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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升旗 次 只為一洗國恥
回歸儀式升旗手抱恙「頂硬上」縱流鼻血盡力吸落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米字旗徐徐降下，五星紅旗和紫荊花區旗冉冉升起，這

是港人對回歸祖國的最深刻畫面，但原來畫面背後還有不少插曲和故事。負責當日有關

儀式的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大隊長程志強接受中新社訪問時說，當日

因為英國旗早了12秒降完，令中國方面的升旗禮和樂團演奏險些也提早了開始，幸好能

及時通報，升旗禮順利完成。他又憶述升旗手朱濤為認真準備香港回歸國家的隆重儀

式，反覆練習不少於5,000次，甚至一度拉傷了手臂的三頭肌，至升旗當刻，雖然出現流

鼻血的狀況，但朱濤寧願塞棉花，也要「頂硬上」，程志強當時說︰「這次可不是（升

旗）那麼簡單，它是一次清洗了150年來國恥（的儀式）。」

程志強憶述那12秒時，似乎仍歷歷在目。他說，
當時中方軍樂團指揮于建芳拿着指揮棒的手已

經抬高，但因為耳機裡傳來工作人員的倒數聲，才不
致出錯。等過了「漫長的」12秒，隨着國歌《義勇
軍進行曲》的音符奏響，朱濤就正式升旗。
他續說，當時才稍稍舒了一口氣，但朱濤一句「任
務完成了」就把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因為他一張嘴就
滿是鮮血。原來，朱濤在儀式開始前已流鼻血，但他
決定用涼水拍額頭，再拿棉花塞進鼻孔，再用力捏鼻
翼，以免特寫鏡頭看到鼻子兩側有不同，「朱濤後來
告訴我，他在台上仍感覺到不斷有血流出，就一次次
地把血吸進嘴裡。」

儀仗隊大特訓 多人捱到病
除了當下的「頂硬上」，儀仗隊此前的預備亦是極
度一絲不苟。程志強說，那時他在會展場地仔細測量

旗杆高度，及計算拉動旗杆繩子一周的時間，回到北
京訓練場地後，就作出一比一的搭建，連台階高度都
一模一樣。他又說，朱濤跟着國歌練升旗，反反覆覆
不下5,000次，甚至還因此曾拉傷手臂的三頭肌。
同時，50名儀仗隊成員在短時間、高強度的訓練下
完成了香港回歸的儀式，返回北京後，有不少人都
「出了狀況」，例如程志強就被診斷出現甲狀腺亢進
的情況，但他當時就形容︰「這次可不是（升旗）那
麼簡單，它是一次清洗了150年來國恥（的儀式）。」

查爾斯肥彭出會展 冇人陪
有別於中方的認真準備，程志強當日在儀式之後，
也看到英國人的一點「甩漏」，例如英國的查爾斯王
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準備走出會展中心，卻無安排陪
同人員，兩人就站在會展中心屋檐下，「出去也不
是，回來也不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香港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近日接受中央電視
台訪問，談到香港回歸20年來的轉
變。他表示，香港人在回歸前，不懂
亦不關心政治，至回歸後才真正當家
作主。整體而言，「一國兩制」的落
實成功，而香港過去20年在經濟、民
生也有相當大發展，國家的支持力度
很大，但香港仍有很多經濟、民生問
題亟待解決，故立法會應加強與政府
溝通配合，實在地做事，「我們立法
會議員選出來就是為700萬市民去做
事。」

中央電視台昨日發佈梁君彥的訪問
片段，梁君彥表示︰「我們立法會議
員選出來就是為700萬市民去做事。
所以我覺得，我們當選一個立法會議
員的時候，就是要宣誓，效忠我們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我
們市民多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我們
有很多民生的問題，教育、醫療、老
人的問題等等。所以我覺得就是行
政、立法和市民都要一起為香港做一
些一步步向前的工作。」
談到近年出現的違法「佔領」行動

和立法會「港獨」分子宣誓鬧劇，梁君

彥直言，這是對香港法治的最大衝擊，
「法治就是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沒
有一個香港人對法治的挑戰覺得是好
的，我們香港成功的因素就是法治，
這個制度既是保障市民，也是保障香
港的核心價值。」

梁君彥談港發展：祖國支持力度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慶祝
香港回歸20周年，深水埗各界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0周年籌備委員會舉行
「家在深水埗」全民齊參與．歡樂在
社區系列活動，逾百項不同主題活動
涉及體育、文化、康樂及探訪等不同
範疇，讓街坊體驗了一個不一樣的深
水埗，並於昨日舉辦媒體宣傳日啟動
禮。
為進一步擴大在深水埗以及全港的宣

傳及推廣，主辦單位昨日在黃金商場門
口的大電子屏幕播放兩段宣傳片，並安
排創意宣傳車「歡樂號」在深水埗區內
行走1個月，其間停泊在不同的深水埗
景點。車廂內裝飾了兩間深水埗特色商
舖，開放給街坊與遊客上車拍照留念。
拍照留念的參加者均可獲贈精美小禮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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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翔、實習記者鄭
雲風）內地網媒「香江二十年．粵港共輝
煌」採訪團，昨日到港採訪高鐵、港珠澳
大橋、華潤五豐行上水屠房等，實地了解
香港回歸20年來粵港合作領域的發展狀
況。本港建造業嚴謹、專業、先進的建造
水準，上水屠房的極高衛生標準，都給內
地網媒留下深刻印象。
在九龍高鐵站工地，路政署鐵路拓展處
處長陳派明介紹，耗資約844.2億元的高鐵
工程將香港納入國家高鐵網，是強化兩地
合作互融，助益香港長遠經濟發展，促進
本港經貿、旅遊等支柱行業的重點項目。
港鐵工程部項目經理林衛漢介紹，高鐵
預計明年第三季開通，九列時速200公里
的高鐵循環發車，15分鐘一班車。屆時由

香港站到深圳福田站僅需14分鐘，到廣
州南僅需48分鐘。截至今年5月，高鐵整
體工程已完成93%，26公里隧道已在試運
行。高達45米全鋼天幕結構的旅檢大
樓，大部分在地下，將地面留給公眾。
高鐵站與兩邊九龍站和柯士甸站有七條

天橋和兩條隧道連結，靠近西九文化區，
5公里半徑包括本港30%人口和50%工作
人口，將成為香港重要交通樞紐。
在大嶼山港珠澳大橋旅檢大樓工地上，

香港段工程管理處處長李偉彬介紹，大橋今
年就能全線試通車。旅檢大樓主體結構採用
先進的預製件組合構造，5塊重達6,000噸
的預製件在內地做好後船運抵港，再由電腦
控制的巨型平板車運抵工地。
由於工地離機場很近，有嚴格的高度限

制，不能用大型吊機吊裝，需要用千斤頂逐
漸挪至安裝位置，給工程帶來很大挑戰。現
在5塊波浪形樓頂已順利安裝完畢，旅檢大
樓主體結構已建成，工程進度符合預期。
華潤五豐行上水屠房總經理戴和恩介

紹，屠房是政府公共事業，由五豐行投標
經營，1997年興建，1999年起運行，負
責本港90%鮮肉供應。屠房技術至今仍居
世界先進行列，引進德國原裝高自動化密
封車間生產線，衛生標準世界領先，有專
門的污水處理場和空氣清潔系統，並有太
陽能熱水系統，環保且節能。屠房日屠宰
逾4,000頭由全國各地運來經嚴格檢疫的
活豬，年屠宰逾十萬頭牛和羊。而每頭豬
牛羊均由駐場政府檢疫員嚴格檢查，確保
本港「全球食品最安全地區」的美譽。

採訪團昨日還採訪了香港八和會館主席
汪明荃。位於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預計
2018年年底建成，汪明荃指，香港現時沒
有專門用作粵劇表演的地方，很多時需預
早一年申請才能成功訂場，舉辦粵劇的場
地不足。

採訪汪明荃 了解粵劇保育
汪明荃表示，香港回歸前政府不太重視

粵劇，亦因高地價政策，演出場地不斷減
少，但最後都能保留粵劇文化。她直言想
到內地演出，與內地粵劇團增強交流。
八和會館副主席新劍郎則指，回歸後特

區政府開始重視粵劇文化，香港的粵劇比
較「包容開放」，惟創新時不可遠離傳
統，否則只是「天馬行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997年7月1
日升起中國國旗，香港的政治回歸就完成了；而
經濟回歸大概就是2003年簽署CEPA（內地與香
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標誌着內
地和香港的經濟進一步地合作與互動。」特區政
府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接受中新社訪問時形
容。
1997年與香港回歸幾乎同步發生的，是暗流湧

動已久的亞洲金融風暴。雖然特區政府選擇入市
干預，最終擊退了國際炒家，但經歷此劫後，香
港的經濟復甦過程緩慢。2003年爆發的沙士
（SARS）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梁錦松在訪問中憶述：「2003年SARS之後，

我們要看看怎麼樣恢復經濟，除了希望內地省市
開放多點旅客來港，後來也簽了CEPA。」

港簽CEPA GDP年均增4.6%以上
2003年6月29日，經過一年多的磋商，CEPA
在香港簽署，時任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的梁
錦松代表特區政府在文本上簽字。此後，幾乎每
年新出爐一個補充協議，不斷擴大和深化內地與
香港間的市場開放領域。
從CEPA協議簽署後的2004年起，至內地香

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2015年，香港特
區GDP年均增長4.6%以上。
在2003年的財政預算案中，梁錦松引用了小說

《雙城記》中的名句形容那段艱困的時期─「這
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他解釋，當
時經濟不佳，他在宣佈財政預算案兩周不到，就

出 現 了
SARS， 當
時整個城市
都 空 了 。
「但最壞的
時候也看見
人 性 的 光
輝。我們不
少的醫護人
員冒着生命
危險，堅守
崗位，照顧
病人，有些
甚至犧牲。
後來我們通
過很多的努
力，把經濟
穩 定 住 。
SARS一過，經濟就迅速反彈，並成就了之後十
幾年的繁榮。」
梁錦松在金融圈耕耘四十餘年，包括在花旗工

作23年，其後任摩根大通亞洲區主席，最來在黑
石集團出任高層。
他認為，這些成功並不能完全歸功於自己的聰

明，更多是因為這些公司希望用他的經驗和人脈
在內地和香港擴展業務。「因為我是中國人，既
有西方的訓練，也有一點人脈。在這個年代，作
為中國人肯定是一個福氣，這個我們要感恩，我
們一定要感恩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反對
派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破壞香港
法治，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接受
電台專訪，回顧香港回歸20年後的法
治制度時指出，人大並非動輒釋法，
並認為香港的法治狀況完好無缺，任
何人都可以控告政府、無法官貪污的
情況，特區法院和特區終審法院運作
如常，反映特區獨立的司法權成功落
實。
譚允芝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談到
香港的法治情況。就「青年新政」游
蕙禎和梁頌恆在立法會的播「獨」辱

華宣誓所引發的人大釋法，譚允芝表
示，去年釋法前率領大律師公會代表
團訪京，當時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馮巍見面時，雙方曾就釋法權作討
論。
她引述馮巍表示，「是可忍，孰不

可忍」，希望香港法律界明白釋法並
非「不可考慮」的事，惟她當時指
出，香港社會兩極化嚴重，認為「孰
不可忍，也得忍」。
譚允芝承認，回歸以來，中央並非

動輒釋法，亦明白中央對行使釋法權
的適當時機有不同的考慮，但希望釋

法權應在必須和很有限制的情況下行
使。
對於人大常委會最終就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作出解釋，譚允芝認
為，雖然引起國際關注，但香港的法
院的權威未有受到影響，而法官判決
時仍展現無畏無懼的精神。

譚允芝指釋法無損港法治

梁錦松：這個年代做中國人有福

內地網媒訪高鐵港珠澳橋五豐行

■創意宣傳車「歡樂號」在深水埗區內行走1
個月。

■參觀屠宰車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原大隊長程志強日前在北京接受中
新社專訪。 中新社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交接儀式在香港會展
中心新翼大會堂隆重舉行。圖為儀仗隊升旗。 資料圖片

■梁君彥
資料圖片

■程志強用現場照片向記者描述當時情景。 中新社

■譚允芝
資料圖片

■聽高鐵港段進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與港珠澳工程管理人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攝

■梁錦松接受中新社專訪。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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