槍實彈與日軍對抗，前方兩名隊友不幸陣
亡，他奮力抗戰，被日軍擊中，「好彩支槍救咗我。」原
來那發子彈射中麥繼心臟前方的槍，避過一劫，但右手兩
根手指頭卻留在戰場，成為光輝戰痕。至日本宣佈無條件
投降，麥繼當年僅22歲。

斥美挑戰事搵笨 想賣軍火
昨日是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回顧日本侵華歷史，麥繼
認為戰爭是殘酷的，各國都應該避免，但他批評日本數十
年來都不肯承認被中國擊敗，根本不正視歷史。他續說，
美國近年在各地挑起戰事，批評「係搵人笨，希望別人買
美國軍火」，直言「戰爭冇好處，只有壞處」，期望當權
者勿以此為談判籌碼，任意揭開戰事，更希望世界早日得
到和平，人人安居樂業。

學氣功強身 妻勉老戰士必勝病魔

老兵麥繼年逾九
十，身壯力健，中氣
十足，但曾經歷 3 次大病，有一次完成腸
部手術後不慎染上風寒併發肺炎，在深
切治療部住院逾一周，苦不堪言。然
而，麥太一句「你係老戰士，一定要打
贏呢場仗」激勵了他，其後即使要動手
術，但麥繼仍以戰士堅定的意志撐下
來，現時與妻子齊齊學氣功，強身健
體，共享天倫之樂。

意志堅強

腸痛入院併發肺炎 跌斷腳行動不便
麥繼在 2007 年 11 月因腸部絞痛入院，
檢查後發現「條腸疊埋一齊」需要動手
術。麥繼手術雖然成功，但後期因染上
風寒而併發肺炎，在深切治療部住院逾
一周。康復後，他再發現因開刀時未有
為腸部進行引流，瘀血在體內凝固，
「像粒蛋咁大」。麥太太表示，「當時
粒蛋（瘀血）爆咗，流了好多血水，我

用很厚的棉花都吸唔晒（血水）」，但
麥繼當時不肯入院，要子女「罵」才肯
入院再動手術。
麥繼在 2012 年又於家中跌斷腳骨，入
院進行手術，當時抽出大腿骨接駁。幸
好手術成功，但麥繼行動大不如前，離
家較近的路程可以雙腿行走，但走遠路
就要以輪椅代步，令他缺席昨日在北京
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閱兵儀式。麥繼
說：「行程只能讓我一個人去，太太不
能在旁，加上雙腳不方便，今次就去唔
到啦！」
大病痊癒，麥繼更珍惜健康，兩年前
開始學氣功，身體狀況有所改善，呼吸
更順暢。麥太看見丈夫病情好轉，其後
更隨他學習，笑說：「佢（麥繼）已經
係我們的隊長，好多人跟佢學氣功」，
兩口子每天早上都風雨不改，到寓所樓
下練習氣功，強身健體。
■記者 楊佩韻

青年民建聯（下稱「青
民」）聯同新界青年聯會成員
於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紀念日
到西貢的抗日英烈紀念碑，向
抵抗日本侵略者而英勇犧牲的
將士獻花圈致敬。青民主席顏
汶羽表示，香港自「九一八事
變」至淪陷期間，皆為抗日戰
爭重要基地，一直支援內地同
胞抵抗日軍侵略。他勉勵年輕
人應對該段歷史有更深刻的認
識，明白到今天的和平之局得
來不易，並期望他們反思戰爭
與和平的意義。青民日前曾邀
請原東江縱隊隊員潘江偉與青
年分享抗戰經歷，包括祖國同胞
在抗戰時的重大貢獻、犧牲及當
時日軍在華暴行。講者提醒年輕
一代，能在今天和平幸福的大環
境下發展，全賴祖國強大、人民
團結及解放軍作保家衛國的強
大後盾，勸勉新一代隨時準備
為國效力，以壯大祖國，振興
中華。
■文：鄭治祖

籲「佔」青勿濫用自由 批拉布礙民生
麥繼在訪問時暢談
他對香港及內地近期
政治局勢發展的看法。他認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國逾 60 年，這些年間中國慢
慢興盛起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國家
積極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令國家
壯大，認為中國現時是建國以來最好的
時候。

國運日隆

讚現時為建國以來最好時候
麥繼表示，中國過去逾 60 餘年以來不
斷自強，人民溫飽，更能讓勞資雙方得
到合理分配，認為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
候。他又指，早前在香港發生的「佔

領」行動，年輕人需要反思民主、自由
的限度，「不能什麼都當做自由，咩後
果都唔理」，又批評反對派在立法會內
的拉布行為影響民生議題等，反問：
「民主係咪咁一定係好？對於我來說，
有利於人民的就是好。」
他的太太補充，上一代的人對國家有
深厚感情，就算當時文革下放時，不少
紗廠工友都希望返回家鄉，哪怕僅是踏
上家鄉土地一步，「都要回到家鄉才安
心」，麥繼在旁聞言連番點頭。麥太又
指，麥繼當年是「時勢造英雄」，稱讚
他抗日英勇。夫妻倆相視而笑。
■記者 楊佩韻

港青睇戲識抗戰史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70 周年，並鼓勵更多港青認識抗戰歷史，香港青
年協會賽馬會 Media 21 媒體空間昨日舉辦「從電影看抗日戰爭歷史」系
列，分別於本港 4 家影院及 M21 上映多部具史實背景的電影，以及由學者
主講分享會，全日共有約 1,300 位青年出席。上述活動的支持機構包括青
年事務委員會、寰亞電影、南方影業有限公司、英皇電影及八一電影製片
廠。選播的電影分別為《戰火中的芭蕾》、《南京！南京！》、《一九四
二》及《太行山上》。嶺南大學持續進修課程主管及高級講師邱逸博士主
講分享會，就抗日戰爭背景及年輕一代面對該段歷史的應有態度與參加者
互動交流。
■文：李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