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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混亂；與此同時，反中亂港勢力刻意散播與國
家民族離心離德的思潮，誘導年輕人敵視中國共
產黨和國家，導致反國教、違法「佔中」、修例
風波等反中亂港活動愈演愈烈，對港人前途、香
港穩健發展、國家安全利益都造成嚴重的負面影
響。回歸後的歷程，凸顯香港做好黨史國史教
育、實現人心回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央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主導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香港由亂及治，接下來更要從思想上撥亂
反正，更需要用直觀生動、潛移默化的方式，引
導市民知史愛黨、知史愛國，以起正本清源之
效。習近平總書記就曾強調，要充分利用我國改
革發展的偉大成就、重大歷史事件紀念活動、愛
國主義教育基地、中華民族傳統節慶、國家公祭
儀式等來增強人民的愛國主義情懷和意識，運用
藝術形式和新媒體，以理服人、以文化人、以情
感人，生動傳播愛國主義精神，唱響愛國主義主
旋律，讓愛國主義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堅定信念
和精神依靠。
開展愛國主義教育，不能停留在書本上、止步
於教室裏，不能只靠一兩次講座或活動，必須充
分利用各種資源，包括用《覺醒年代》、
《1921》等更多叫好叫座的影視作品，持續舉辦
「百年偉業」等介紹建黨建國成就的展覽，加強
港人與內地的互動交流，通過網絡文學、網絡視
頻、網絡動漫、網絡音樂等新穎形式，用港人和
青少年易於接受的語言和方式，幫助港人掌握近
現代歷史知識、了解國家在黨領導下取得的偉大
成就，激勵港人發自內心熱愛黨、熱愛祖國、熱
愛人民， 明白港人與黨和國家命運與共，從而更
自覺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快速發展新機
遇。

WEN WEI EDITORIAL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優秀電視劇《覺
醒年代》首映會昨日舉行，該電視劇由昨日起在
有線和香港開電視以普通話原聲足本播放，助全
港觀眾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歷史。以史為鑒，
開創未來，是中共慶祝建黨百年的最大主題。在
「愛國者治港」的新歷史時期，香港有必要充分
運用優秀高質、豐富多樣的文化和教育資源，向
廣大市民尤其是年輕人進行生動活潑的黨史國史
教育，以潤物無聲的方式，補好愛國愛港教育這
一課，讓港人更珍惜來之不易的國家富強進步、
香港繁榮穩定局面，用實際行動確保「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覺醒年代》展現了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
時代風雲和歷史畫卷，清晰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
中國的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全過程，劇
中深情描寫參與中國共產黨創建的李大釗、陳獨
秀、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真
實地再現了一百年前那一段追求真理、燃燒理想
的崢嶸歲月，宣示了中國共產黨為民立命、為國
建黨的初心使命。《覺醒年代》不是簡單還原歷
史、生硬說教，而是尊重創新、尊重藝術、尊重
歷史、尊重審美，在內地取得極高的收視率，更
在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中掀起巨大的情感波瀾，
讓他們深刻理解「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
國」的真理，進一步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此，
《覺醒年代》被形容為黨史國史學習教育的優秀
教科書。
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天經地義，在香港播放類似
《覺醒年代》的影視作品意義不凡。長期以來，
本港的愛國主義教育被污名化，有一些人更不斷
鼓吹「愛國不等於愛黨」的謬論，令部分港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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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連購疫苗都要「去中國化」
台灣疫情持續不受控，疫苗一針難
求。上海復星醫藥與台積電、鴻海簽
訂正式協議，出售 1,000 萬劑復必泰疫
苗供應台灣，以解燃眉之急。此次協
議令有關大陸阻撓台灣獲得疫苗的謠
言不攻自破，彰顯大陸一以貫之關
心、照顧台灣同胞的福祉，為協助台
灣防疫、保障台灣同胞健康安全雪中
送炭；更暴露蔡英文當局以疫謀
「獨」，連採購疫苗這種重大迫切的
民生問題也搞「去中國化」，完全漠
視民眾的生命健康和切身利益，必定
會遭民意唾棄。
早在去年 3 月，上海復星醫藥就與
德 國 BioNTech 公 司 簽 訂 協 議 ， 參 與
「復必泰」新冠疫苗研發並擁有該
疫苗在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的獨
家銷售權。今年年初，該疫苗先後
獲准在香港和澳門進行緊急使用，
並開始接種。 今年 5 月起，台灣疫
情大爆發，台灣多個縣市、企業多
番提出向上海復星採購「復必泰」
疫苗，但蔡英文當局意識形態作
祟，寧願向美日乞求疫苗，也不願
接受大陸參與研發的疫苗；更無中
生有抹黑大陸阻撓台灣採購「復必
泰」疫苗，企圖將台灣疫苗嚴重短
缺的責任推給大陸。直到 6 月下旬，
在強大民意壓力下，蔡英文當局才
不得不同意台積電和鴻海向上海復
星洽購「復必泰」疫苗的請求。
事實上，早在島內爆發疫情初期，

大陸國台辦多次表示樂意援助台灣抗
疫，包括將大陸科興疫苗送到台灣，又
或派出醫療隊援助。今次促成「復必
泰」疫苗供台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在社
交網站發文，強調大陸在採購過程中未
有任何「指導或干涉」，有力地戳穿了
「大陸阻撓台灣獲得疫苗」的謠言，狠
狠地打了蔡英文當局的臉。
值得留意的是，今次上海復星供台
的疫苗與供港澳的疫苗不同，疫苗包
裝上不會有「復必泰」的中文標籤，
符合所謂「原廠製造、原廠標籤、直
送台灣」的三原則。人命關天，在採
購疫苗救人的問題上，蔡英文當局還
在操弄「去中國化」的小動作，加設
疫苗供台要「無中國標籤、不經過中
國」等條件，恰恰說明阻撓台灣獲得
疫苗的，正是蔡英文當局自己。蔡英
文當局政治上腦入髓，連防疫都不放
過「去中國化」的立場，根本不把台
灣人民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
台灣資深媒體人趙少康披露，德國
藥廠為了要給台灣量身趕製「沒有復
必泰」標籤的包裝，要延遲 4 個星期
到 9 月至 10 月才能到貨，每劑疫苗成
本也因此增加。台灣因為此波疫情反
彈 疫 苗 短 缺 ， 已 有 700 多 人 不 幸 離
世。蔡英文當局意識形態先行，拖延
疫苗採購，台灣的人命損失，已不是
疫情所致，根本是人禍。蔡英文當局
抗疫政治化，已引起天怒人怨，勢必
被台灣民意清算。

《覺醒年代》港首播 冀睇劇識國情
43集電視劇普通話原聲 展新文化運動到建黨早期革命者真實歷程
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
《覺醒年代》由昨晚起於
香港有線電視綜合娛樂台
#  =$

播出，向香港觀眾展現從



新文化運動到中國共產黨

建立的早期革命者的真實歷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及有線
寬頻集團昨日下午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優
秀電視劇展播《覺醒年代》首映會」，全國政協副主席、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總召集人梁振英在首映會上表示，《覺
醒年代》的播出，可以讓香港社會特別是年輕人對中華民
族復興的歷程有更全面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歷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
共有 43 集，由昨日起至 9 月 8

日逢周一至周五晚上 8 時半至 9 時
半於香港有線綜合娛樂台以普通話
原聲播出，8 月 9 日起亦會於香港
開電視播出。
梁振英昨日在首映會上指出，
《覺醒年代》以 1915 年《青年雜
誌》的誕生到 1921 年《新青年》
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軸線，
鋪陳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
國共產黨建立的歷史，講述社會的
覺醒和覺醒過程中的社會。
他指出，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以及國家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邁向富強之際，有必要回顧
民族覺醒的一刻。《覺醒年代》的
播出，可以讓香港社會、特別是香
港的年輕人，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歷
程有更全面的認識。

譚耀宗：港人要護國安繁榮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覺
醒年代》是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
視劇。百年前，中國在世界上是一
派衰敗、凋零的景象，百年後，中
華民族向世界展現的是一片欣欣向
榮的景象。
他說，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建黨
初期只有五十多名黨員，始終堅持
真理、堅持理想、擔當使命，在團
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歷艱苦奮鬥
的 28 年後，成立人民當家作主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民族獨立、
人民解放的偉大勝利。百年後的今
日，中國共產黨已經發展成為擁有

9,500 萬 黨 員 的 世 界 第 一 大 執 政
黨，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貫
徹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新征
程上，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團結帶領
中國人民共同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
譚耀宗又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
沒有「一國兩制」，香港今日的成
就、地位，得益於「一國兩制」的
大政方針，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堅持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港人要
珍惜得來不易的成果，共同維護國
家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維護香
港的繁榮穩定，在各自不同的崗位
上作出貢獻。

邱達昌：學自強奮鬥精神
有線寬頻通訊有限公司主席邱達
昌表示，百年來，中華民族在中國
共產黨帶領下，實現了站起來、富
起來和強起來，國家在經濟、文
化、科技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每
一位中國人都應該感到驕傲和自
豪。《覺醒年代》在內地觀眾尤其
是年輕觀眾中影響很大，收視在不
同地區均排首位，他希望香港年輕
人也可以從中學習到為民族自尊自
強奮鬥的精神和力量，建設更美好
的香港，貢獻國家。
昨日有逾百位城中政商名人共襄
盛事，一眾主禮嘉賓還包括中聯辦
秘書長王松苗、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潘雲東、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聶德權、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等，並上台
一同主持啟播儀式。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與
有線寬頻集團舉行「慶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優秀電視劇展播
《覺醒年代》首映會」
，賓
主主持啟播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展建黨百年路 再現崢嶸歲月

華誕，內地 43 集電視劇

《覺醒年代》是一部為慶

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 周年的
獻禮劇。首次全景式展現了
"
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時
代風雲和歷史畫卷，清晰地
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
早期傳播和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全過程，真實地
再現了一百年前那一段追求真理、燃燒理想的
崢嶸歲月。
《覺醒年代》
由張永新導演，于和偉、張桐、侯
京健、馬少驊等領銜主演，製作嚴謹、表達創
新，鏡頭語言豐富，以精品立傳，打破黨史題材
電視劇的多項紀錄，更於第二十七屆上海電視節
白玉蘭獎獲得包括最佳編劇
（原創）
獎、最佳導演
獎、最佳男主角獎在內的多項提名，是一部難能
可貴的歷史劇佳作。
該劇今年 2 月 1 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
首播後，深受內地年輕人的喜愛。此次登陸香
港，與香港觀眾見面，為普通話原聲播出，於 7
月 12 日至 9 月 8 日在香港有線電視綜合娛樂台逢
周一至周五晚上8時30分至9時30分播出。
該劇共有 43 集，以 1915 年《青年雜誌》的誕
生到 1921 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
物為時間軸線，生動形象重現新文化運動、五
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波瀾壯闊的歷史，
講述了當時覺醒年代的社會風情、百態人生。
該劇以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
主要發起人，從相識、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
人生道路的故事為基本敘事線，以毛澤東、周
恩來、陳延年、陳喬年、鄧中夏、趙世炎等革
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經歷為輔助線，藝術地
再現了一百年前中國的先進分子和一群熱血青
年演繹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燒理想的澎湃歲
月。

◀逾百位城中政商名人
於首映會上，觀賞《覺
醒年代》第一集片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助港人識黨史「中國今日得來不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昨日《覺醒年
代》首映會上，逾百位城中名人聚首一堂，率
先觀看第一集，該集主要講述 1915 年日本加
緊在華擴張的步伐，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條
件，誘迫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李大釗與
流亡日本的革命者陳獨秀此時相識，就中國的
救國之道展開討論。有嘉賓看完後表示，很多
香港年輕人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香港有
需要透過更多平台播放多些像《覺醒年代》此
類電視劇，讓港人更多認識共產黨，以及中國
的今日得來不易。

譚惠珠：國要富強 民要團結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在接受訪問
時表示，自己已看了
《覺醒年代》
逾三十集，深
深感受到一個國家如果腐敗、軟弱，國民又不
團結，最後結果就是弱肉強食。
她說，從鴉片戰爭開始到八國聯軍、第一次
世界大戰完結、發生五四運動，再到第二次世

界大戰、日本侵華這百年間，中國人不斷受到
外強欺負。因此我們國家一定要富強，人民更
要團結求進步，才能避免再受外人欺負。

洪為民：學習以國家為己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表示，《覺醒年
代》是一部很有意義的電視劇，剛看了開
頭，之後自己會追看下去。從這部電視劇
中，我們可以看到從 1915 年到 1921 年期間，
中國優秀的知識分子如何思考探索一條救國
救民的道路，也因此成就了今日的中國和中
國共產黨。
他說，這部電視劇對香港年輕人會有很大啟
示，大家應學習這種不計個人榮辱和生命安
危、以國家民族為己任的精神，了解到國家今
日取得的經濟發展、國際地位，以及人民的安
穩生活，都是創黨黨員和以後千千萬萬的黨員
和同路人，經過拋頭顱、灑熱血、艱苦奮鬥後
才得來的。

鄧清河：港人宜多認識中共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
河指，香港人過去缺乏對國家的認識，很多年
輕人不明白國家是如何從受到列強欺凌的艱難
之中走過來的。
時至今日，以美國為首的國家依然想通過政
治、經濟制裁手段欺凌我們，因此香港有需要
在更多平台播放像《覺醒年代》此類電視劇，
讓香港人更多認識共產黨，以及中國今日得來
不易。

金鈴：團結為港謀發展
香港島婦女聯會主席金鈴說，自己剛看了第
一集，已感受到 1921 年前的中國青年知識分
子，為了希望中國好，一心找尋一條更適合中
國的道路。對於當下的香港，我們也可以從中
得到一些共鳴，能夠團結一致為香港謀求發展
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