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在
致辭中，以她1979年首
次回內地的經歷，來解釋

自己對今天祖國的強大的深刻感受。

1979年與港大同學赴清華
林鄭月娥憶述，她1979年以香港大學

學生會交流團副團長的身份，和幾十位
來自港大不同學系的同學到清華大學學
習和交流兩周。

她說，在交流和學習過程中，他們訪問
了著名女作家冰心和著名科學家、教育家
錢偉長，被他們那份為國貢獻的高尚情操
深深感動。在和內地同學一起登上長城和
吃餃子時，又體會到他們的熱情。
林鄭月娥坦言，雖然當時物質生活比較

匱乏，但「大家都是中國人」那份濃濃的
民族感情至今仍歷歷在目。這次體驗對她
有深刻的影響，故她在特首選舉期間，出
版有關她自己成長的書，就記載了這段經
歷和她首次踏足北京天安門的相片。
她表示，38年前的北京，與今天首都

的繁盛和生活水平相比，發展的速度是
驚人的。「事實上，國家在建國初期是
貧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艱苦的。經過
接近40年的改革開放，今天中國是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
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人民生活
不斷改善，在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
科技、環境保護等領域上都發揮着極為
重要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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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底氣足 香江動力勁
特首：善用「一國兩制」優勢抓機遇 港再創輝煌惠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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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酒會在升旗儀式後舉行。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

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
謝鋒，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
宏、政委岳世鑫，特區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馬道立，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
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
會議非官守成員召集人陳智思任主禮
嘉賓。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外國

使節、政府高層官員、本地社團領袖
及社會各界人士約3,800人出席。

兩地相連走向世界
酒會開始，全體肅立，由香港警察
銀樂隊和學生歌詠團奏唱國歌。主禮
嘉賓隨後上台祝酒，首次以行政長官
身份主持國慶酒會的林鄭月娥上台致
辭。
她指出，香港在過去20年以中國特
別行政區的身份和地位，見證了、參與
了，更受惠於國家的持續改革開放。
她續說，香港人透過營商、投資、
就業、學習和在不同領域互相交流，
對國家加強了認識，與內地人民建立
了深厚感情。兩地人民緊扣相連，一
起效力國家，走向世界，並會一起緊
握機會，繼往開來。
林鄭月娥提到，國家主席習近平3
個月前來港視察，和大家一起慶祝香

港特別行政區20周歲的生日，「習主
席清楚表明，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
將來，祖國始終是香港的堅強後盾。
祖國日益繁榮昌盛，不僅是香港抵禦
風浪、戰勝挑戰的底氣所在，也是香
港探索發展新方向、尋找發展新動
力、開拓發展新空間的機遇所在。」

「帶路」大灣區機遇巨
她續說，在過去3個月，她以特區
行政長官這個新身份，深刻體會到、
感受到這份來自國家的底氣和放在香
港面前的龐大機遇。「我先後出訪英
國、新加坡、泰國和緬甸，並會見了
訪港的多國高層官員，他們都對國家
倡議的『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表示極大的興趣，他們亦對
加強與香港的連繫並藉此進一步拓展
內地市場和吸引內地資金提出具體建
議。這些積極的國際反應，令我對香
港在『一國兩制』獨特優勢下的前景
充滿信心。」

籲團結奮進 續發亮發光
林鄭月娥指，她先後到北京拜會了

16個中央部委和機構，又分別借訪問
內地的機會和多個省市的領導會面，
以及接待了來港的國家科技部部長、
國家開發銀行前董事長、國家發改
委、商務部及多位省市領導，「他們
對香港優勢的認同和重視，令我對香
港在中央支持和加強與內地聯繫下，

可享有更美好的前景感到無比的興
奮。」
她最後強調，只要大家善用香港固

有的優勢，認準方向，掌握面前的機
遇，同心奮進，團結一致，香港一定
可以再創輝煌，祖國這顆東方明珠一
定會繼續發亮發光，為國家作出貢
獻，為市民帶來更好的生活。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在過去 20
年，見證了、參與了，更受惠於國家
的持續改革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國歌團結人心 珍惜獻唱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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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68周年的大
日子，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在網誌中指出，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的繁榮
穩定全賴國家的大力支持及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協
力，無論在經濟及社會發展均取得驕人成績，期望
香港未來可以背靠祖國，聯繫世界，為目標及理想
努力奮鬥。

張建宗祝願祖國人和家富
張建宗首先衷心祝願祖國人和家富、民和國富，

香港繁榮穩定。在短短的68年，國家的國力騰
飛，國際地位舉足輕重，在政治經濟、社會民生、
創新科技等各方面均取得輝煌成就。
他強調，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的繁榮穩定全賴

國家的大力支持及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協力。展望未
來，他充滿信心，特別是上周公佈的《2017-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及《世界經濟自由度2017年
度報告》均反映香港的競爭力不錯，期望香港未來
可以背靠祖國，聯繫世界，並在多元社會當中匯聚
不同背景、不同種族的人士，一起生活，為目標及
理想努力奮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背靠祖國聯繫世界 港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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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舉行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周年國慶酒會，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酒會上致辭

時指出，祖國日益繁榮昌

盛，不僅是香港抵禦風

浪、戰勝挑戰的底氣所

在，也是香港探索發展新

方向、尋找發展新動力、

開拓發展新空間的機遇所

在。她又表示，就任特首

3 個月以來，深刻體會

到、感受到來自國家的底

氣和放在香港面前的龐大

機遇；只要香港善用固有

優勢，認準方向，掌握面

前的機遇，同心奮進，團

結一致，一定可以再創輝

煌，為國家作出貢獻，為

市民帶來更好的生活。

揮舞國旗區旗 喜迎國慶升旗
《中華人民

共 和 國 國 歌
法》昨日正式

施行。來自香港拔萃男書院和
拔萃女書院的學生，在昨日金
紫荊廣場舉行隆重的升旗儀式
上獻唱國歌，對此有特別的體
會。
合唱團成員之一、拔萃女書

院中學五年級學生陳穎妍接受
新華社記者訪問時指出，在國
慶升旗儀式這一重要場合獻唱
國歌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合唱
團成員很珍惜，也願意花時間
排練。

合唱團成員葉存恩告訴記
者，現場指揮對一些演唱細
節做了特別指導，觸動演唱
者激昂的情緒，讓她對國歌
的理解和感受比以往更為深
刻。

國慶日獻唱 激昂澎湃
成員高梓棋說，學校每逢7

月1日、10月1日等重要節日
前都會舉行升國旗、唱國歌的
儀式。但在國慶這個別具意義
的日子現場演唱國歌，她的感

受與平常略有不同，「整個氣
氛比較激昂澎湃。」
另一名成員李沛悠說：「對

我們同學而言，或者對整個香
港社會而言，雖然我們與（國
歌誕生時）國家發生的事情距
離有點遠，但國歌的意義在於
它團結人心的作用。」
拔萃女書院合唱團指導老師

蔣頌恩指出，對於「國歌是國
家的象徵」這一點，屢次參加
國際合唱比賽並獲世界冠軍的
拔萃男書院和拔萃女書院合唱
團成員有親身體會：「我們去
外國參加比賽，拿到冠軍時，
代表香港奏起的都是國歌。所
以學生們都知道，身在外國，
這首歌就是代表我們的。」

帶子女觀禮 感受兩地一體
到現場觀禮的香港市民朱女

士和丈夫，一大早就帶着一兒
一女來到現場。她說，兒子在
幼兒園學唱國歌後，想親身體
會升國旗、唱國歌的感覺：
「讓小朋友感受一下，明白祖
國與香港是一體的。」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昨日上午在金紫荊廣場

舉行隆重的升旗儀
式，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 68 周
年。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及夫

人梁唐青儀，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其丈夫

林兆波，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
駐港部隊司令員譚本宏、政委岳
世鑫，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特區終審法院首席
法官馬道立，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社
會各界知名人士、制服團體代表

等總共約2,400人到現場觀禮。
升旗儀式開始前，廣場已充滿

國慶氣氛：金紫荊雕塑周圍擺放
着紅、黃兩色的鮮花，花叢中豎
立着寫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8周年」等字樣的牌匾。廣場內
可容納千人的公眾觀禮區已經站
滿大半，還不斷有人進入。等待
觀禮的市民揮舞着現場發放的國
旗和區旗，充滿着歡聲笑語。

男女拔及歌唱家領唱國歌
7時40分，在香港警察銀樂隊

的伴奏下，香港各紀律部隊儀仗
隊、升旗隊和護旗隊步操進場。
林鄭月娥隨後進場，與觀禮市
民、制服團體代表等握手致意。
8時整，現場觀眾和嘉賓全體肅

立。由香港拔萃男書院和拔萃女書
院聯合組成的歌詠團在歌唱家廖匡
和劉卓昕的領唱下獻唱國歌。
鮮豔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區

旗在高昂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
特區政府海空紀律部隊派出的船
隻和直升機，分別在維多利亞港
海面和空中以各自方式敬禮。

■■特區政府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區政府昨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868周年國慶酒周年國慶酒
會會，，各主禮嘉賓舉杯暢飲各主禮嘉賓舉杯暢飲。。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約約22,,400400人到金紫荊廣場觀看國慶升人到金紫荊廣場觀看國慶升
旗禮旗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