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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殷切關懷 暖香江共創未來
金紫荊廣場，鮮艷的五星紅旗與
香港特區區旗迎風招展；維港兩岸，
鮮花巡遊的彩船裝扮一新。五光十色
迎 「七一」 ，同心向前譜新篇。香
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的高光
時刻！
在這個大喜的日子裏，中 共 中 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 大 會 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
就職典禮。這彰顯出對750萬香港同胞
的關心厚愛，這體現出對 「一國兩制」
在港實踐成就的高度肯定，這寄託着對
「香港明天更美好」 的殷切期望。
習主席殷殷關懷，情暖香江，令香
港同胞感受到偉大祖國的無限溫暖，增
添了團結一心共創未來的信心和決心。
香港各界和廣大市民熱切期盼習主席為
香港指方向、謀未來。香港與祖國同呼
吸、共命運，一定能共同書寫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新篇章！

領袖關懷，香港同胞心向祖國
習主席將出席香港回歸慶典，令香
港同胞歡欣鼓舞，習主席親切關懷香港
的往事再現眼前──
在習主席親切關懷下，香港恢復了
祥和安寧的社會秩序。2019年發生的修
例風波，令香港淪為動亂之地。暴徒肆
意打砸，當街縱火， 「私刑」 路人，
「裝修」 門店，刺殺議員，火燒活

人……市民提心吊膽，整日生活在惶恐
之中。關鍵時刻，習主席發出 「止暴制
亂，恢復秩序」 的重要指示，特區政府
積極作為，香港警隊重拳出擊。特別是
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國安法後，香港重回
安寧，市民再享安樂。
在習主席親切關懷下，香港戰勝
了來勢兇猛的第五波疫情。今年春節
期間，第五波疫情爆發，單日確診病
例從數百、數千到數萬，呈幾何增
長，醫療資源擠兌，生活物資短缺，
香港人心惶惶。關鍵時刻，習主席作
出 「三個一切」 「兩個確保」 的重要
指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一批
批物資源源不斷運抵香港，一隊隊醫
療人員星夜馳援香港，一個個方艙醫
院快速建成投入使用。經過艱苦卓絕
的努力，第五波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習主席親切關懷下，港人的創
業舞台越來越大。習主席作出批示，
「內地港人」 在住房、就業等方面遇
到的難題很快解決；習 主 席 親 自 回
信，在港的兩院院士的建議迅速落
實，科研資金 「過河」 變成現實；
習主席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
動，粵港澳大灣區將成為共同家園，
前海成為香港青年的創業熱土，香港
將徹底擺脫 「坐困愁城」 的境地。領
袖 關 懷 ， 令 750 萬 香 港 同 胞 與 14 億 內
地同胞的心貼得更緊，攜手創偉業，
一起向未來！

點擊
香江 屠海鳴
領袖信任，管治團隊勵精圖治
習主席將出席香港回歸慶典，並為
行政長官和政府班子監誓，令特區管治
團隊精神振奮。提升管治能力，書寫發展
新篇，管治團隊全力以赴，信心倍增！
不經風雨，不知道麗日和風的可
貴。走出了 「泛政治化」 泥潭的香港，
如今迎來了回歸以來政治生態最好的時
期。習主席領航把舵，國安法 「一法安
香江」 ，新選制落實 「愛國者治港」 ，
及時糾正了 「一國兩制」 在港實現出現
的變形、走樣現象。新選制下產生的新
管治團隊定當勵精圖治、積極作為。
勵精圖治，從 「補課」 做起。香港
回歸25年， 「二十三條立法」 至今沒有
解決，尚未履行憲制責任；憲法和基本
法教育嚴重缺失，青年一代的國家、民
族、歷史觀念有待加強；正本清源、撥
亂反正才剛剛開始，完成 「二次回歸」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管治團隊責任在
肩，不容懈怠。
勵精圖治，從市民最關切的事情做
起。香港住房難、就業難、貧富差距拉

大……這些民生難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
的時候。管治團隊唯有攻堅克難，盡快
施策見效，才能贏得民心。
勵精圖治，從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
力做起。香港擁有諸多優勢，但面對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複雜局
勢，唯有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
「香港所長」 與 「國家所需」 的結合點
上着力，才能提升競爭力。管治團隊唯
有胸懷大局、重點突破，才能做強香港
實力。
領袖信任，是香港實現良政善治的
最大依靠，習主席出席特區政府就職典
禮，給整個管治團隊以巨大精神動力，
為 「愛國者治港」 鼓勁打氣，為重回正
軌再出發加油！

領袖指航，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習主席將出席香港回歸慶典，令香
港各界和廣大市民熱切期盼。25年來，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
公認的成功。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主席站在戰略
和全局的高度，就香港工作發表一系列
重要講話，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為推
動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
習主席曾用 「三個有利於」 深刻闡
釋 「一國兩制」 的好處： 「實行 『一國
兩制』 ，有利於維護國家根本利益，有
利於維護香港根本利益，有利於維護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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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利益。」
責任編輯：楊 石
習主席曾
秦漢威
以 「三個最
美術編輯：李慕之
大」 深刻闡釋
「一國兩制」
下港澳兩個特
區的優勢： 「對香港、澳門來說， 『一
國兩制』 是最大的優勢，國家改革開放
是最大的舞台，共建 『一帶一路』 、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是新的
重大機遇。」
習主席曾以 「兩個堅持」 深刻闡釋
中央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立場：
「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
是全面準確，確保 『一國兩制』 在香港
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
方向前進。」
領袖指航， 「一國兩制」 在港實踐
雖經風雨挑戰，但取得了巨大成功。如
今，香港正處於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
的關鍵時期，香港同胞熱切期盼習主席
為 「一國兩制」 前行指引方向！紫荊花
開喜迎盛典， 「東方之珠」 更加璀璨。
習主席殷殷關懷，溫暖香江共創未來！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
客座教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
載，請註明出處。



漢華生與江蘇姊妹校交流 拓寬眼界收穫豐

兩地中學連線 同步舉行升旗禮
教育線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周年，漢華中學與
江蘇省南通市如東實驗中學於 月 日共同舉
辦 共升一面國旗，青春約定未來 主題活
動。兩地學校以視頻連線方式，同步舉行升旗
禮，學生代表在儀式後還進行聯誼表演。
漢華中學校長關穎斌表示，兩校結為姊妹
學校已五年，疫情前該校學子到過姊妹學校及
內地城市參觀和學習，拓寬眼界，獲益頗豐。
他期望來日通關後，學生有更多機會到內地交
流學習， 對港生了解內地生活和形成正確的
價值觀都會事半功倍。

漢華中學

﹁

如東實驗中學

﹁

大公報記者 葉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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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學校約定於8時以視頻連線方式，同步舉行升旗禮。由於防疫規定，漢 ▲江蘇省南通市如東實驗中學於操場舉行升旗儀式，學生代表在儀式後進行聯
華中學只派中一學生在禮堂參加活動。
誼表演。

親身到內地體驗尤為重要

在香港和
內地醫護人員
的努力下，疫
情才得以紓
莊嚴神聖
緩，我們才能
夠在這裏共聚一堂，參加神聖的升旗
禮。在過去的25年，我們見證着祖國
不斷地發展強大，我們要感恩我們是
華夏後代、炎黃子孫，是中國人。

如東實驗中學

時間是偉
大的書寫者，
記錄走過的足
跡，寫下歷史
追逐理想
的華章。作為
一名青少年，應在奮鬥中釋放青春，
追逐理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
路上，以奮鬥之我，為祖國建設添磚
加瓦。願祖國繁榮昌盛，日益強大！

當五星紅
旗同時在內地
與香港升起，
我的內心無比
無比激動
喜悅與激動。
坐在禮堂內，我彷彿正和江蘇的學生們
一同觀禮。通過這次活動，我真正感受
到了兩地的骨肉情深，也更加堅定了自
己好好讀書、貢獻祖國的信念。
初二 顧潤李

初二 陳瑤

掃一掃 有片睇

兩地學生看升旗禮

如東實驗中學

關校長續說，學生們還走訪了不同
城市和景點，感受國家的發展。其中，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如東海上風電
場」 ，他說，在香港從來沒見過如此壯
觀的海上風力發電站，學生們見到都倍
感震撼，大開眼界。
關校長坦言，若沒有此類聯誼活
動，不少香港學子很難會有機會去了解
內地。他指，對回歸後的新一代來說，
親身到內地體驗尤為重要， 「讓香港學

生與內地學生面對面交流和接觸，對港
生了解內地生活和形成正確的價值觀都
會事半功倍。」
關校長表示，學校過去平均每年有
逾10名學生升讀內地高校，包括北京大
學、復旦大學等。他說，疫情前經常推
薦學生到內地參加由大學組織的科學營
活動，尤其是對於要步入大學的高年級
學生， 「活動能令他們及早體驗內地的
生活和學習環境，更好的認識內地大
學，亦能令家長放心，促進更多港生北
上升學。」

漢華中學
中一 曹紫鈞

習，而此次北上活動為必修課，所有學
生須參加，亦已獲得家長的支持。
到訪的學生會根據自己的選修科
目，被安排入如東實驗中學不同班級及
課程中，與內地同學一起上堂， 「課程
都是老師精心設計過的，港生與內地同
學一起上堂，不僅能拓寬學生學習面，
亦讓他們收穫更多友誼。」

漢華中學
中三 梁芷凝

漢華中學校長關穎斌介紹說，此次
活動已提前一個月籌備，活動當日，兩
校約定於八時左右進行升旗儀式。由於
防疫規定，漢華中學只派中一學生在禮
堂參加活動，而如東實驗中學則於操場
舉行儀式。
升旗儀式上，兩地學子莊嚴肅立、
奏唱國歌，注視着緩緩升起的國旗。升
旗儀式後，兩校舉辦了聯誼活動，雙方
學生輪流表演歌舞節目，與對方分享喜
悅。關校長續說，學校為此次活動特意
錄製了合唱視頻，由師生代表共同演
奏、表演及合唱歌曲《我和我的祖
國》，該視頻同步在兩校大屏幕上播
放，動聽的歌聲和熟悉的旋律令兩地學
子感動。
漢華中學五年前與如東實驗中學締
結姊妹學校，共同建立教育合作關係。
關校長說，2019年3月，他曾帶領中五
級全級逾120名學生到姊妹學校交流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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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連
線，是一種交流
學習，更是一種
傳承促進。我們
報效祖國
同為新時代的少
年，好好學習、報效祖國是我們的共同
願望。祖國日益強大，我們也要跟隨時
代的步伐，做對祖國、對民族有用的青
年。同為中國人，同有民族魂。



教大推七一回歸學習資源
【大公報訊】香港教育大學（教
大）與網上自主學習平台EVIGarten攜
手，推出 「七一回歸」 電子學習資源，
內容包括故事動畫、STEM活動、趣味
知識、影片等。有關資源將免費開放予
全港幼稚園及小學使用，幫助幼童認識
國家，並從小培養正確的國家觀念。
該電子學習資源內容包括 「探
索 360：七一回歸」、 「升旗禮影片」、
「學者訪談：回歸趣聞知多啲」 等。教

大幼兒教育學系系主任李敬廉表示，國
家觀念及國民身份認同等概念對幼兒來
說，會較抽象難懂。這套電子學習資源
以有趣淺白的方式，展示香港回歸的歷
史及相關資訊。
「七一回歸」 電子資源現已上載至
EVIGarten學習平台，幼稚園及小學可
登入賬戶使用課件，家長可登入EVI
FRIENDS網頁觀看部分影片及動畫：
https://www.evifriends.com.hk。

▲電子學習資源包括故事動畫、STEM
活動、趣味知識、影片和新聞時事等。

中大城大提前接受內地生填志願

【大公報訊】記者鍾怡報道：近
日，內地各省、市陸續啟動高考網上
集中填報志願。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在提前批次接受考生志願填
報，兩校預計在內地錄取約520考生。
獲國家教育部批准，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今年會透過 「全國
普通高等學校統一招生」 （統招）方
式，於提前批次錄取在全國三十一
省、市、自治區的優秀高考生。提前
批次是指在普通批次錄取之前進行錄

取的批次，是將一部分類別、性質、
專業相近的學校或專業集中起來，在
大規模招生之前進行錄取，以優先保
證相關院校和專業的生源。
據中大內地高考申請詳情顯示，
2022年計劃在內地招收約300名本科
生，每省皆設獎學金類及自費類學
額。城大內地本科招生網則指出，該
校今年預計在內地投放220個名額。獲
取錄學生將有機會進入商學院、法律
學院、數據科學學院等9個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