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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周年A9、A16

數十名青年、學生跑手昨晨先在中環九號碼頭集
合，興奮之情縱隔口罩亦能感受到，他們之後

身穿「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標誌的跑衣，
手舉火炬和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標語，精神抖擻
地在中環海濱進行接力跑，沿途得到不少市民鼓掌支
持，更有背包插國旗、區旗的市民加入一起跑。

張志華盼將青年拉回正軌
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張志華致辭時表示，

過去兩年多，香港面臨諸多的挑戰，當中包括有年輕
人對特區政府感不滿而走上街頭，但國家仍然相信上
述的青年是香港青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故希望透過
各方的努力，把他們拉回正軌，走上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列車上。

「回歸寶寶」：接火炬感光榮
參與接力跑的青年代表、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副

主席周光耀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希望以香港
青年在全港各地接力跑的形式，讓全港，以至全國、
全世界見到港青對祖國的熱愛。
他還特意帶同就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周前霖一起參

加接力跑，希望通過「接棒」這個動作，將愛國愛港
精神和正能量代代相傳。周前霖小朋友還對鏡頭，

以普通話送上對黨衷心的祝福：「慶祝建黨100周年
和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好開心！」
1997年出生的「回歸寶寶」龍允浩，昨日在接力

跑活動中從署理行政長官李家超手中接過火炬，讓他
有任重而道遠的感覺，「感到非常光榮，加上我本身
是輔警，能夠在李家超手中取得火炬，更加感受到一
種傳承。」他表示，昨日是特別的日子，非常難得見
證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香港回歸祖國24周年的
大日子，希望未來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獲得愈
來愈多的機會。

大學生：像獲長輩傳授文化
今年23歲的大學生湯偉道，則從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陳冬手上接過火炬，他覺得是幸運和激動人心的活
動，因為就像是長輩將中華文化和愛國精神傳承給年
輕一代。「如果我們比較百年前的歷史，便能發現當
時國家陷入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多虧中國共產黨帶
領人民建立新中國，國家才走到今天的繁榮富強，這
種成就難能可貴。所以，無論是內地青年還是香港青
年，都是國家未來的棟樑，都應該為國家發展盡心盡
力。」
「薪火相傳」接力跑由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主

辦、孔教學院合辦，以及多個地區社團、青年團體等

協辦。由上月26日至昨日，參加的跑手逾200人。
除了接力跑，活動還加入了海、空元素。在海上，

多架無人船於水上乘風踏浪，排列出各式各樣的矩陣
祝賀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在天空，1,100架無人
機進行炫酷奪目的飛行表演，據悉1,100這個數目別
具意義，是由100乘以11得出，當中100代表中共建
黨百年，11則代表港澳特區加上廣東9個城市所組成
的粵港澳大灣區。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及香港回歸24周年，
本港多所大學的學生昨日分別在校園內舉行慶祝活動。
其中，香港大學學生於本部大樓外舉起黨旗及國旗慶
祝；中文大學學生亦於校內揮舞黨旗；城市大學學生拍
片祝願人民幸福，國家富強；香港科技大學學生祝願祖
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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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適逢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及香港

回歸24周年紀念日，為慶祝這個雙喜臨門

的大日子，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與近20

個地區社團、青年組織由上月26日起已開

始，號召數百名青年、學生，連日來從灣

仔會展中心起步，途經金紫荊廣場、尖沙

咀星光大道等多個香港主要標誌性景點，

進行「薪火相傳」接力跑。活動昨日進入

尾聲，一眾青年、學生由中環摩天輪跑到

灣仔溫莎公爵社會服務大廈，並舉行匯聚

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一場別開生面的
青年快閃活動昨日清晨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畔舉
行，多位香港青年，以紅衫、戴紅口罩、手搖
紅旗、比「紅心」、拍視頻合輯等青年特有的方
式，表達對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的生日祝
福，以及對祖國繁榮昌盛的美好祝願。
昨日清晨時分，青年們個個神采奕奕，前往尖
沙咀東海旁、中環碼頭、海港城等地，邊

揮舞手中的紅旗，邊抬

頭向空中懸掛在直升機上的國旗及區旗致意。大
家喊出「一百年，正青春！新香港，再啟航！」
一些香港市民循聲前來駐足觀看並豎起拇指，共
同為偉大的黨和祖國點讚。
「作為香港青年，我們特別想在這個特別的日
子向祖國母親獻禮。」快閃發起人兼總召集人、
香港湖南青年會執行會長孫秀祖表示，此次活動
籌備期短，但獲得多個青年社團的積極回應，反
映了香港青年對祖國、對香港的熱愛，「只要我
們懷揣這樣的香江情、中國心，努力奮鬥，香
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本「弘揚香港抗戰精
神，復興青年家國情懷」的理念，香港多個青年團體
昨日在太平山山頂舉辦「慶建黨百年賀香港回歸」青
年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來自不同團體的青年聚首山
頂，聆聽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
會長林珍講述老戰士抗日殺敵的英勇事跡，學習國家
先賢奮鬥的艱辛及未來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歌唱我

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一眾青年在山
頂揮舞國旗，在林珍帶領下放聲高歌《歌唱祖國》。
主辦機構希望今次活動幫助香港青年認識香港抗

戰的歷史，對香港與國家的血脈相連有更加生
動和深刻的認識，從而反思和堅定愛國
立場，明白和平來之不易，當團結
一心為香港未來作出自己的
貢獻。

手搖旗穿紅衫 青年維港快閃 讚國安法安定社會
師生家長「拼圖」致意

青年齊聚山頂 聆聽老兵事跡

大 學 生 賀 黨 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多名出席昨日升旗禮的資深教育界人
士都為香港加強國家安全教育提出建言。培僑中學校監曾鈺成表示，過
去年輕一代、老師及普遍市民都缺乏國家安全意識，現今正是需要加強
國安教育之時，教育界期望政府能提供教材給學校老師使用。教聯會副
主席鄧飛則指，除了短期在職教師課程以外，教育局亦應於教育文憑、

教育學士及碩士等師訓課程加強國安元素，及安排專業人士做到校支
援，讓國安教育能更加專業地推行。
曾鈺成認為，以往國民及國安教育於香港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令年輕

一代、老師及一般市民未有建立清晰、準確的國家安全意識，而自全國
人大2015年將每年4月15日定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國家安全概
念於國民心中位置愈見重要，香港現在亦需要加強國安教育。近月教育
局先後發放多份通告、指引及課程框架，說明如何推動國安教育，曾鈺
成表示很多與他接觸的老師都期望，局方能製作更多實際可用的教材，
方便學校使用。
他又提到，雖然中央去年訂立香港國安法，讓香港於維護國安方面邁

進了一大步，但那不能取代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後者是特區政府的憲
制責任，是「一定要做的」。

鄧飛：局方應加推國安教育講座
鄧飛則表示，現時教育局的國安教育材料，包括15個科目的國安教育課

程框架，以及兩星期前向老師發放、高中公民及社會發展科相關課題的參考
教材，另經官方審核的公民科教科書，亦會在明年9月前出版。他認為，局
方應就國安教育加推教師培訓講座，而除了短期在職課程外，亦要提高專業
性，於教育文憑至碩士課程加強有關內容，而課程發展處也要與專業團體合

作，讓到校培訓更加專業及有針
對性。

曾鈺成：是時候加強國安教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黨在我心中 像母親一樣

張文強（培僑中學中五生）：
我希望香港未來有更多愛國教育方面的基礎設

施，讓香港青年學生更多地了解黨史、國情。
共產黨很偉大，百年前於一條小船開代
表大會宣告誕生，經歷很多波
折，初心不變，帶領國家
和人民從站起來、富
起來到強起來。

學黨史國情 盼更多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及
中通社報道，為慶祝中國共產黨100歲生日及香港
回歸24周年，昨日多所學校都舉行了隆重的升旗
禮及系列活動。其中，教聯會與香港升旗隊總會
邀請駐港部隊三軍儀仗隊，早上10時半於培僑中
學進行莊嚴的升旗儀式，約100名多所學校的中小
幼學生、校友、老師、校長等出席活動。
10時半，身整齊制服的駐港部隊三軍儀仗隊

護送國旗入場，雖未有激昂的音樂伴奏，但踢正

步時皮鞋擊地聲鏗鏘有力，在現場清晰可聽。隨
儀仗隊在國旗台前站定，升旗儀式正式開始，
全體與會者面向國旗肅立，翹首目視五星紅旗飄
揚升起。
學生代表戴晴卉在國旗下細數，從1921年中國

共產黨在內憂外患下建立，背負沉甸甸的使命披
荊斬棘，到香港背靠祖國化解多次風雨。身為華
夏兒女深感自豪的同時，她說，作為學生更要勇
擔歷史使命，把個人成長融入祖國發展之中，為
香港發展修路搭橋，為中國夢起航助力。
當日，培僑中學不算開闊的操場，擠滿了逾百

人。揮舞的五星紅旗、獨特的紅色襯衫，以及
印有「培僑」字樣和國旗圖案的口罩，都彰顯
市民為慶祝中共百年華誕格外用心。
培僑中學校監曾鈺成於儀式上致辭指，在黨慶
及回歸紀念的重大節日，作為教育工作者，應認
識到正確歷史節點及當中教育意義，加深對共產
黨「一國兩制」的認知及理解。他表示，共產黨
百年奮鬥光輝歷程，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
來、強起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成
就，創造發展「一國兩制」。
儀式結束後，駐港部隊儀仗隊應邀與嘉賓們合

照，他們還與大中小朋友們分享了平日訓練的經
歷，與群眾進行近距離交流。

七一在校升旗 港生為國自豪

加入升旗隊 願為國效力
楊俊瀚（培僑中學中四生、旗手）：

國旗是國家的代表，我心中熱愛祖國及祖國的
人民，期望中學時能為祖國盡一份力，所以加入
學校升旗隊。今日（7月1日）見識到解放軍儀仗
隊哥哥升旗時的動作流利，鏗鏘有力，訓練有
素，當我看到國旗升起時感到特別自豪。我覺得
共產黨是從風雨中站起來的先鋒隊，共產黨將人
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帶領國家走向富強，人民
安居樂業，豐衣足食。

學 生 心 聲

張穎恩（漢華中學中五生、旗手）：
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征程，很不容易。共產黨

在我心中很偉大，無私奉獻，就像母親一樣，不
會計較為子女付出了多少，會盡心盡力教育他
們。我希望長大後，能為國家貢獻自己的一份
力，有更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昨日廣邀55間中小幼師生家長

共慶，參加者合力拼砌巨型圖畫，又合唱《歌唱祖
國》等歌曲，以傳達關愛、共融、尊重、無私等訊息。而

理工大學、演藝學院、教聯會黃楚標中小學、路德會西門英
才中學等昨日亦分別於校內舉辦升旗儀式，有演藝學生在聽
國歌時不由地熱淚盈眶，深感香港國安法實施社會變得穩
定，毋須再為停課等突發情況擔驚受怕。
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昨亦在漢華中學舉辦「香港島教育

界傳情寄意慶回歸」活動，來自55間中小幼的師生家長參
加，其中200多人合砌寫有「關愛、共融、尊重、無私」巨
型圖畫致意。只聽一聲「開始」口令，表演者手持展板「聞
聲而動」，從操場兩側穿插入場，未幾便在操場上整齊站
定，數十位工作人員圍繞四周揮舞國旗區旗，綠色的籃球
場變身一片紅色海洋。當所有表演者將展板舉起，一幅畫
國旗、鮮花，並寫「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彩
色拼畫映入眼簾，佔據一大半操場的拼畫，從學校三樓望去
頗為壯觀。
作為發起人的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丁柏希想通過此

次活動，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民族情懷、國民身份認同，
以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為香港帶來更多正
能量。
理大昨日於校園舉行升旗儀式，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

繁榮穩定。校董會主席林大輝表示，今年是百年黨慶及回歸
24周年，能見證國家走向富強與興盛，深感自豪，他期望香
港各界能發揮自身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一

道共創更美好的未來。校長滕錦光則指，
國家正在全力建設成為全球科技強國，理
大將繼續通過深空探測及其他領域的研究
創新參與其中，致力培養具家國情懷、國
際視野及社會責任感的優秀人才，為香港
和國家長期發展作貢獻。

大四生：升旗儀式想敬禮
演藝學院的升旗儀式則有逾80名師生

嘉賓出席，校董會主席周振基期望活動能
提高年輕人的國民意識，對國家的歸屬感
和認同感，又寄語年輕人把握大灣區「十
四五」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參與儀
式的粵劇專業大四學生羅同學說，「剛才
很想敬禮，因為從小看升旗儀式都會敬
禮」，又表示此前修例風波下一度被迫停
課，至國安法實施後安全感大增，深感社
會更加穩定。
香港升旗隊總會聯同教聯會黃楚標中小

學昨日亦舉辦升旗儀式，又安排學生現場
以普通話「唱說」形式，邊跳邊唱出中國
由以往到現在的種種經歷，歌詞提到少年
不畏困難勇往直前、不忘初心，實現中國夢。主禮的教聯會
會長黃均瑜致辭指，中國人在百年來憑藉自身努力，克服種
種困難，逐步把國家建設成今天的小康社會。惟國家仍然面
對各種挑戰，因此維護國家安全尤為重要。他勉勵年輕人要

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及人民利益，共同展望建國百年時的盛世
風光。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也於校內舉行升旗禮，屯門元朗天水

圍多所中小學校長、師生、家長亦到場支持。

●●有青年昨日在維港快閃賀建黨百有青年昨日在維港快閃賀建黨百
年年、、慶回歸慶回歸。。 香港湖南青年會供圖香港湖南青年會供圖

●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
黃楚標中學
升旗禮。

●師生、家長合力拼砌巨型圖畫。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

● 楊 潤 雄
（左二）等
嘉賓出席活
動。右一為
曾鈺成。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參加慶祝活動的小朋友揮舞參加慶祝活動的小朋友揮舞
着國旗着國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昨日有多所學校舉行了升旗禮昨日有多所學校舉行了升旗禮。。圖為培僑中學升旗禮圖為培僑中學升旗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一眾青年在山頂合唱《歌唱祖國》。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供圖

●●青年們從嘉賓手中接過火炬青年們從嘉賓手中接過火炬，，形容形容
像是長輩將中華文化和愛國精神傳承像是長輩將中華文化和愛國精神傳承
給年輕一代給年輕一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青年與新生代代表參與接力跑慶建黨100周年及香
港回歸祖國24周年。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香港青年以「接棒」形式希望愛國精神和正能量代
代相傳。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數百名青年、學生，連日來從灣仔會展中心起步，途經香港主要標誌性景點，進行「薪火

相傳」接力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