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2,000部的士國慶節全港巡遊。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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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00部香港的士昨日在車上掛起五星紅旗，在
港島、九龍及新界等地進行巡迴行駛，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盼港盡快恢復秩序
香港的士司機從業員公會（的總）表示，這2,000
部掛上國旗的的士，代表着香港6萬的士司機熱愛
國家、熱愛香港的心情，表現出香港基層群眾對國
家的祝願，亦代表的總屬下5萬名會員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支持警隊止暴制亂，盡快恢復香港社
會正常秩序的決心和力量。
參加活動的謝姓的士司機為此感到興奮。他表

示，作為中國人，見到祖國不斷發展進步，經濟愈
來愈強大，感到好自豪，所以自發參加昨日活動，
與同業一起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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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塘藍田邨廣場，香港青少年軍的同學們昨日以中式步操，在
廣場上升起鮮艷的五星紅旗。有參加活動的青少年軍表示，升旗讓
自己覺得好榮幸和開心，「我的國家生日，我好開心，好像見到自
己阿媽生日一樣。」升旗禮並吸引大批香港市民到場觀禮，他們手
中揮舞着國旗，為祖國母親慶祝生日，現場匯聚成一片五星紅旗的
海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人「龍脊」健步賀國慶
「維港之聲」昨日發起慶國慶活

動，吸引逾百名市民參加，將五星紅
旗、國歌和對祖國母親的生日祝福帶
到象徵「東方之珠」繁榮成就的香港
島最高峰太平山頂，希望讓所有人看
到飄揚的五星紅旗，希望自己的愛國
心傳遍香港。
參與市民身穿紅衣、戴紅帽，一早

7時許已在中環集合，然後乘坐山頂
纜車到達山頂廣場，再步行超過半小
時，最後到達了太平山的最頂峰。他
們不停地揮舞手上的國旗，高唱國
歌、《歌唱祖國》及《我和我的祖
國》，並高呼「祖國生日快樂」等口
號。
「維港之聲」發言人欒先生站在太

平山頂說：「這裡是港島最高的山
峰，我們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國旗，

希望我們唱出的心聲都能夠傳遍香
港。」

母盼孩子「知道自己的根」
參與者中年紀最小的只有8歲，最

年長的市民有70歲。8歲的呂小朋友
說：「我是來慶祝國慶，祝祖國生日
快樂。」女孩的母親魏女士則對記者
說，希望從小培養女兒的愛國觀念，
「慶祝國慶的同時，要讓她知道自己
的根，自己是中國人。」
臉上貼着國旗貼紙的香港市民岳女

士真誠地為祖國獻上生日祝福，希望
透過遍佈太平山頂的國旗來表達對祖
國的熱愛。而作為一名中文教師，她
希望香港盡快普及愛國教育，讓愛國
主義精神扎根於青少年心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數十名香港潮籍青年昨日聚集在香
港潮州商會，一同觀看國慶70周年閱
兵直播。昨早10時，慶祝大會在北京
正式拉開序幕，隨着現場的一聲肅
立，遠在香港的青年們同步站立，並
在國歌奏起時同唱，為祖國送上生日

祝福。
主辦者、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陳

幼南指，希望藉此活動讓香港青年人
明白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潮青李相偉
表示，眼見國家的軍事裝備逐步現代
化，甚至已是世界領先前列，他對此

感到非常自豪。潮青林基浩表示，今
次是第一次觀看閱兵直播，感覺相當
震撼。潮青吳匠桉指，今次閱兵不單
可看到祖國的科技及軍隊一直進步，
亦顯出中國人民的團結與齊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市民愛國情 洋溢金紫荊

科大500師生「快閃」唱紅歌

2000的士巡遊全港祝福祖國

維港遊船河 傾訴愛國情

港青少年軍升旗：開心似阿媽生日

五星紅旗飄揚太平山巔

香港科技大學數百名師生在國慶日自發
組織系列慶祝活動，他們昨日上午集體觀
看電視直播北京國慶閱兵後，更「快閃」
唱出多首愛國歌曲，表達對祖國滿滿的
愛。是次活動獲得大批科大師生響應，單
是「快閃」現場已有超過500人。

手揮五星紅旗氣氛熱烈
國慶閱兵，普天同慶。雖然不在閱兵現

場，但一批科大師生自發組織活動，數百

人聚集於科大鄭裕彤樓，一同觀看閱兵直
播。觀禮結束後，他們隨即在樓外開始了
「快閃」唱愛國歌曲，並揮動手中的五星
紅旗，現場氣氛熱烈。
活動發起者表示，這是一次偉大的愛國

主義教育，表現出同學們的愛國之情；在
香港當前這個特殊的時期，當中呈現的勇
氣和團結更加珍貴。在接下來的日子，會
把精力聚焦到學業上，「面對紛紛擾擾，
我自巍然不動。」■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逾300名香港青年於昨日上午組織了一場名為「愛
國．愛家．維港遊迎國慶」活動。他們從中環碼頭
出發駛向南丫島。在途經香港金紫荊廣場時，所有
參與活動的市民全體肅立、齊聲高唱國歌，一些站
立在甲板上的市民揮動着手中的國旗和區旗，祝福
祖國未來更加富強昌盛。
遊船抵達南丫島後，市民們走上岸，手持國旗和

區旗，高喊「我們在香港，祝祖國生日快樂」，並
一同合影留念。
該活動由香港菁英會主辦，香港華菁會、蘇港青

年交流促進會及渝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等多個青年
組織合辦。主辦方希望在共和國70華誕之際，藉此
次活動，帶出歡樂正面的氣氛；亦希望香港人能夠
團結一心，積極走出困局，為祖國的繁榮富強齊心
同力，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由民間組織發起的「香港『龍
脊』健步賀國慶」活動吸引逾850名
愛國愛港的香港市民參與。他們沿
途揮動手上的國旗、高唱《歌唱祖
國》，又大喊「中國加油」、「祖
國生日快樂」等口號，將自己對祖
國母親祝福的心聲，永遠鐫刻在被
譽為香港10大最美風景之一的龍
脊。

倡體強國強勉克服困局
到達龍脊時，有參加者一邊舞動

國旗，一邊高唱國歌，向祖國送上

70歲華誕的祝賀，並紛紛拍照記錄
這一動人時刻。
參加人士表示，能見證新中國成

立70周年的歷史時刻感到很高興。
他們也為中國人的身份感到非常自
豪，祝願祖國繼續強大，也希望香
港人能開開心心過好每一天。
活動主辦方中國香港旅行遠足聯

會主席周國強表示，祝賀國家繼續
繁榮昌盛。此次組織健步活動賀國
慶，是為了提倡「體強國強」的信
息。同時，也勉勵港人定能不懼艱
苦，克服面對的困局。 ■中通社

逾百名市民穿着印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及「中國
夢」字樣的衣服，並戴上國旗頭箍，昨早11時在金紫荊廣場外慶祝
國慶。現場洋溢着港人對祖國的熱愛，眾人都展露燦爛笑容，心情
興奮地揮動國旗及唱國歌，之後又結隊在金紫荊外兜圈。
活動發起人郭女士表示，希望藉活動讓市民表達愛國心，「無論在

什麼情況下，做仔女嘅都應該為媽媽（祖國）慶祝生日。」參加活動
的林太則帶同孫子一起前來，她希望孫子能從小培養對祖國的認識。
有內地旅客特意前來金紫荊廣場拍照留念。來自深圳的郝小姐表

示，國慶60周年時，自己仍是小朋友，自己在過去10年成長過程
中，見證國家發展愈來愈好、愈來愈強，令她更有自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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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青觀閱兵感自豪團結

「守護香港大聯盟」發起國慶護
旗活動，昨日上午在中環香港大會
堂舉行護旗隊出發儀式，逾百市民
在大會堂前地拉起一面巨幅國旗，
並圍繞國旗合唱國歌。合唱後，他
們分別用粵語和普通話高呼「祖國
生日快樂」。

逾300處掛國旗並守護
主辦方透露，護旗活動得到市民

積極響應，有約 1.1 萬人報名，他
們昨日分別在港島、九龍、新界
東、新界西四個區以不同方式，配
合警方守護國旗。
大聯盟召集人、此次護旗行動總指
揮黃英豪表示，國旗是國家的象徵，
是次護旗行動是要呼籲全港市民樹立
尊重國旗、保護國旗的觀念，凝聚正
能量，形成愛護國旗的強大社會氛
圍。

參與行動的何先生表示，本港至
少有300多處地方懸掛國旗，每個
地點都會有市民守護，密切留意周
邊情況，如發現被破壞，會第一時
間通過專線報警，同時警方亦安排
了一定程度的護旗警力。另外，還
有數十隊市民組成的護旗隊，以定
點或機動巡邏的方式，在重點區域
守護國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護港聯」護國旗聚正能量

九龍西潮人聯會昨日舉行「唱國
歌賀國慶」主題快閃活動，以慶祝
新中國 70 周年華誕。會長潘陳愛
菁、常務副會長劉偉光、陳欣耀、
黃業坤聯同會董及會員50多人，昨
早到啟德社區會堂揮動國旗齊唱國
歌，祝願祖國昌盛富強、人民安居

樂業、生日快樂。

北角500市民插旗慶祝
昨日北角區舉行護旗活動，500名

區內市民帶同近千支國旗，在英皇
道一帶高唱歌頌祖國的歌曲，並在
沿途插上國旗，為新中國70周年華

誕送上祝福，亦為區內增添喜慶氣
氛。活動主辦人蔡先生感謝大家的
踴躍參與及支持，他表示，今年是
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家身為中國
人，又身處中國的香港特區，一定
要慶祝！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九西潮聯唱國歌慶華誕

慶同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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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大日子，香港不同界別、不同身份、不同年齡層的市民紛紛自發組織或踴

躍參加慶祝國慶活動，他們高舉國旗，高唱國歌，把愛國之聲、對祖國母親的祝福聲，傳到街頭巷尾、山峰海港、

大學社區，感動每一個愛國市民的中國心。

香港最近處於紛亂不斷的特殊時期，愛國愛港人士，特別是當中的年輕力量，在昨日的活動中發出了較以往更為

強烈和堅定的呼聲。由青少年參與的升旗禮、大學生觀看北京國慶閱兵、組織「快閃」唱國歌，無不彰顯香港年輕

人的愛國風貌，此中傳遞出的滿滿正能量，正是為祖國母親奉上了最好的生日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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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菁英會維港遊船河賀國慶港菁英會維港遊船河賀國慶。。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青少年軍與市民一起為祖國慶生。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青少年軍在藍田邨廣場舉行升旗。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逾百市民昨日一早在金紫荊廣場揮
舞國旗，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行「龍脊」表達愛國之情。 中通社

■潮籍青年觀看閱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護港聯」發起護國旗活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一家三口維港坐船開心合影一家三口維港坐船開心合影。。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科大師生科大師生「「快閃快閃」」唱愛國歌曲唱愛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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