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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編印國慶70周年精美畫冊 10月1日隨報附送
2019年9月30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訊 偉大祖國繁榮昌盛，港澳同胞共享
榮光。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香港文
匯報特別精選大量歷史珍貴照片，回溯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難以忘懷的重要歷史瞬間，編印成《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精美畫冊（見圖），10
月 1 日國慶 70 周年當日隨報附送，以饗讀者。希冀
喚起全民回憶，共品國家盛世華章。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
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的一張黑白照片，定
格了新中國最經典的歷史開端。由此而始，70 年
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團
結一心，不懈奮鬥，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類發展史
上的偉大奇跡，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從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

飛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畫冊，
圍繞這條清晰的富民強國主線，精心選擇各個時期
最具代表性的照片，全面回顧新中國 70 年來踏坷而
行披荊斬棘的莊麗征程：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國第一
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
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抉擇；1997年7月
1 日五星紅旗在維多利亞港上空冉冉升起，香港正式
回歸祖國；2008 年 8 月 8 日，第 29 屆北京奧運會開
幕；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14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
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
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11 月 15 日中共十八屆一中全
會選舉習近平為中共中央總書記；2018 年 2 月 9 日，
中國自主研製的新一代隱形戰鬥機殲-20 列裝空軍作
戰部隊……

新中國走過的光輝歷程，也是香港與祖國同發
展、共命運的光輝歷程。尤其是回歸祖國以來，香
港與內地和衷共濟、守望相助，共同成就了騰飛共
贏的中國奇跡，「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
更好」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國故事」中最精彩
的篇章。香港文匯報編印這本國慶畫冊，亦盼更多
的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一代，能從中了解國家的
歷史，明晰香港在國家大格局中承擔的重要角色，
從而珍惜國家發展為香港帶來的巨大機遇，堅守
「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發揮自身之
長，融入國家大局，共擔民族發展大義，共享祖國
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港警 10 代表抵京參加國慶活動 期待 70 周年大閱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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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實習記者 李劍寧
北京報道）
「光頭警長」劉 Sir 等受邀警員 29 日
到達北京參加國慶慶典相關活動，劉警長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這是我第一次到
北京，能夠代表香港警隊參加國慶 70 周年
活動十分榮幸！期待 70 周年大閱兵，登長
想凝聚同胞們，讓香港沉默的一群人站出
來，撥亂反正，否則香港何言未來。
從香港出發時身着白色襯衣接受
劉Sir央視記者採訪，形象帥氣，他表示

是因為首次前往首都。來京前一天（28
日），劉 Sir 專門給香港文匯報記者發了
一段簡短視頻表達來京心情。他在視頻中
說：「大家好，我是光頭警長，我要出發
了，非常興奮，我太太比我還要興奮，一
早就把行李幫我收拾好，怕我漏東西，我
自己也檢查了兩次。因為是新中國成立70
周年，我非常期待70周年的大閱兵。因為
我在香港，登長城也是我多年以來的心
願，以前只是在電視上見過，北京，我來
了。」

反國家反政府僅是少數
此外，劉 Sir 也表示：「我 2011 年在
上海與公安大哥工作交流時，大哥幫我
開了一個微博，因為興趣不大所以一直
沒有使用。直到今次香港事件，我想使
用微博多謝內地同胞對香港警隊的支持
及關心，另外我更想凝聚同胞們，讓香
港沉默的一群人站出來！我想要給全世
界知道，反國家反政府的只是一小撮
人！最好能夠做到一次撥亂反正，否則
香港何言未來！」
此前有媒體報道，劉 Sir 和太太已初步

最期待：觀看閱兵等慶祝活動
嚐美食：例如麻辣小龍蝦、冰糖葫蘆、
烤鴨等
登長城：從很小的時候就想
看到長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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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把兩個孩子送到
深圳去上學。香港文匯
報記者對此向劉 Sir 再次
確認，他表示目前已有打
算，現在還在搜集數據中，
打算在深圳一帶為孩子選擇
學校，也能方便他每日都能去
看小孩子，但是目前還未選擇好學校。

警長回歸時曾到京
讚 22 年變化大

警長郭德輝在香港回歸祖國那年曾到過
北京。他表示，22 年過去了，這裡的變化
很大，科技、教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
進步，了不起。很高興能作為警隊代表來
參加國慶慶典，期待閱兵時能看到各類新
式武器。

林志偉：反映國家對警隊尊重

盼港青冷靜思考

據了解，此次本港警務人員代表共有10
人獲邀赴京。據媒體報道，一行人抵達北
京下榻的酒店，當天傍晚拜訪公安部。警
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說，相信雙方
會討論本港警隊近況，以及受傷警員的情
況，他認為，國家以往國慶都有邀請警
隊，這次不是特別情況，但反映國家對警
隊的尊重，以及有正面看法，不相信警隊
獲邀，會影響本港警民關係。若市民認為
警隊並非中立，也無法阻止有關想法。
警務處人事及訓練處處長李建輝回應
是否拜訪港澳辦時，只表示「好多嘢都係
被安排」，這次獲邀是警隊榮譽，工作是
否做得好，國家和 14 億人民自有定位，
他強調警察會盡力而為，希望香港盡快恢
復秩序。

在8月份的一場衝突中，郭德輝的頭部被
暴徒用削尖的登山杖擊中，傷疤至今清晰可
見。他說，加入警隊已經35年，第一次遇到
這麼大的挑戰，希望香港盡快恢復平靜。即
將退休的他也想帶兩個兒子到內地走走，看

今日看點
敬獻花籃儀式：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
碑前舉行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
儀式，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
各界群眾代表參加。
國慶招待會：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名義，在人
民大會堂舉辦盛大國慶招待會，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發表重要講話。
文藝晚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以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形式
呈現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文
藝晚會《奮鬥吧 中華兒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看現在的中國到底是什麼樣子。
代表團最年輕的團員、現年 23 歲的警員
胡瑞傑說，沒想到有機會來到北京，第一
次來就能參加國慶慶典，感覺光榮和自
豪。憶及與「光頭警長」劉 Sir 在執勤時被
多名示威者攻擊的場景，他坦言，加入警
隊近四年沒有遇到過這種場面，心裡有點
緊張，但也相信隊友的專業能力。
胡瑞傑說，香港的年輕人很有才能和想
法，但有些人被不法分子誤導「行差踏
錯」，希望他們冷靜想想自己所做的事是
否正確，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中新社

■10
「光頭警長
光頭警長」
」與同袍合影留念
與同袍合影留念。
■
10名香港警隊代表合影留念
名香港警隊代表合影留念。
。。網上圖片
中新社

網友熱烈歡迎 盼劉 登長城

城已是多年心願，北京我來了！」他還表示

劉 Sir
來京心願單

Sir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實習記者 李劍寧
北京報道）29 日八時五十
九 分 ， 劉 Sir 在 微 博 上 發
文表示：「北京！我們的
首都！我來了！」並配圖
自己穿着正裝在機場的照
片。微博一經發出，網友
便 紛 紛 留 言 表 達 對 劉 Sir
的 歡 迎 ， 同 時 對 劉 Sir 北
京之行深深的祝願，更表
示期待警長國慶之行能登
長城做好漢。
有 網 友 對 劉 Sir 穿 上 帥
氣西裝表示誇讚：「未免
也太帥了！」 還有網友
表示警長帥得不孤獨，在
警長背後有十四億人民及
強大的祖國在支持他們。
甚至有網友表示「嫉
妒」：「能別那麼帥嗎？
留點給別人帥好不好」。
此外，有網友也發出溫馨
提示：「保護警長家人和
孩子，希望大家有拍到劉
Sir 家人尤其是孩子的網友
不要上傳照片，實在要上
傳一定記得打碼！」

受邀參加國慶活動 何君堯登長城做
「好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受邀參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祝活動的香港立法會議
員何君堯 28 日抵達北京，並於 29 日登上長城。他發
佈微博感歎：「相信今次的禮遇是國家對愛國愛港
人士的肯定，君堯只是有幸作為其中一個小小代表
而已。登長城，存正道，做個愛國利民的好漢、
英雌！」此外，他還在發佈的視頻中奉勸香港年
輕人有機會也到長城做一條好漢，並向29日抵京
的香港「光頭警長」劉Sir喊話「快過來呀」。
何君堯 28 日晚發佈微博表示：「君堯有幸獲
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今天已經順利到達北京
了。我相信今次的禮遇是國家對愛國愛港人士的
肯定，君堯只是有幸作為其中一個小小代表而已。
國慶 70 周年是大事，基於安全需要，入住的地方安
保工作亦做得非常嚴密，辛苦各位工作人員了。」

29日下午，他再次在微博發文：「君堯今天重臨長
城，祝願祖國國運興隆，人民同胞生活幸福美滿。」
祝福之餘，他也奉勸香港年輕人多來內地走走，看看
大好山河，「登長城，存正道，做個愛國利民的好
漢、英雌！」

漢」。何君堯這次也不忘喊話：「劉 Sir，志偉(香港
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快過來呀。」這一隔
空邀請也讓不少網友大呼「可愛」。

喊話劉 Sir 加入
他還配上一段視頻說道：「大家好，我是何君堯，
今天很高興來到長城做一條好漢。記得三十多年前我
在大學念法律時，成績還沒有出來，馬上就到長城做
一條好漢，然後就成功通過了考試。我奉勸香港年輕
的朋友，有機會到長城做一條好漢。做個好漢，那您
就是一條好漢。」
據報道，受邀參加國慶70周年慶祝活動的「光頭警
長」劉 Sir 曾表示，希望能「走一走長城，做一做好

■何君堯在微博
上傳了登長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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