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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力灣區建設
盼港青展所長

「「五四」」青年論壇熱議國家機遇 冀更多生力軍敢闖敢想

●制服團體成員參加步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昨日是「五四」青年節，

作為新時代香港青年，如何找準國
家和香港發展的定位，共築中華民族偉

●制服團體代表向國旗和區旗敬禮。

大復興的「中國夢」，引發各界青年熱
議。昨日，香港青年協進會以「港青築夢大

「世紀長征」
升旗禮
青年宣讀《五四宣言》

灣區 共譜國家新篇章—新時代香港青年的
角色」為主題舉辦的「五四」青年論壇上，與會青

年期望香港青年抓住國家發展的大好時機，發揮青
年所長，服務香港所需，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發展，深化兩

地青年的交流互動，積極赴內地交流、就學、就業、創業，

培養愛國者情懷，增強建設者能力，共同譜寫香港、大灣區

和國家更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韵琪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
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
：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處處，香港的年輕人要跳出框架
粵港澳大灣區機遇處處，
香港的年輕人要跳出框架，
，搞清
搞清「
「人才
流動」
流動
」的概念
的概念，
，投身大灣區不是離鄉背井
投身大灣區不是離鄉背井，
，香港與內地交通便利
香港與內地交通便利，
，
更是大灣區的一部分，
更是大灣區的一部分
，香港青年應了解機遇所在
香港青年應了解機遇所在，
，充分發揮自身優
勢，才能在與眾多全國青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才能在與眾多全國青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十四五
十四五」
」規劃中提
到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到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作為中西文化融匯
之地，
之地
，相信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香港青年們
相信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香港青年們，
，能夠在大灣區找到新機
會，將香港的文化產業帶到大灣區
將香港的文化產業帶到大灣區，
，提升中國軟實力
提升中國軟實力。
。

全國青聯常委、
全國青聯常委
、香港青聯副主席梁毓偉
香港青聯副主席梁毓偉：
：
雖然受新冠疫情阻礙，但香港各青年團體仍要嘗試用多種不同的
雖然受新冠疫情阻礙，
軟性方式，
軟性方式
，加大對大灣區建設的宣傳力度
加大對大灣區建設的宣傳力度，
，讓港青全方位了解灣區
各城市的生活方式。
各城市的生活方式
。建議有意到內地發展的港青
建議有意到內地發展的港青，
，應充分了解自身
優勢以及內地相關行業的發展形勢，
優勢以及內地相關行業的發展形勢
，敢闖敢想
敢闖敢想，
，在灣區開拓事業
在灣區開拓事業。
。
此外，
此外
，特區政府要繼續支持和推出更多主題的兩地交流
特區政府要繼續支持和推出更多主題的兩地交流、
、實習項
目。

全國青聯委員、
全國青聯委員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
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主席駱勇：
：

香港乃是很多內地青年的「
香港乃是很多內地青年的
「夢想之地
夢想之地」，
」，香港的專業高效
香港的專業高效、
、治安
基建等優勢，吸引不少內地青年前來發展
基建等優勢，
吸引不少內地青年前來發展，
，希望通過優才
希望通過優才、
、專才計
劃來港的高學歷專業人士，
劃來港的高學歷專業人士
， 能夠成為香港青年融入大灣區的領路
人，搭建兩地交流溝通的橋樑和紐帶
搭建兩地交流溝通的橋樑和紐帶。
。期待兩地青年可以攜手互相
學習、
學習
、互相幫助
互相幫助，
，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為國家和香港的發展作出貢獻。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為紀念「五四」運動102周年，由前行政長
官梁振英太太梁唐青儀擔任召集人的「世紀長征」系列活動籌委會，昨日在
港台廣播大廈停車場舉行「五四」升旗禮，12個青少年制服團體參與。早
上8時許，升旗禮開始，香港女童軍總會及香港升旗隊總會代表擔任升
旗隊及護旗隊。活動其後播放短片，回顧「五四」運動的歷史，再由
學生代表宣讀《五四宣言》。
負責升國旗的女隊員劉倩希今年讀中四，她表示，升旗活動讓
年輕人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可培養年輕人的愛國精神，又指自
己沒想過可擔任升旗的重任，這是人生非常好的體驗。
護旗手黃卓賢表示，中學時已經加入升旗隊，已愛上了升
旗隊的工作，「我的生活紀律都因為加入制服團隊而得到提
升，亦學到處事要認真及冷靜。」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等為活動主禮，他致辭時表示，
●霍啟剛
本港青少年制服團體自 2006 年起每年 5 月 4 日舉辦「五
四」升旗禮，他樂見大家踴躍參與升旗禮。他介紹，
《世紀長征》系列活動橫跨一整年，籌委會製作了長達
100 集的《世紀長征》紀錄片，亦會舉辦多項學校和社
區活動，讓青年人從更廣闊和更全面的角度了解祖國。
他希望青少年通過上述的系列活動回顧歷史，並將「五
四」精神薪火相傳，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為民族富強
發一分光。
梁唐青儀表示，「五四」升旗禮是對青少年影響深
●梁毓偉
遠的國情教育活動，以紀念「五四」運動為主題，冀推
廣近代中國歷史教育，藉活動增強青少年人對國家的觀
念認知及民族自豪感，並激發他們的愛國熱忱。

●駱勇

香港青年協進會主席張琪騰：
香港青年協進會主席張琪騰
：

25 年來
年來，
，青進服務超過 30 萬人次
萬人次，
，積極參加
積極參加「
「五四
五四」
」青年節相關
活動，助力培養愛國愛港的生力軍
活動，
助力培養愛國愛港的生力軍，
，推動更多港青肩負時代的使命
擔當，
擔當
，投身國家民族的復興大業之中
投身國家民族的復興大業之中。
。當今國際局勢錯綜複雜
當今國際局勢錯綜複雜，
，面
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香港青年的未來充滿了機遇和挑戰
香港青年的未來充滿了機遇和挑戰，
，應把握
機會，
機會
，緊貼社會脈搏
緊貼社會脈搏，
，為「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實踐行穩致遠、
、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貢獻力量。
區的發展貢獻力量
。

●張琪騰

香港青年協進會副會長連洲杰：
香港青年協進會副會長連洲杰
：
自己曾在內地讀書，
自己曾在內地讀書
， 離開香港在另一座城市學
習 ， 不僅鍛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
不僅鍛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
， 也近距離感受
到內地社會的發展實情和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
到內地社會的發展實情和不同地區的歷史文化
，
對創業很有幫助。
對創業很有幫助
。

青進青年發展中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韵琪）作為香港青年協進
會成立 25 周年系列活動，昨日在舉辦「五四」青年
論壇的同時，亦舉行了蔡加讚青年發展中心開幕啟動
禮。中聯辦副主任何靖、九龍工作部部長郭亨斌，特
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全國政協委員蔡加
讚，香港義工聯盟主席譚錦球等為活動主禮。
據介紹，該中心設有活動區、會議區、培訓室及自
修室等空間，並配備多媒體影像娛樂系統，務求為青
年提供一個發展潛能、進修增值的多功能活動場所。
徐英偉致辭表示，青進成立以來，一直團結和培育
香港青年，並鼓勵青年關心社會，推展青年內地交流
和實習活動，讓他們擴闊視野，認識祖國。在疫情

●學生代表宣讀《五四宣言》。

●連洲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鈺）
適逢「五四」青年節，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期望香港年輕人能加
強國民身份意識、愛香港、擁有國際視
野，並盡公民責任。她強調，國家「十四
五」規劃全力支持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帶來豐碩機遇，並寄語年輕人是時
候要計劃好自己的未來，抓緊機會。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媒體時
說，特區政府一直就加強年輕人國民身份

國旗區旗飄揚 喚起港青愛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
下，雖然青年人暫時未能親身到內地交流和實習，青
為紀念「五四」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
進仍不忘為青年人探索其他可行的方案，讓他們多認
運動，香港各界青少
委員會在金紫荊廣場舉
識、多了解內地發展，特別是不時透過社交媒體，向
年活動委員會昨日在金
行升旗典禮，
行升旗典禮
，紀念
紀念「
「五
香港青年介紹在大灣區內的機遇和實用資訊，有助加
紫荊廣場舉行升旗禮，傳承
四」運動
運動。
。
中通社
深青年對大灣區的認識。
「五四」精神，喚起香港青年的
他期望社會各界，包括青進，能繼續跟
愛國熱情。
特區政府攜手合作，為培育香港青年成為
昨日上午 8 時，在莊嚴的國歌聲中，
對社會有承擔，具國家觀念、
鮮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
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的未來棟
旗冉冉升起，參與活動的青年代表行注目禮，
樑出一分力。
口中跟着國歌輕輕吟唱。升旗儀式後，青年代表宣讀
《五四宣言》。「新青年，心繫家國；獻青春，服務人
民；知榮辱，遵紀守法；樹新風，揚榮棄恥；求和諧，團結互
助；愛祖國，發奮向上！」宣言的回聲在金紫荊廣場上空迴盪。
全國青聯副主席、委員會永遠名譽主席霍啟剛表示，愛國主義

林鄭囑青年抓緊國家發展機遇
認同等方面做工作，以提高香港年輕人對
「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發
展規劃的認識。比如早前開展「大灣區青
年就業計劃」，以補貼吸引本地大學畢業
生到內地城市工作，反應非常熱烈，2,000
個名額已滿，令人高興。
她說，許多年輕人近年誤解法治概念，
而國民與社會科將在今年 9 月取代通識
科，冀能以此強化年輕人的公民責任感，
培養他們尊重法治。同時，特區政府將增

加安排青年大使出國參觀，以提升香港年
輕人的國際視野。事實上，在國家推送
下，一些香港青年公務員獲派往聯合國擔
任初級專業人員（JPO），特區政府將在
中央的支持下繼續採取有關舉措。
她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獨
特優勢，而國家「十四五」規劃全力支持
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帶來豐碩機
遇，並寄語年輕人是時候要計劃好自己的
未來，抓緊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是「五四」運動的核心要義，香港青年都要有一顆愛國心，樹立
起奮鬥精神，為國家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成為時代的奮進者、
開拓者、貢獻者。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創會永遠名譽主席陳仲尼表示，「五
四」精神的核心意義是「愛國、進步、民主及科學」。在今天的香
港，培養青年人的愛國情懷是一項重要工作。他寄語香港青年立足
香港，放眼內地，多角度認識國家的發展和機遇，瞄準國家龐大的
市場和商機，構築人生夢想。
香港菁英會主席曾鳳珠昨日亦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觀看升旗
禮，並宣讀《五四宣言》。她表示，「五四」精神是激勵青
年不斷前進的號角，及凝聚起廣泛民族力量的共同價值。她
寄語港青積極投身國家「十四五」規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當中，成為社會未來棟樑，共同傳遞「五四」精神的薪火，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張建宗：青年強則國家強

楊潤雄：秉承
「五四」
愛國精神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則透過政務司司
長辦公室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新一代的
青年人應肩負歷史使命，心繫家國，學習
「五四」精神。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
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
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他強調，特區政府致力推動青年發展，
培育青年人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
視野，做一個遵紀守法、明辨是非的公
民，並矢志為青年人發展搭台、搭梯和為
香港培育更多人才。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在社交平台發
文表示，「五四」運動除了是一段重要的中
國歷史，也讓大家反思國家安全及民族自強
的重要性，同學修讀中史科時，應多了解這
段影響深遠的歷史，設身處地思考中國在當
時面對民族危亡的挑戰，體會中國人民在面
對國家危難時團結一致的精神，以及心繫國
家的高尚情操。
他引述中華經典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寄語同學們秉承「五四」愛國精神，
自強不息，為國家和香港社會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