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元旦日，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

中學舉辦了 「新征程 新篇章」 升旗禮，社會各界
及多所中小學師生共300多人參加。

升旗隊員以中式步操進場，現場奏唱國歌。升

旗儀式之後，三位學生代表上

台致辭，表示他們將努力奮

發，與國家一起踏上新征程，

譜寫新篇章。黃楚標中學校長

許振隆期望學生以國為榮，為

國爭光，呼籲全校師生新年一

起再創佳績。
掃一掃 有片睇

大公報記者 蘇薇

許振隆校長說，活動對學生及社區都
有教育意義，而學校是一個重要的媒介，
老師多介紹、多強調，讓學生透過不同方
式了解國家新發展藍圖、新征程，大大提
升學生的主人翁意識，有助建立理想目
標。另外，學生透過活動，可充分體會自
己與國家間的聯繫，是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更加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的過程。除
了升旗禮，昨日還有多項活動，學生們都
很積極投入地參與。

校長：展開新篇掃走陰霾
許校長勉勵學生，2023年展開了新的

篇章，往年的不如意將會一掃而空，香港
一切亦逐漸恢復正常。他又叮囑學生，要
牢記習主席七一的講話帶來的重大啟示，
定將迎來愈來愈好的一年。

隨後，全場人士齊唱《義勇軍進行

曲》，五星紅旗在歌樂聲中冉冉升起。升
旗儀式完成，三位學生代表一起上台致
辭，介紹 「新征程 新篇章」 主題下年輕
人的願望。他們說要努力學習，為國家的
現代化建設不懈奮鬥，將來為國家發展作
出貢獻，更期望香港社會穩定繁榮，人民
安居樂業。

舞獅唱歌朗誦贏盡掌聲
典禮上，學生還向來賓獻藝，有《威

風八面開新篇》舞獅表演、《龍騰虎躍》
中國鼓表演，還有合唱團及中樂表演《感
動香江》和《明天會更好》，更展示了與
姊妹學校惠州市第八中學的同學一起創作
的《中華頌》朗誦短片，贏得來賓的讚美
與掌聲。

主禮嘉賓離島區議會主席余漢坤表
示，祖國在創科等方面都有巨大成就，作

為中國人，大家要充滿信心面對未來的挑
戰。

是次活動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
標中學、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
校、香港升旗隊總會、香港離島區各界協
會合辦。余漢坤為活動主禮並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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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升旗 學生：努力讀書貢獻家國
逾300師生出席典禮 旗手中式步操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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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校升旗 迎新年開新篇





▲香港理工大學昨晨舉行元旦升旗儀式。

【大公報訊】據駐香港部隊公眾號
《香江礪劍》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
香港部隊昨日在中區軍用碼頭隆重舉行
升國旗儀式。駐香港部隊宿遷艦停靠在
維多利亞港，水兵分區列隊以隆重禮儀
迎接新年的到來。早上6時55分，駐軍
儀仗隊員從中環軍營護旗而出，精神抖
擻，邁着鏗鏘的步伐走向中區軍用碼

頭。伴隨着雄壯國歌聲響起，五星紅旗
冉冉升起，官兵面向國旗莊嚴敬禮。

駐香港部隊儀仗隊隊長國騰騰表
示，新年度新征程，作為光榮的駐香港
部隊的一員，一定擔負起定海神針的神
聖使命，忠實履行防務職責，守護好祖
國的東方之珠。

昨日早上，駐香港部隊在槍會山、
石崗、赤柱等各個營區都隆重舉行了升
國旗儀式。

學生走進錄音室：很有成就感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昨日舉
行 「新征程 新篇章」 2023元旦升旗禮。

中四年級的
譚穎瑜是領袖

生，在老師的邀請下成為了學生
代表和合唱團的領唱。她笑着
說，雖然時間緊、任務重，準備
的過程有點辛苦，但是很驕傲在
重要節日可以參與升旗禮；希望
新的一年，能和身邊的同學一起
進步，成為更好的自己。

中三的李肇聰在升旗禮中不
僅作為學生代表上台致辭，亦參
與了《中華頌》短片拍攝、合唱
團表演等等。他憶述，在拍攝合
唱團短片時，首次在工作室錄音
十分緊張，現在典禮圓滿結束，

心中很有成就感；希望自己新的
一年亦能繼續奮發，提升自我價
值，幫助更多的人。

同樣是中三的陳杰伶對能夠
受到學校和老師的認可，成為學
生代表感到很自豪，還參與了短
片《中華頌》朗誦。她提到，疫
下無法與姐妹學校的同學親身見
面，但是短片中透過特效實現了
兩校同學 「握手」 的願望，這一
幕十分震撼。她直言，平常較少
看時事新聞，學校活動提供了一
個平台，讓她對國家的發展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

大公報記者蘇薇

特寫

【大公報訊】記者蘇薇報道：適
逢元旦佳節，香港各大學紛紛於新年
第一天舉辦升旗儀式，迎接新的開
始。香港嶺南大學、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教育大學管理層、教職員及學生
均出席學校的升旗儀式，藉此
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國民身
份認同。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
主席王沛詩女士、署理行政及
財務副校長潘巍教授、副校長
（學術發展）宮鵬教授，連同
一眾中央管理小組成員、校務
委員會和教務委員會成員、學
院院長、教職員和學生等出席
了升旗儀式，共同迎接新的一
年。為推廣國民教育，香港都
會大學每日均於校園升掛國
旗，昨早則於賽馬會校園舉行
元旦日升旗儀式。

香港理工大學由新成立的理大學
生升旗隊負責升旗儀式，理大校董會
主席林大輝博士、校長滕錦光教授、
校董會副主席李國祥醫生、榮休校長
潘宗光教授、大學顧問委員會名譽主

席鍾志平博士，聯同理大校董會成
員、大學院士、嘉賓、師生及校友參
與升旗儀式，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
港繁榮穩定。林大輝博士提到，新的
一年，理大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同

為香港開新篇」 的願景，全力
配合政府實踐科創和人才等政
策目標，並充分發揮在教育、
科研和知識轉移方面的優勢，
推動香港以至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貢獻力
量，協助國家實現 「十四五」
規劃的願景，令中國成為帶領
全球尖端科技發展的國家。滕
錦光教授表示，將繼續協助學
生實踐抱負、發揮潛能，加強
學生的全人發展、家國情懷以
及研究能力，培育新一代的領
袖。

駐港部隊升旗 重申護港使命

▲學生表演舞獅，威風八面開新篇。

▲升旗儀式舉行時，升旗隊
隊員齊向國旗敬禮。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國安法有關
條款作出解釋，進一步闡明了立法原
意，明確香港國安委和行政長官在處理
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地位和職責，解決了
香港國安法適用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對
完整準確、不折不扣實施香港國安法意
義重大。但釋法只是提供了解決問題的
方式和路徑，具體落實仍需特區各機構
完成。因此，各界期待香港國安委早日
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並修訂本地法
律，積極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

本次釋法的原因在於，公眾對於無
本港全面執業資格的外國律師參與審理
國安法案件抱有憂慮，認為會對案件的
依法公正審理和香港國安法的準確實施
帶來風險。行政長官根據實際情況提出
對國安法釋法的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
依法作出釋法決定，表明了中央堅持依
法治港，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
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的決心，有力維護
了香港國安法的權威，進一步鞏固了憲
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正
當、必要，深得人心。

必須看到，此次 「人大釋法」 沒有
否定特區法院的相關判決，更沒有所謂
的 「擴大國安委權力」 等內容，而僅僅
是從國安法立法原意及法律整體適用原
則方面作出解釋。這無損香港特區依基
本法所享有的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但
為解決涉及國安案件外國律師能否參與
審理的問題提供了清晰的路徑。在釋法
公布之後，行政長官李家超立即作出回
應，表示特區政府會落實香港國安委就
有關問題作出判斷和決定，並積極考慮
就《法律執業者條例》提出修訂。這體
現了特區政府全面落實釋法決定的堅定
態度。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目的何在？在於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活動，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
關，都肩負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
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重任。實際
上，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涉及所有內容，
香港國安法也不可能對所有事項都作出
巨細無遺的規定，但法律的立法原意卻
是清晰的，必須得到貫徹執行。對黎智
英聘用外國大律師一案，香港國安委將

作出的判斷和決定，必須符合立法原意
及釋法精神；而本地條例的修改，也須
早日落實並交立法會通過，以趕及在今
年9月案件開審前生效。

另一方面，香港特區的各個機關包
括司法機關，在適用包括普通法在內的
本地法律處理國安案件時，也應與國安
法的立法原則和精神保持高度一致，不
能以適用普通法規則為理由，去規避國
安法的適用要求。司法機構在回應釋法
時表示，會繼續按國安法規定，依法有
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並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不偏不
倚地履行其司法職能，處理涉及國家安
全的案件。特區各機關堅定履行維護國
安的責任，這才是公眾希望見到的。

根據香港國安法，由行政長官作為
主席的香港國安委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
主要責任。香港國安委的職責包括制定
維護國家安全政策以及推進特區維護國
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等。香港
國安委責任重大，未來在落實好釋法精
神之外，還要進一步思考如何建立健全
制度機制，全面有效維護國家安全。

履行國安委責任 完善維護國安制度
——人大常委會釋法系列評論之二

通關，爭分奪秒不容易

聞風

還 有 一 星 期 ， 通 關 即 將 實
現。但還要看到，通關不意味着
全面放棄防疫舉措，昨日政務司
司長陳國基為大公報撰文時就表
示，為減低疫情交叉感染的風
險，建議兩地居民都應事先接受
核酸測試，確保陰性才可過關。
這無疑是穩妥的做法。

通關問題看似簡單，但涉及
複雜的程序及龐大的工程，必須
做好萬全準備。首先，儘管兩地
都大幅放寬了防疫政策，但不可
否認的是，如今疫情仍處於高平
台期，不能忽視通關後可能出現
的交叉傳播風險，以及由此帶來
的新疫情。因此，在便利兩地民
眾通關的大前提下，平衡防疫的
需要，是負責任的安排，相信也
會得到市民的支持。

其次，要確保通關後口岸暢
通無阻，需大量籌備工作。例
如，入境處、海關警方等部門需
要預先進行設備的檢查以及應變
工作的演練等。而通關不僅是政
府部門的工作，還涉及公共運輸

系統的配合，包括港鐵高鐵站，
羅湖、落馬洲等重點車站的列車
系統、站內硬體設施的狀態等，
都需確保安全。此外，在酒店等
旅遊設施方面，也需做好安排。
事實上，旅遊界已摩拳擦掌，迎
接大量遊客所帶來的巨大商機。

可幸的是，就這些可能的問
題，特區政府都有充分考慮到。
陳國基昨日就指出，通關初期，
會為往返內地和香港的旅客預設
合適的人數安排，並逐步增加往
返兩地的海陸空交通班次。視乎
首階段通關的運作情況，再進一
步擴展通關規模，最終達至全面
通關。

通關已指日可待，困難不可
輕視。在剩餘的短時間內完成如
此繁複的協調工作，難度之大可
想而知。特區政府正爭分奪秒全
力推進，確保實現有序、安全的
通關。對於市民來說，返鄉不必
急於一時，做好防疫及各項準
備，才能過一個愉快
的農曆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