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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銀幕上觀閱兵
新疆民眾：攢勁！

4K超高清直播首入內地逾10省份70家戲院

小學生盼當科學家
為國研製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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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首府烏魯木齊市的美亞巨幕
影城和人民劇場，與內地另外

68家影院同步以「巨幕+4K超高清
信號」的形式，直播了新中國成立
70周年慶祝大會、盛大閱兵和群眾
遊行活動。近千名烏魯木齊各族市
民觀看了直播，並盛讚慶典活動
「亞克西」、「攢勁得很」（編者
註：意為「很好，很厲害」）。

「效果超級震撼」
31歲的烏魯木齊市民艾克熱木．
艾塔木興奮地說：「用巨幕超高清
看閱兵直播真是太攢勁了。尤其坦
克車、導彈車轟隆隆駛過的時候，
效果真是超級震撼。」
他表示，國慶五十周年和六十周
年時自己都是在家裡看電視直播，
從當初的小屏幕到現在的巨幕，從
早年的標清、高清到如今的4K超
高清，「我們國家發展得越來越
好，也越來越強大。我們的安全
感，幸福感也越來越強，我為自己
是中國人而感到無比驕傲和自
豪。」
41歲的穆巴拉克．阿吾提是烏魯
木齊市水磨溝區民族團結先進個
人。她對習近平主席在慶祝大會講
話中說的「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
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
量能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
前進步伐」印象深刻。

她表示，自己將進一步做好基層
民族團結工作，為偉大祖國貢獻自
己的力量。「我愛你中國！祝福祖
國母親生日快樂！」

師生獻歌祝福祖國
直播現場，來自烏魯木齊市第五

十三小學的師生也集體為祖國獻上
最深情的祝福，並集體唱起《我和
我的祖國》《歌唱祖國》等紅色經
典歌曲。
溫江是水磨溝區環衛清運隊隊

長，早年也有過參軍經歷。他表
示，「非常激動，看得人熱淚盈
眶。」「習主席說了，要不忘初
心，牢記使命，繼續把我們的人民
共和國鞏固好、發展好。奮鬥吧，
中國！」
據介紹，今次直播電影把百姓的
客廳「搬」到了影院劇場，讓觀眾
既能享受電視直播帶來的實況畫
面，又能享受到影廳中的震撼與感
動，是廣播電視內容時效性與影院
放映環境高品質的結合。
為把恢弘大氣的國慶盛典畫面完

美呈現給全國觀眾，中央廣播電視
總台提前半年派出直播團隊進行實
地踏勘、機位預演和全要素演練，
創造性將畫面、聲效、鏡頭語言和
現場同期巧妙糅合，首次實現全流
程、全要素4K超高清和5.1環繞立
體聲直播。

北京共有 16 家影院參
與今次活動，近2,000名
觀眾觀看了直播。

1日上午9時，北京海
淀劇院的大廳裡就已聚集了不少前來觀
看盛典直播的觀眾。來自北京市海淀區
文化和旅遊局的吳玉娟說，這種觀看慶
典的方式更有儀式感，更能感受國慶的
喜悅。她還為此精心準備了一番，特地
穿上了胸前繡有國旗的T恤。

「今天大家早早就來了，120人的影
廳座無虛席。與以往看電影不同的是，
這一次影廳裡充滿了喜慶歡樂的氣氛，
當天安門廣場上的慶典畫面一出現在大
銀幕上，影廳內就爆發出一陣掌聲。聽
到軍樂隊奏出昂揚激越的音樂時，大家
也情不自禁地開始鼓掌打拍子。」

武警老兵：為強大國力自豪
吳玉娟說，「從頭到尾，我的眼眶一

直都是濕潤的。我是一名武警老兵，雖
然現在轉業到地方工作，但看到這些熟
悉的制服、整齊劃一的動作、高精尖的
武器，依然感到無比親切，為祖國強大

的國力、軍力感到自豪和驕傲。」
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第二小學的三年

級生柴翌昆一邊與外婆討論一邊感慨，
「解放軍叔叔走得太整齊了吧」「戰鬥
機、預警機、直升機，太帥了」「東風
41洲際導彈是這個星球上最強的導彈了
吧」。

柴翌昆說：「沒想到能在大銀幕上看
國慶盛典，效果真的非常棒，能看到很
多放大的細節，更清楚、更震撼。100
多人一起看，氣氛也比在家看電視好多
了。國慶假期結束返校後，我要跟同學
們分享這次奇妙的電影院經歷。同時，
我也要好好學習，未來想當一名科學
家，為國家研製世界最牛的導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李劍寧、謝文博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
報道）在湖北武漢嘉裕國際影城，
一名來自長沙的爸爸帶着兩個小朋
友早早入場，在直播還未開始時，
爸爸抓緊時間給兩個孩子「上
課」。爸爸說，大家都聚在一起是
為了給祖國媽媽慶祝生日，祖國媽
媽過一會就會出現在熒幕上。
他對其中一個孩子說：「你六歲

了，祖國媽媽已經七十歲啦，我們
是不是應該給她慶祝一下？」
小朋友點頭，又問：「那祖國媽媽

八十歲的時候我們還要慶祝嗎？」
爸爸說：「對呀，那時候你就十

六歲啦。」

觀眾起立 高唱國歌
上午9時30分，觀眾們手拿小國

旗，排隊進入放映廳。
武漢嘉裕國際影城龍健表示，進入

中央宣傳部的名單後，影城在湖北廣
電的配合下安裝了4K高清信號的接入
設備並完成調試，同時市民們報名預
約觀影的積極性高漲，有來自周邊的
高校、社區，甚至還有外地的遊客，
不少市民都帶着年幼的小朋友前來參
加這堂莊重的愛國主義課。
10分鐘後，放映廳開始播放「央視

頻」的4K高清信號，儀式開始後，跟
隨現場畫面，影廳中觀眾全體起立，
現場音響效果將天安門廣場響徹雲霄
的禮炮聲還原得淋漓盡致，震徹每個
人的心扉。隨後，觀眾們高唱國歌，
目送五星紅旗升起。
閱兵式開始後，巨幕上播放的4K

超高清畫面將受閱部隊和武器裝備
清晰展示出來，甚至連士兵迷彩服
上的二維碼都清晰可見。
來自四川大學的張同學說，她在

來武漢旅遊時看到網上有影院的直
播信息，就打電話聯繫預約上了。

她表示，祖國七十歲華誕應該舉國慶祝，大家
這樣在一起觀看閱兵式很有氛圍。
她講述自己的觀看感受表示，開始時的70響禮

炮就令她感到特別的莊嚴，伴隨這禮炮能感受到
祖國一步步走來，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
而作為青年一代，她表示很榮幸見證了祖國

快速蓬勃發展的幾十年，整個過程中每看到熒
幕上一張年輕的面龐都會讓她特別感動，自己
是從小被祖國呵護長大的一代，一定要把成為
國之棟樑當做自己的奮鬥目標。
四川大學的李同學則表示，以前的閱兵式是
和幾個同學在家裡觀看，今次是第一次到影院
來看超高清直播。
他說，坐在自己旁邊的一名長者應該是祖國

發展的經歷者和見證人，她在觀看過程中感動
到整場都在流淚。
華中科技大學的李同學表示，在觀看直播中對

無人作戰和信息作戰板塊特別感興趣，因為這代
表着國家軍事信息化科技化的發展越來越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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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11日日，，民眾在上海月星環球港海上民眾在上海月星環球港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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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學生柴翌昆觀影北京小學生柴翌昆觀影
後留念後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攝

■來自長沙的爸爸現場給孩子上愛
國主義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

昨日是祖國建國70周年的大喜日子，
在本港卻成為3個多月來最暴力的一日，
暴徒施襲的範圍和程度進一步升級，手
段愈發血腥兇狠。一名警員在自己和同
袍生命遭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開槍擊
中一名暴徒。這一槍開得適時，合法合
理。面對令人髮指、急速惡化的暴力，
廣大市民堅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維護
法治。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梁國
雄之流無視法律，煽動並參與非法集
會，為違法暴力火上澆油，正是香港暴
亂的黑手，警方必須立即拘捕這些干犯
煽動罪行的人，從源頭止暴制亂。

暴徒的暴力手段變本加厲，對本港社
會秩序、公共安全和法治精神都造成了
難以彌補的破壞，市民生命財產安全受
到嚴重威脅。昨日暴徒刻意破壞國慶的
節日氣氛，在全港各區大肆進行違法暴
力行動，情況已達瘋狂程度。在荃灣大
河道，有多名暴徒持械襲擊、圍毆一名
落單警員，該名警員生命遭到嚴重威
脅，另一名警員在解救過程中拔槍戒備
並警告，同樣遭到暴徒持鐵棍攻擊，警
員被迫開槍自衛，擊傷一名暴徒。

警察開槍有嚴格管制，按照《警察通
例》規定，警務人員可在3種情況下使用
槍械，包括：保護任何人，包括自己，
以免生命受到威脅或身體受到嚴重傷
害；拘捕任何企圖逃避警方拘捕的人，
而該人屬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剛犯了嚴
重暴力罪行的人；平息騷動或暴亂。昨
日警員開槍完全符合上述規定，是止暴

制亂、避免重大傷亡的必要舉措。
本港亂局難止，煽暴派要負上最大責

任。昨日港島的遊行並未獲警方批准，
黎智英、李卓人、何俊仁、梁國雄等人
對法律視若無睹，宣稱以個人身份參
與，帶頭遊行。 根據《公安條例》，參
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行，最高刑罰為監
禁5年；至於非法集結和煽動非法集結罪
一經定罪，最高亦可判監禁5年。黎智英
等人的行為明顯違法，他們亦自稱清楚
法律後果，警方必須拘捕此等公然藐視
法律、帶頭違法的幕後黑手，絕不姑息
手軟。

由2014年的非法「佔中」，到今日的
反修例暴亂，黎智英等幕後黑手一再煽
風點火，利用《蘋果日報》散播謠言、
鼓吹暴力，黎智英更親自赴美乞求美國
插手香港事務。反修例暴亂宣稱「無大
台」，由網民自發，所以曠日持久，難
以平息。這不過是騙人的謊話，黎智英
之流根本就是反修例暴亂的「大台」，
此等幕後黑手一日不被嚴懲，香港永無
寧日。

嚴正執法、公正司法是止暴制亂的重
要環節。警隊應對暴力行為零容忍，用
盡一切手段止暴制亂，早日恢復社會秩
序，社會各界要對警隊大力支持，堅決
做警隊執法平暴的最強後盾。特區政府
更應當機立斷，實施包括「緊急法」在
內的法治措施，給予警隊執法有效支
持，避免香港失控，彰顯法治，助香港
平息亂局，掃除暴力陰霾。

開槍止暴合法合理 嚴正執法拘捕黑手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閱兵和巡遊

活動，昨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受到海
內外廣泛關注。此次閱兵是中國歷來規模最大的
一次，展示了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的最新成果，
充分顯示了「中國製造」、「中國智造」為代表
的強大綜合國力，足以證明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
止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極大地振奮中華民族團
結奮進的民族精神。有祖國作為最堅強後盾，香
港各界應該充滿信心迎難克難，恢復法治，守護
家園，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與祖國同發
展共進步。

此次閱兵總規模約 1.5 萬人，各型飛機 160 餘
架、裝備580套，數量創歷史新高，受閱裝備近半
數全新亮相，顯示解放軍已形成陸海空網天一體
化的多軍種聯合作戰體系，反映經過建國70年的
砥礪奮進，解放軍完成由小到大、由大到強的蛻
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已經具備更強的作戰能
力，不僅能維護本土及周邊的國家安全和利益，
更有能力維護中國的海外安全和利益。

武器裝備、國防建設是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集
中體現。此次閱兵展示一大批具有世界領先水平
的「國之重器」，殲-20、運-20、轟-6N、99系
列坦克、東風41等系列導彈等大批先進裝備，成
建制閃耀登場，讓人目不暇給、嘆為觀止，大振
軍威國威。更重要的是，這些先進裝備完全是中
國自己經過不懈努力研製，百分之百「中國製
造」，展示了中國擁有雄厚的科研基礎和世界一
流的製造業。

武器裝備只有立足於國產化和自主化，才能保證
解放軍擁有強大的可持續戰鬥力，令任何對手生

畏，保證中國的國家安全，也讓中國有更大能
力維護世界和平，這無疑是此次

閱兵最令國人興奮自豪的原因。正如國家主席習近
平昨日在國家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時
指出，「70年來，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
鬥，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今天，社
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沒有任何力量能
夠撼動我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
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伐。」

慶祝國家成立70周年的活動，群眾巡遊亦是吸引
眼球的靚麗一筆。巡遊以「同心共築中國夢」為主
題，分為「建國創業」、「改革開放」、「偉大復
興」三個篇章，36個方陣、70組彩車和10萬餘群眾
載歌載舞，展現了建國70年從篳路藍縷到繁盛富強
的偉大征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不
屈不撓的卓越奮鬥，創造了人間奇蹟，中國從一個
積貧積弱的國家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百姓生
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
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

香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香港的發展牽動
着海內外同胞的心緒。習近平主席在昨日的慶祝
大會上指出，「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
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我們相
信，有祖國的全力支持，有廣大愛國愛港愛澳同
胞的共同努力，香港、澳門一定能與祖國內地同
發展共進步、明天一定會更好！」習主席的話語
傳達了中央和全國人民對香港的關心支持，表達
中央對落實「一國兩制」的堅定決心，為特區政
府、香港警隊止暴制亂加油鼓勁，促進香港社會
各界團結一致，凝聚更強大民意支持特區政府、
警隊維護法治、恢復秩序。中央力撐，各界齊
心，相信香港定能盡快走出困局，把握國家發展
機遇，再創輝煌。

盛大閱兵展現強大國力振奮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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