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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嚴的天安門廣場上，鮮艷的五星
紅旗迎風招展。廣場中央，「祝

福祖國」巨型花籃表達着對國家繁榮富
強的美好祝福。人民英雄紀念碑巍然聳
立，北側花壇上，紅白兩色花朵組成的
花環，寄託着人們對人民英雄的深情追
思。

保護法後首個紀念日
昨天是中國的第五個烈士紀念日，也
是英雄烈士保護法施行後的第一個烈士
紀念日。2014年，中國最高立法機構通
過決定，將每年的9月30日設為烈士紀
念日。據不完全統計，約有2,000萬名
烈士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
強、人民幸福英勇犧牲。
臨近10時，習近平、李克強、栗戰

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
岐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天安門廣
場，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樂團小號手吹響
《烈士紀念日號角》，深沉悠遠的旋律
將人們的記憶帶回風起雲湧的歷史歲
月。
「禮兵就位！」隨着號令，三軍儀仗
兵邁着鏗鏘有力的步伐，正步行進到紀
念碑前持槍佇立。
10時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正

式開始。軍樂團奏響《義勇軍進行
曲》，全場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國歌唱畢，全場肅立，向為中國人民
解放事業和共和國建設事業英勇獻身的
烈士默哀。
默哀畢，手持鮮花的少年兒童面向人
民英雄紀念碑高唱《我們是共產主義接
班人》，並致少年先鋒隊隊禮。

緩步繞行瞻仰紀念碑
群眾方陣前，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
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
委，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和無黨派

愛國人士，各人民團體和各界群眾，老
戰士、老同志和烈士親屬，中國少年先
鋒隊名義敬獻的9個大型花籃一字排
開。花籃紅色緞帶上「人民英雄永垂不
朽」的金色大字熠熠生輝。
軍樂團奏響深情的獻花曲，18名禮兵

穩穩抬起花籃，緩步走向人民英雄紀念
碑，擺放在紀念碑基座上。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隨後登上紀

念碑基座，在花籃前駐足凝視。鮮艷挺
拔的紅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輕盈綻放
的文心蘭，寄託着對人民英雄的深切緬
懷和崇高敬意。
習近平邁步上前，仔細整理花籃緞

帶。接着，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緩
步繞行，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
少年兒童和各界群眾代表也依次走到

紀念碑前，獻上手中鮮花並瞻仰紀念
碑。
敬獻花籃儀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

處書記，部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
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部分全國政協副
主席和中央軍委委員出席儀式。中央黨
政軍群有關部門和北京市主要負責同志，
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
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在
京老戰士、老同志和
烈士親屬代表，全
國少數民族參觀團
成員，中央
黨校第16期
縣委書記研
修班學員，
首都各界群
眾代表等參
加了敬獻花
籃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是國家第5個烈
士紀念日。當天上午10時，習近平等
黨和國家領導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
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儀式，緬懷

英雄烈士。央視昨發表快評指出，這是我國英雄烈
士保護法施行後第一個烈士紀念日。5年前，把烈士
紀念日設立於國慶前夕，昭示中華民族從苦難走向
輝煌的偉大歷程，我們要時刻警醒：「我們從哪裡
來，我們走向何方」。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
脈」。「不忘歷史才能開闢未來。」我們崇尚英雄、紀
念烈士，就是要永遠銘記歷史，賡續英烈精神，凝
聚起民族復興的強大正能量。
快評認為，英烈是民族的脊樑。尊崇烈士、祭

奠烈士，就是要讓英烈成為我們心底崇高、聖
潔、強大的永恒記憶。據不完全統計，約有2,000
萬名烈士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
民幸福英勇犧牲。每一位為國捐軀的先烈都會被
銘記，每一種精忠報國的精神都會被仰望。為他
們設立國家紀念日，組織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
正是為了以國家的名義向他們致敬，深切緬懷他
們的豐功偉績，學習傳承他們熱愛祖國、忠於人
民、無私奉獻、敢於犧牲的寶貴精神。
快評進一步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烈士公祭
辦法》《烈士紀念設施保護管理辦法》等陸續出
台，尤其是今年出台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
烈士保護法》，進一步織密捍衛烈士的法律制度保
障之網。各級黨委政府完善撫恤優待體系，不斷提
高撫恤待遇水平，黨和國家以切實行動踐行了對英
雄的尊崇。每年無數人瞻仰烈士陵園，讓我們體會

到群眾緬懷的深切之情，感受到民族血脈
中升騰而起的復興動力。崇尚英雄、捍衛
英雄、學習英雄、關愛英雄在全社會蔚然

成風。
快評最後指出，在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今天，我們可以
告慰長眠地下的英烈們的是：一個
強大的中國正在東方崛起，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在我們手中
化為現實。讓我們以英烈精神砥礪
前行力量，向着偉大目標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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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等領導人向先烈獻花習近平等領導人向先烈獻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
輝 綜合報道）為期 10天的
2018年國慶假期鐵路旅客運
輸昨日啟動，全國鐵路預計發
送旅客1.29億人次，平均每天
發送人次都在千萬以上，意味
着這個國慶假期比春運都繁
忙。預計客流最高峰出現在
10月1日，將發送旅客1,600
萬人次，比去年高峰日增加
97.5萬人次，增長6.5%。
昨午開始，珠三角內及出省

高速公路普遍出現擁堵現象。
其中，去年國慶假期因嚴重擁
堵而成為「網紅」的虎門大
橋，又如期出現堵塞，至截稿
前，南沙、東莞雙向均出現7
公里以上的汽車長龍。
深圳車主張先生昨午從深圳

出發，在虎門大橋附近逗留多
個小時，最終，於當晚7點才
成功駛離虎門大橋，總共耗費
近4個小時。
據車主反映，虎門大橋上已

設立紅綠交通燈，引導車主分
時出入大橋。網友調侃，跨海
大橋設交通燈，估計全國也只
有虎門大橋。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本報記者張聰報道綜合新華社及本報記者張聰報道））天天

地英雄氣地英雄氣，，浩然壯國魂浩然壯國魂。。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

儀式昨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儀式昨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黨和國家領導

人習近平人習近平、、李克強李克強、、栗戰書栗戰書、、汪洋汪洋、、王滬寧王滬寧、、趙樂際趙樂際、、韓韓

正正、、王岐山等王岐山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國務院昨晚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國慶招待會，熱烈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九周
年。據中新社報道，習近平、李克
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
際、韓正、王岐山等黨和國家領導
人與1,200多位中外人士歡聚一堂，
同慶共和國華誕。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致辭時指出，我們將繼續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
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契
機，深化內地與港澳地區交流合
作，促進港澳與祖國共同繁榮發
展。

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李克強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
全國各族人民致以節日祝賀；向港
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致以

親切問候；向所有關心支持中國建
設發展和改革開放事業的國際友人
表示衷心感謝。
李克強說，今年以來，在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我們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
和各項部署，沉着應對國內外環境
變化帶來的新挑戰，集中力量把中
國自己的事情辦好，增強發展內生
動力，多措並舉化解風險隱患，保
持了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深化各
項改革取得新進展，產業結構升級
勢頭良好。主動對外開放邁出更大
步伐，對外關係和國際合作開拓新
局面。

推進改革開放護多邊
李克強指出，今年是改革開放40

周年。改革是推動中國發展的根本
動力，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
基礎和關鍵。任何風雲變幻都動搖
不了我們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要

堅決維護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體
系，積極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
放，維護自身發展利益，與世界各
國分享發展機遇和發展成果。促進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實現互利
共贏。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思想。

堅持「一中」擴兩岸交流
李克強說，繼續貫徹對台工作

大政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持「九二共識」，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決不容忍任
何「台獨」分裂圖謀和行徑，在
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中為
廣大台灣同胞和企業提供更廣闊
的市場、更多樣的發展機遇。我
們將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願與國
際社會協商完善全球治理體系，
擴大與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李克強：續貫徹「一國兩制」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昨日專門邀請四川航空「中國民航英雄機組」全體成
員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9周年招待會，並
在招待會前，與他們親切會見。
習近平表示，「5．14」事件成功處置絕非偶然，

你們在執行航班任務時，在萬米高空突然發生駕駛艙
風擋玻璃爆裂脫落、座艙釋壓的緊急狀況，這是一種
極端而罕見的險情。生死關頭，你們臨危不亂、果斷
應對、正確處置，確保了機上119名旅客生命安全。
我很感動，為你們感到驕傲。授予你們「英雄機組」
「英雄機長」的光榮稱號，是當之無愧的。
四川航空「中國民航英雄機組」全體成員分別是：

飛行機組責任機長劉傳健、第二機長梁鵬、副駕駛徐
瑞辰，客艙乘務組成員畢楠、張秋奕、楊婷、黃婷、
周彥雯，航空安全員吳詩翼。

■文/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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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紀念日向人民英
雄敬獻花籃儀式昨日在
京隆重舉行。 新華社

■習近平整理花籃上的緞帶。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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