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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上認同國家民族一課 就從國慶日開始
內文
今天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的大日子，700 萬港
人與 14 億中國人一道歡慶。面對近日香港亂象，
一位教育界老友感慨地對自明話：「香港不少愛
國學校一直與國家同聲同氣，卻也有一些學校疏
忽愛國教育，甚至放任學生羞辱國旗。孩子就像
一張白紙，塗上紅色，就能為他們描繪燦爛人
生；塗上黑色，就預示着前途好大機會黑暗絕
望。本港教育界要好好借國慶的時機，思考把香
港的下一代培養成什麼人，如何才能讓孩子擁有
美好的人生。」
在諸如國慶日的大日子帶領學生升國旗、唱
國歌，是學校的應有之義，而且
國際通

行。老友指出：「香港有很多愛國學校，在回歸
前已堅定不移、無畏打壓，長期舉辦升旗禮，老
師、學生都有強烈的國家民族自豪感。想不到，
回歸 22 年，由於近期反修例的政治紛爭，以及暴
力威脅陰影下，在香港這個中國的土地上，竟然
有學校取消升旗禮，有學校雖然辦升旗禮，但校
方卻任由學生在升旗禮期間叫口號、唱『獨』
歌，甚至對學生扯下國旗、肆意踐踏，校方亦不
敢斥責阻止，視若無睹，真是令人感到匪夷所
思。這說明，香港的國民教育挑戰嚴峻。」
老友憂心忡忡話：「沒有國，哪有家？一個人
如果沒有國家觀念，就好似無根之木、無源之
水，不可能找到正確的人生方向。年輕人猶如一
張白紙，正是學習知識、形成觀念的關鍵時候，
愛國教育對他們尤其重要。一些學生對國旗缺乏
尊敬之心，是受現在社會歪風所影響，

尤其是被一些無德無良的『黃師』誤導，有堂堂
正正的中國人不做，一味想做英國人、美國人，
舉美英旗討好別人，乞憐美英來『解放香港』。
可笑的是，人家會要你？實情是，最多只能做拿
BNO的『二等公民』。」
引發反修例風波的深層次問題之一，不少人歸
咎於香港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機會，自感前途黯
淡，覺得沒有未來，易受人蠱惑做出違法暴力的
極端行為，老友認為：「其實是年輕人沒有看清
發展的大方向，國家正在張開懷抱，歡迎香港年
輕人，粵港澳大灣區好多政策就是為香港年輕人
度身訂做，提供發展機遇和人生無限想像空間。
香港年輕人完全可以融入大灣區，規劃美好人
生、施展抱負。但是，如果香港年輕人執迷不
悟，沉迷反政府、反社會、反國家，不惜作出違
法犯罪的行為，那就白白葬送了自

70 年來歷困難
特首率逾240人上京慶祝 兩地同進步明天定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馬靜、周琳）今日是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的大日子。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率領香港各界逾 240 人的
代表團，到北京參加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活動。部分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國家雖經
歷過不少困難，但同胞萬眾一心，以堅毅精神面對各項挑戰，令國
家愈來愈富強，大家都感到高興和自豪。他們表示，香港特區背靠
祖國，必定能夠與內地共同發展、共進步，明天一定會更好。

是次的香港各界人士國慶觀禮團，
由林鄭月娥擔任團長，中聯辦主

任王志民擔任顧問，昨日啟程抵京。從
央視視頻可見，林鄭月娥昨日在前往北
京的飛機上心情不錯，圍着絲巾的她與
觀禮團成員熱情打招呼，並與團員親切
自拍，合影留念。
根據日程，觀禮團今日上午會出席在
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 70 周年大會，並觀禮慶祝大會後的
閱兵式和群眾遊行。晚上，大部分團員
將出席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聯歡活動。
觀禮團成員表示，能赴京觀禮非常高
興，每一項內容都不想錯過，值得期
待。

陳恒鑌：閱兵規模反映富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過往
曾多次到訪北京，但因為今次是有幸參
與各項國慶活動，可以看到最盛大的閱
兵儀式，故心情特別不同。
他認為，從閱兵的規模，正好反映出
國家如何步向富強，成為世界強國之

吳永嘉：不斷創驕人成績

陳振英：面對挑戰 一一克服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指出，能夠
親身到北京參與國慶活動，感到相當榮
幸。他說，國家過去 70 年經歷過不少困
難，但同胞萬眾一心，以堅毅精神，面
對各項挑戰，最終都能一一克服，國家

■林鄭月娥昨日在前往北京的飛機上，與觀禮團成員熱情打招呼。
也愈來愈強大，人民生活亦越來越好。
雖然現今世界格局複雜多變，但他相信
祖國定能應對任何挑戰，一定會國運更
興隆，社會更發達，人民更幸福。
觀禮團抵京後入住位於王府井的君悅
大酒店，駐地安保嚴格，有多名武警站
崗駐守，只有持相關證件才可入內。香
港文匯報記者在門外遇到一些港澳及海
外人士，他們準備前往大會堂出席當晚
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他們對赴京觀禮國
慶70周年慶祝活動感到興奮和激動。

丘應樺：非常期待閱兵式

九西各界晚會歌舞賀國慶

■賓主一齊揮舞國旗區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祖國 70 華
誕，舉國同慶。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香港展開多場慶典活動。由香港同
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籌備委
員會、九龍西區各界協會主辦的「香港各界
慶祝國慶 70 周年文藝晚會」昨晚在香港文
化中心音樂廳舉行，西協合唱團、雅健社舞
蹈團等演出單位，載歌載舞，抒發內心喜悅
之情。

樊敏華：港定脫困 止暴制亂

香港文匯報訊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在京
與中央財金官員會面。昨日上午，陳茂波先與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會面，討論一系列議
題，包括香港金融市場、債券市場、銀行系統
等的最新發展。他隨後與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
理委員會主席郭樹清會面，就共同關注事宜交
換意見，包括香港保險業發展，以及特區政府
監管金融體系和確保金融安全的工作。
與有關官員會面後，陳茂波將隨香港各界人
士國慶觀禮團參與國慶相關活動。

■傅健慈(中)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70周年僑宴」。

列，而香港特區獲國家撐腰，也能分享
到發展的果實。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也
對自己能參與長安街的國慶閱兵儀式
等，感到十分之榮幸。他指出，過去 70
年，國家與一眾同胞在艱辛的環境下，
一步一腳印地在經濟、科技、醫學、民
生等領域，不斷創造出很多驕人的成
績，從站起來、富起來及強起來，大家
有目共睹。
他期望，香港特區在國家全力支持、
廣大愛國愛港愛澳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一定能與國家同發展、共進步，明天一
定會更好。

陳茂波晤中央財金官員

傅健慈：以港法律界精英身份出席感光榮興奮

同胞堅毅迎戰

己的前程，可嘆可悲。」
作為教育工作者，老友感觸特別深：「要令香
港的年輕人正確認識自己與國家、民族的關係，
首先要檢討的是教育界。要將學生教育成什麼
人，引領學生向哪裡走，教育界責任最大。教育
界同仁，必須以
對學生、香港、
國家負責的態
度，重塑香港的
愛國教育，為學
生好好補上國
家、民族認同的
寶貴一課，應從
今天國慶日開
始。」

中通社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會長樊敏華致辭時表
示，在國慶 70 周年這個舉國歡慶的日子，看
到祖國的騰飛，不論在科技還是在民生等方
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身為中國人感到無
比的驕傲和自豪。雖然現在全球經貿遭受挑
戰，再加上香港目前經歷的嚴峻考驗，但相
信有祖國作為強大後盾，香港一定會走出困
境，止暴制亂，融入祖國發展。
昨晚的演出在一片莊嚴的國歌聲中拉開序
幕，現場觀眾跟隨旋律齊聲合唱。隨後，他

央視視頻截圖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
會長丘應樺說，他已經是第二次在天安
門觀看閱兵式，此前在 2015 年應邀觀看
了「九三大閱兵」。他表示，非常期待
國慶 70 周年的閱兵式，見證國家的發展
和進步，希望從閱兵式中能看到中華民
族的復興精神。

潘繼澤：不想錯過國慶活動
香港 SPA 集團董事長潘繼澤表示，來
京參加觀禮，心情非常激動，也很興
奮，覺得國慶的每一項活動都值得期
待，不想錯過任何一個內容。

們更紛紛揮動手中的小國旗，跟着《歌唱祖
國》的旋律清唱出聲，場面壯觀。
首個表演為西協合唱團大合唱《我和我的
祖國》，旋律響起那一刻，現場觀眾情緒飽
滿，不少觀眾再次揮動手中的小國旗跟唱；
楊宇思小提琴演奏《梁祝》以華彩樂章牢牢
吸引了觀眾的目光；民族歌舞方面，雅健社
舞蹈團上演新疆舞蹈《達板城暢想》、萬紫
千紅藝術團的瑤族舞蹈《瑤山鼓舞》充滿濃
郁民族風情。
此外，譚永銓的魔術表演《魔尊奇幻地
帶》及香島長青中樂團的嗩吶及管子演奏
都贏得觀眾席頻繁且熱烈的掌聲。演出最
後在男女高音陳晨、鄺勵齡演唱《今夜無
人入睡》和《我愛你中國》的歌聲中落下
帷幕。
演出結束後，觀眾梁小姐表示，十分高興
能前來觀看今次演出，國家發展有目共睹，
今次能通過欣賞文藝晚會的方式，慶祝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切實感受到了「與
國同慶」。
另一名觀眾李小姐則表示，在觀看合唱
《我和我的祖國》時，內心難掩激動，特別
是看到觀眾揮舞起手中的小國旗，再聯繫當
下香港發生的種種暴力事件，有種落淚的衝
動。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
交流基金會秘書長傅健慈博士獲邀
參 加 了 28 日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舉 行 的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
僑宴」。他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以香港法律界精英身份出席，感
到很光榮很興奮！」他又指當晚遇
到很多愛國愛港的朋友，並不停拍
照留念。

難忘汪洋勉萬眾一心砥礪奮進

他說，晚宴上，全國政協主席汪洋
發表重要講話，其中我最深刻的一
段：「只要有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和
全體中華兒女共同努力，沒有任何力
量能夠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讓我們
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
共中央周圍，萬眾一心、砥礪奮進，
共擔民族大義，共襄復興偉業，共創
中華民族更加燦爛輝煌的明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保港」登回歸塔舞國旗賀國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民間團體「保衛香港運動」數十
人昨日自發來到位於大埔海濱公
園的香港回歸紀念塔。他們先在
塔前肅穆鞠躬，緬懷先烈；之後
登上紀念塔，在塔上揮舞國旗，
表達對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的慶
賀。
參與活動者手持國旗登上紀念
塔，伴隨着國旗在紀念塔高高飄
揚，他們高呼「祝祖國繁榮昌
盛、國泰民安」等口號，全體成
員又高唱國歌以及《歌唱祖
國》、《東方之珠》，氣氛高
昂。不少參加活動的市民都是頭
髮斑白的長者，但他們唱歌的聲
音仍然非常嘹亮，歌聲傳遞出愛
國深情，感染了不少路人。
有參與者表示，祖國是印刻於
每一名中華兒女的心中，只有國
家強大，人民才會得到尊重，這
是曾經生活在港英時期的老一輩 ■「保衛香港運動」數十人昨日自發來到位於
港人內心最真實的獨白。
大埔海濱公園的香港回歸紀念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