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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隊總會於黃楚標中學辦典禮 逾 200 人到場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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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香港回歸祖國 23 周年的大日子，亦是《國歌條例》及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首個回歸紀念日，別具歷史意義。為慶祝此歷史時

刻，全港 30 多所學校特意在假日舉行升旗儀式，普天同慶。香港升旗隊總會昨日則在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舉辦升旗禮，邀請中聯

辦副主任譚鐵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等主禮，並有多名中小學生及家長共逾 200 人到場觀禮，場面熱鬧。有辦升旗禮的中學校長指活動可
提升師生對國家的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于錦言

在黃楚標中學禮堂，三名香港升旗隊總會青年隊
成員步操進場，並由其中一名成員手持國旗，

起步邁向旗杆，「升國旗、奏國歌……」在大會指示
下，雄壯的國歌奏起，國旗徐徐上升，全場人士向着
同一方向行注目禮，齊聲唱響國歌，場面莊嚴神聖，
不禁令人動容。

楊潤雄：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

楊潤雄致辭時表示，七一是特區成立紀念日，亦是
《國歌條例》上月刊憲生效後的第一個重要日子，能
夠與同學一起在校園升掛國旗、奏唱國歌，饒具意
義。他提到，國旗、國歌都是國家的標誌，象徵國家
的主權、尊嚴和團結；而香港特區區旗的紅旗代表國
家，紫荊花則代表香港，充分反映香港是國家不可分
離的部分。
他強調，教育學生認識、尊重和愛護自己國家的國
旗及國歌，是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的重要一環；在
過去一年的修例風波中，讓大家了解到幫助年輕人建
立守法觀念尤為重要，故局方會加強支援學校推動憲
法及基本法教育，以培養學生的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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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均瑜：勾起 23 年前激動心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楚標中學校監黃均瑜指，七
一是個重要日子，甚至勾起了23年前回歸時自己的激
動心情。他讚揚升旗隊總會多年來致力推動國旗教
育，成績有目共睹，又鼓勵教育界應該加強教育，正
確教導學生香港回歸祖國的意義。
香港升旗隊總會主席周世耀致辭時表示，為慶祝昨
日的特別日子，全港共有 30 餘所會員學校舉行升旗
禮。他提到，應從小培育學生的正確國家觀念，提倡
國歌、國旗的文化，教導他們國家象徵背後的精神及
意義。
黃楚標中學校長兼香港升旗隊總會總監許振隆致辭
時提到，香港回歸祖國是重要的歷史事件，故回歸紀
念日是令中國人感動的日子。他表示，該會會繼續推
動國旗教育，希望中小學、幼稚園，乃至大學均成立
升旗隊，讓孩子接受國情教育。
除升旗隊總會的儀式外，創知中學昨日亦舉行「回
歸祖國23周年升旗活動」，現場師生、校董、家長及
校友等約 120 人出席。校長黃晶榕指，由於疫情緣
故，今年的慶典縮小了規模也簡化了程序，但無減參

想深入、真實地了解國情，最直
接的方法就是在內地唸書和生活。
昨日升旗儀式後，創知中學三名校
友及應屆中六生與香港文匯報記者
分享，談談他們對國旗國歌的感
受，及到北大清華等內地最高學府
升學的經歷和期許。她們表示，升
國旗、奏國歌不只是形式，更重要
的是她們可以藉此表達愛國情懷。
在母校創知中學觀看升旗儀式
後，校友朱雅菁難掩心中的感動，
因為那勾起了在北京時的回憶。正
在北京大學就讀一年級的她表示，
曾經在天安門前觀看升旗禮，現場
擠滿了人，國旗升起來那刻，人人
神情嚴肅，當時就覺得場面非常震
撼，愛國之情油然而生。
朱雅菁認為，只有熟讀中國歷史，
才能了解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她提
到，香港國安法固然有助維護社會安

香港升旗隊總會青年會成員黃綽謙：
作為升旗手，我感到很開心及榮幸！今
天是落實《國歌條例》及香港國安法後
的首個回歸紀念日，感覺更為莊重。我
希望港人能從升旗儀式中了解國家的歷
史、文化，從而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中五生
蔡東儀：回歸對港人意義重大！因香港
今天的進步，實在有賴祖國提供的資源
和支援。看着國旗徐徐升起，我感到非
常自豪，也會跟着一起唱國歌。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環境下可以安心生
活，而和諧的環境亦有利
大學教職員進行教學及研究。

嶺大：配合國安法工作

嶺大校長鄭國漢表示，相信大部分學生
都支持香港國安法，亦知道法例對國家及香
■師生獻唱愛國歌曲。
港的重要性，「若香港欠缺國安法，又怎樣能
安居樂業？學生亦不會有繁榮環境及良好的發
展。」他表示配合香港國安法的教育工作肯定有
需要，因為大學也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大學會配合
國安法的工作，讓師生、職員了解國安法的宗旨及
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只有國安法可還港安寧
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形容，過去一年香港經歷了可怕
的政治風暴，至今社會矛盾仍未消除，社會的撕裂需要
時間修補，「毫無疑問，只有香港國安法可以還給香港
安寧，我們才能重新出發。」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傑認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義
務，學校會積極配合《國歌條例》及香港國安法，
基於法律精神教育學生，提高他們的國家安全和
守法意識。
香島中學校長黃頌良、天水圍香島中學校
長吳容輝、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均
指，青少年犯罪問題日趨嚴重，三校
將致力加強香港國安法及基本法
教育，讓學生明白知法守
法的重要。

嶺 大 升 旗

學生心聲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余韻 攝

祖國，將來為祖國的建設貢獻力量。
香島中學、天水圍香島中學昨晨亦有舉行慶回歸升
旗禮；而將軍澳香島中學則因校內工程，提早於前日
早上進行網上升旗禮直播。三校校長黃頌良、吳容輝
及鄧飛分別主持「國旗下的講話」，重申學校會堅持
愛國教育，培養學生愛國愛港。同時，三校亦會每月
舉行升旗儀式，讓學生明白國旗的象徵意義。

昨日是香港回歸
祖國 23 年，教資會
轄下的八大院校、
公開大學、港專學
院等均在校園升掛
國旗，其中嶺南大
學昨早 10 時在校園
舉行升旗禮。姚祖
輝於典禮上致辭時
表示，嶺大未來會透過與知
名的內地及海外院校合作，
進一步提升教與學和研究水
平，校方亦會着力在粵港澳
大灣區成立聯合研究中心及
研究所，以便推動更多的研
究工作及知識轉移。

■多位小旗手拍手慶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升起的不僅國旗，更是民族的自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余韻、于錦言）香
港國安法頒布實施，教育局局長
楊潤雄昨日指，教育局會開展國家安
全教育，在課程、教學資源及教師專業
培訓等各方面採取多元化措施；而多位大學
高層及中學校長亦不約而同地表示，香港國安
法能協助香港回復和諧穩定、重回正軌，未來會
加強相關教育，提升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及守法意
識。
楊潤雄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包括港人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和權利。
定，但國情教育必須滲入
這次立法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每一個學科，才能培養學
和執法機制，同時能讓香港回復安定，重拾經濟民生
生對祖國的歸屬感。
發展，與廣大市民息息相關，故公眾推廣及學校教育
創知中學應屆中六生
最為重要。
林曉棋表示，已收到清
為了展開國安教育，楊潤雄表示，教育局會在課
華大學錄取通知，未來
程、教學資源及教師專業培訓等各方面採取多元化措
希望入讀該校的國際關係
施，促進學生認識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重
專業。她提到：「近期的
要性及意義，提高學生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黑暴事件及香港國安法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均瑜表示，實施香港國安法
出台，讓自己堅定了目
會令愛護香港、奉公守法的人高興；相反，相關法
標」，希望將來能成為外交
例會針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人，也會惹起這
官，登上國際舞台，為中國爭
類人的不滿。他相信教育界未來會就相關法律
一口氣。
有不少討論，希望學生能從中學習到正確觀
該校另一中六生施瑩瑩則認
念。
為，落實《國歌條例》有助推動國
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姚祖輝認為，
情教育。她表示，可從國歌的創作
香港國安法可以守護「一國兩
背景中，了解國家的歷史；而學生
制」，令香港繁榮發展，
亦能受國歌激昂的節奏感染，主動
市民在穩定的社會
探尋國歌的深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錦言

創知學生校友：表達愛國情懷

■蔡東儀

與者對回歸紀念日的喜悅。他又說，雖然過去一年香
港經歷了可怕的政治風暴，但深信在中央政府的保
護、指導和監督下，「『一國兩制』一定會行穩致
遠，東方之珠一定會更加璀璨奪目！」
培僑中學亦邀請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港區前全國
人大代表吳康民、在校師生及校友等約百人出席升旗
禮。校長伍煥傑表示，期望學生能夠認識祖國、心懷

■國旗緩緩升起，愛國之情油然而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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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施瑩
瑩、林曉棋、
朱雅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黃綽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等嘉賓出席主
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上午，在沙田曾
壁山中學禮堂內，近 300 名市民參與了
沙田各界舉辦的香港回歸祖國 23 周年
慶祝活動，並由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儀仗
隊負責執行升旗禮。升旗儀式開始，全
體嘉賓現場起立並摘除口罩行注目禮，
氣氛莊嚴。擔任此次國旗升旗手之一的
18 歲少女魏雪君指，能參與其中深感
自豪，父母亦特別提醒她要時刻對國旗
心存敬意。

爸媽囑升旗手對國旗心存敬意

升旗禮現場掛滿了「慶祝香港回歸
賀國安立法」的條幅，近 300 名市民早
早入座，不少人激動地合影留念。市民
祝先生告訴記者：「我是第一次在七一
這個日子裏參加升旗禮，十分有意
義。」他又提到，過去一年以來，很多
人都不敢在街頭隨便拿手機拍攝，在餐
廳吃飯的時候不敢大聲說話，認為香港
國安法的出台，「讓市民的心得到安
定，也給暴亂分子極大的震懾。」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儀仗隊多名成員負
責執行升旗禮，升旗手之一的魏雪君
說：「很自豪，時刻準備着。爸爸媽媽
得知我擔任國旗升旗手很激動，讓我要
對國旗心存敬意。」總會助理培訓主任
黃嘉儀則形容：「我們升起的不僅僅是
一面國旗，更是中華民族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