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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七十年風雷激盪創造奇蹟 香港融國家戰勝風浪再創輝煌
今天是我們偉大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 70 周年的大日子。70 年風雷激盪，中國
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不屈不撓的奮
鬥、義無反顧的犧牲、改天換地的豪情，創
造了人間奇蹟，百年積弱的中華民族實現了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 70
年歷程並非一帆風順，歷經風雨曲折，但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勇
於撥亂反正、自我革新，找到最適合自己的
發展道路，堅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
今，中國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
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夢
想，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
實現令世界驚歎的現代傳奇。在國家民族欣
欣向榮、蓬勃發展的歷史階段，香港更應堅
定不移地維護「一國兩制」，重新塑造良好
法治、安定有序的環境，以人心思齊、人心
思進的飽滿精神狀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貢獻國家，成就香港。
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的百年中國歷史，充
滿屈辱，戰亂綿延，內憂外患，積貧積弱，
生靈塗炭。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給國家
民族帶來真正的曙光，中國人民的命運出現
轉變的希望。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
和國以驚雷之聲向世界宣告——「中國人民
從此站起來了」。中華民族從此擺脫苦難歲
月，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開啟篳路
藍縷的創業征程，掀起氣

壯山河的建設浪潮。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
路，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深刻最偉大
的社會變革，為中國站起來提供了政治前提
和制度基礎。
70 年風雨兼程，70 年砥礪奮進，70 年上下
求索。新中國發展的歷程並不簡單，更非一
帆風順，經歷了無數坎坷、曲折，甚至遭遇
十年浩劫，面臨「被開除球籍」的深重危
機。可幸而可貴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
和人民，以巨大勇氣和非凡魄力，在失誤中
吸取教訓、總結經驗，在自我檢討、自我完
善中找到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嶄新道路，
找到了最適合中國發展的制度模式。
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徵，是通過不斷深化
改革、擴大開放，逐步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興辦經濟特區，開
放東南沿海城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走
出去」和「請進來」，對外開放取得重大突
破；香港、澳門按照「一國兩制」安排回歸
祖國，和平統一邁出新步伐。從 1978 年到
2017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33.5 倍，年
均增長 9.5%，遠高於世界經濟同期年均 2.9%
的增速，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 2 位，中國人
民從溫飽邁向全面小康。40 多年的改革開
放，中國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
化進程。
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高瞻遠矚的
引領下，全國上下一心，眾志成城，各個領

域的改革深入推進，經濟發展動力平穩轉
換，興業惠民政策接續不斷，人民的幸福
感、獲得感和自豪感進一步提升，中國的物
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
生態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神舟飛天、高鐵奔
馳、北斗組網、超算「發威」、大飛機翱
翔……中國趕上世界水平的強國夢實現了歷
史性跨越。「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重大規劃穩步推進，中國以開放包容、
互利共贏的宗旨推動全球治理合理化，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獲得世界各國和人民的尊
重和支持。
中共十九大宣佈：「經過長期努力，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中華
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
大飛躍，意味中國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如今的中國更加增強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
幟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堅持實幹興邦，
以中國人的勤勞、智慧和勇氣，推動國家快
速發展，一步一腳印地走好中國自己的路，
14 億中國人民對國家發展的巨大成就感到前
所未有的自信和自豪。
回首新中國 70 年歷史，香港與國家同呼吸
共命運。新中國成立初期，內外形勢嚴峻，
新生的共和國對香港的重視和珍愛始終如
一。祖國內地數十年如一日向香港供應副食

任達華惠英紅參演 憶回歸一刻心情激動

「我們終究是祖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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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香港上映

品、食水和原材料，保障了港人的基本生活
需求、市場穩定和經濟發展。長期以來，香
港也扮演了國家聯繫世界的窗口和橋樑角
色，為國家建設輸入必需的物品和資金。改
革開放和「一國兩制」兩大國策交融激盪、
相得益彰，為香港順利回歸、保持長期繁榮
穩定提供了根本保障，而香港也在國家改革
開放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回歸以來，香
港走上了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
道路。
實踐已經並且還將證明，「一國兩制」完
全行得通、辦得到、得民心，是香港的最佳
制度安排。中央堅定貫徹「一國兩制」，祖
國始終是香港克服各種困難的堅強後盾，是
香港戰勝任何艱難險阻的強大力量。雖然近
期香港發生了持續三個多月的暴力事件，對
法治穩定、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損害，也對
「一國兩制」造成不容忽視的衝擊。但暴力
氾濫惡化，也使廣大香港市民越來越看清，
法治安定蕩然無存、社會撕裂、內耗不止，
香港繁榮穩定和安居樂業都會淪為空談。港
人應清醒認識到，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
務之急。唯有如此，香港才能走出困局，營
造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搭上國家發展的快
速列車，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中找到解決
深層次矛盾的辦法，把國家、香港建設得更
好。這是國家和港人的共同期盼。

《我和我的
& 祖國》電影昨
日在內地正式
上映，大批年
輕人到影院觀
影。不少年輕人在觀影結束後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電影非常震撼，令自己深
受感動。作為年輕人，愛祖國
的最好方式是從做好身邊的小
事做起、成就更好的自己，熱
愛自己的事業，為祖國的繁榮
昌盛貢獻自己的力量。
陳志婷在上映當天趁着午休
時間迫不及待到影院買票觀
影。她說自己尤其被電影裡
《回歸》1997 這個故事所感
動，那時候自己剛剛上小學，
學校準備了電視機，讓大家在
自己教室裡觀看實況轉播。大
家雖然年齡小，但每個人都感
覺到當時那個時刻是個很神聖
的時刻，大家都很興奮，翹首
盼望着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的
時刻。

深青年：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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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植毅儀）由陳凱歌
任總導演，黃建新任總製片人，張一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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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少觀眾喜愛。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總策劃，陳凱歌、張一白、管虎、薛曉
路、徐崢、寧浩、文牧野七位導演為新中
國成立 70 周年共同打造的獻禮片《我和我
的祖國》，今日在香港公映，內地昨日上
映。目前預售總票房破 2 億，值得大家入戲
院支持。香港影帝任達華和影后惠英紅均
參演了《我和我的祖國》中的一單元《回
歸》，他們均表示深感榮幸。片中華哥飾
演維修手錶的師傅，而紅姐則演香港警
察。拍攝期間令兩人回憶起 22 年前香港回
歸祖國的一刻，異口同聲地表示場面歷歷
在目，心情仍然激動。
70 華誕，國家愈來愈強大，在國際
今年是新中國
地位也愈來愈高。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呈現

了七個故事，當中由薛曉路執導的《回歸》還原了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的盛況。其中不為人知的故
事是，為了五星紅旗一秒不差地升起，中英雙方就這
「2 秒」談判了整整 16 輪之久。當中一幕幕驚心動魄
的瞬間和令人熱淚盈眶的畫面，都會在薛曉路導演
《回歸》中得以真實呈現。
惠英紅飾演的香港警察始終站在回歸談判和儀式的
第一線，確保萬無一失。但當所有人都能在電視機前
見證回歸這一歷史時刻時，他們仍需在場館外堅守崗
位。「1997 年時，我在電視機前觀看回歸儀式，是我
人生的難忘時刻，香港終於回來祖國的懷抱，我們不
再是『孤兒』了。」惠英紅說。

昔日旗手 訓練演員基本功
任達華在片中飾演鐘錶師傅，為了將回歸儀式執行
總指揮的手錶調至分秒不差，他不眠不休，分文不
收。「我記得回歸當日下着滂沱大雨，但都阻止唔到
激動的心情，在電視機前見證中國國旗升起的一刻，

感動到眼濕濕。香港從 1841 年到現在，由一個小漁村
發展成為國際都會，箇中的滄海桑田，自己有幸參演
《回歸》， 重現這一個對所有港人難以忘懷的重大時
刻，始終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你要去了解歷史，你才
可感受其中。」任達華說。
《回歸》中，導演薛曉路為了還原這一莊嚴的歷史時
刻，邀請了時任交接儀式升旗手的朱濤作為升旗部分的
總指揮和顧問，指導杜江、 朱一龍等演員，訓練他們
走正步、升旗這些基本動作。已經不是第一次同薛曉路
合作，紅姐大讚薛導演是一個好懂知人善用的人。
「我演香港警察，拍攝時間都好緊迫。當日在石硤尾
街市拍攝，還原返當時香港小市民對回歸的心情。另外
我們要拍攝場內步操，我們入咗去拍攝大樓，自己去操
練步操，然後再操畀導演睇。導演好懂得放手，但佢亦
係一個好認真嘅人。之前我們在《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
二情書》已經合作過，佢可以為一個鏡頭而拍好多次。
但如果佢知道你比佢更認真做嘢，唔需要佢再擔心你，
佢係完全放晒手畀你去演。我同華哥再度飾演夫妻，可
謂駕輕就熟，好有默契。」惠英紅說。

做人守時 尊重他人和自己
片中，任達華飾演一個內地來香港的鐘錶師傅 ，來
港生活邂逅做警察的惠英紅，且結為夫婦。華哥在片
中飾演鐘錶師傅可謂是絲絲入扣。任達華笑言，「本
身我就識整錶，以前會買舊手錶返嚟，我鍾意自己
整。其實喺我細路仔時，每日見到爸爸（任錦球）返
工的時候，一定會睇手錶。小時候爸爸打我很兇，有
一次在外面貪玩，晚了 10 分鐘回家，父親就拿了一根
長棍子打我，然後飯都沒吃就去上班了。因為父親是
警察，上班很守時，但他又想等兒子回來一起吃飯，
所以才這麼生氣。爸爸教我做人一定要好準時，所以
我六、七歲開始，已經深刻記住呢個爸爸教我做人的
座右銘。守時在我人生來說，十分重要。我工作上從
不遲到，因為這是尊重人，也是尊重自己。」

上海觀眾：
回歸場景印象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我真的很
激動，影片裡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我都經歷過，但能夠在
電影院看到這些激動人心的時刻再現，我內心的那股熱
情依然久久不能退去。」已有 84 歲高齡的朱女士，與
家人一起專程趕赴影院為祖國慶賀。作為一名退休教
師，朱女士多年來依然沒有停止傳播愛國教育，「我希
望有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能夠觀看、領悟這樣的電影，
了解祖國70年來發展的不易與真正實力。」她說。
談及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講述為保障開國大典國旗順
利升起，工程師爭分奪秒排除萬難的《前夜》；以及與
英國人談判16輪分秒不讓，最終確保五星紅旗分秒不差
飄揚在香港上空的《回歸》，讓朱女士尤為感動。「這
些歷史時刻的發生我都看過也參與過，但沒有想到背後
有這麼多的故事，了解後真的很有感觸，中國真棒。」

盼影片喚起年輕人共鳴
同樣對於《回歸》有着特別印象的溫先生，與夥伴們
一起專程拿着小紅旗觀影，為祖國祝福。「今天（30
日）是首映，我們想要在第一天就見證祖國繁榮發展的
重要場景。」溫先生說，「香港回歸那年，我還是小學
生，但我記得當時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動。現在香港的情
況也比較複雜，所以我覺得這部影片在此時上映非常有
意義，希望喚起更多年輕人的共鳴。」
與家人一同前來觀看影片的徐小朋友，揮舞着國旗在
《我和我的祖國》海報前留下了燦爛的笑臉，有家長表
示，「因為小朋友對於這些歷史可能還不太了解，所以
專程帶孩子來看一下，感受當時的氛圍，也了解我們祖
國繁榮發展背後的故事。」

陳志婷說，電影裡《相遇》
這個故事也激發起了自己的工
作熱情，當年研發原子彈的先
驅都已離去，而自己這一輩的
年輕人應該接過老一輩的傳
統，勇往直前、創造佳績，為
祖國未來事業添磚加瓦。
胡琪也是個「90 後」，她
說電影裡每個故事都令自己很
感動。今年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大街小巷裡掛滿的紅旗
令自己想起新中國成立 60 周
年時的盛景。那一年，自己十
一期間跟隨父母到北京旅遊，看見天安門
廣場上花團錦簇，裝點一新；看見人民軍
隊的鏗鏘步伐，看見大國利劍在路上、在
空中呼嘯而過，看見翩飛的白鴿起舞於朗
朗晴空……她說，新中國 60 華誕那一天的
震撼場景，全家永生難忘。
胡琪說，之前自己一直在想「我」和
「我的祖國」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看完
之後覺得自己找到答案了。就像一度在朋
友圈刷屏的那段話所說的，「你所站立的
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
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若
光明，中國便不黑暗。」
胡琪說，《我和我的祖國》想表達的意
思也是相近的。我和我的祖國，一刻也不
能分割，無論多麼平凡、微小，我們終究
是祖國的一部分，只有我們共同向上，共
同努力，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
祖國才會越來越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

■陳志婷

■胡琪

香港文匯報記者毛麗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