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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嘉賓共襄盛舉感自豪

陳丹丹
香港中國商會創會會長

•在國家民族欣欣向榮
、蓬勃發展的歷史階
段，香港更應堅定不
移地維護 「一國兩制」 ，重新塑造良
好法治、安定有序的環境，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貢獻國家，成就香港。

孟麗紅
全國政協委員、
祈福集團副董事長

•希望香港年輕人有機
會多來內地看看，親
身感受祖國的發展面貌，積極融入國
家的發展大局，共同建設好我們的國
家。

衛樹景
香港專業人士

（北京）協會副理事長

•慶典中 「一國兩制」
方陣走過天安門高呼
「祖國，我愛您」 ，我也忍不住跟着
一起高呼。我堅信，有祖國這個強大
後盾，香港必然會繁榮穩定。

陳得強
香港專業人士

（北京）協會副理事長

•現場最讓我印象深刻
的就是現場十萬人一
起揮動國旗，齊聲高唱國歌。我以身
為一個中國人而自豪，為祖國的強大
而驕傲。

鄒兆麟
史密夫斐爾律師
事務所合夥人

•現場有許多大學生擔
任志願者，他們展現
的赤子之心，也代表着國家美好的未
來與希望。國家為下一代投放了不少
心血，真心希望香港的青年可多加珍
惜。

（記者 馬靜）

責任編輯：劉天驕 美術編輯：張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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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籍港澳鄉親：背靠祖國很踏實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10月1

日清早，福州五一廣場人山人海，等待着

隆重的升旗儀式。人群中，有一批特殊的來

賓，他們是來自香港、澳門、台灣的300

多位閩籍同胞，回到家鄉為祖國慶生。

「家鄉幾十年來真的發生了翻天覆地

的變化！」 年輕時走過大半個中國的張偉

雄激動地說。

「祖國發展讓回鄉路更近」
他於上世紀80年代赴香港創業，後加

入香港平潭社團聯會，一直心繫故鄉──

福建平潭。 「平潭從一個落後的小漁村到

現在打造國際旅遊島，路寬環境美。看到

祖國如此強大，我們當然要回來啦，倚靠

着祖國，感覺很踏實。」
「祖國的發展讓回鄉路更近。」 回想

起30多年前離開家鄉的情景，澳門福建婦

女聯誼總會會長謝路生說，當時的不捨與

艱辛歷歷在目。自2004年起，謝路生回到

家鄉晉江投資。 「以前輾轉一整天才能抵

達，現在飛機高鐵動車都很方便，經常往

返澳門和內地。」
香港連江聯誼會會長劉官政此次帶着

他的女兒陳涵林一同回鄉。長期在美國讀

書的陳涵林回來看到閩江兩岸的景色，讚

嘆不已： 「和小時候記憶中的很不一樣，

高樓林立，科技發展迅速，大街小巷真熱

鬧，我很喜歡這裏！」
劉官政作為一位企業家，對祖國的進

步深有體會， 「內地營商環境越來越規範

，為我們企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 他

說，以前在國外經商容易受到歧視，現在

說出自己是中國商人就很有底氣。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每年國

慶期間，廣西柳州都要舉辦水上狂歡節。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大慶，場面更加

熱鬧，吸引了數百萬遊客。來自森巴舞故

鄉的巴西留學生昆達也擠到了人群中，用

他的話說，感受一下中國的節日氣氛。

「感覺很好，人很多，很熱鬧。我想

在這裏與更多的人交朋友。」 昆達說。記

者見到他時，他正揮舞着一面中國國旗，

喊着 「祝中國越來越好！」
昆達是廣西財經學院學生，與他一起

參加柳州水上狂歡節的還有幾位留學生同

學。他們來自不同國家，與中國朋友一起

參加本土節慶活動，感受中華文化魅力。

19歲的印度尼西亞留學生甘明瑞就讀

於廣西民族大學，剛來中國3個月的她迫

不及待要到處走走逛逛，了解更多地方的

文化和歷史。 「第一次感受中國的國慶節

，感覺一切都很新奇。」
「為了迎接國慶節的到來，中國許多

地方街頭掛起了五星紅旗和祝福標語，沉

浸在節慶氛圍中。我看到學校的各個教室

、科室都掛了國旗，很多汽車也掛着國旗

，還有一些市民家裏也掛了。」 廣西醫科

大學的緬甸留學生鍾雪瑩說， 「中國國慶

很隆重，中國民眾有很高的愛國熱情。」
10月1日上午，在廣西醫科大學國際

交流學院學術報告廳，師生們相約在一起

觀看了閱兵直播。來自赤道幾內亞的莫托

激動不已，他用中文說道： 「很精彩！身

邊的人都很激動，我跟他們在一起時也被

感染了。我為中國喝彩！」

留學生感受節日氣氛 為中國喝彩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
：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澳門回歸

20周年，2019 「灣區青年說」 勵志演

說大賽目前正式啟動。記者3日獲悉，

該大賽將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築夢發

聲與交流互動的平台，展示灣區青年的

創造力、行動力和青春正能量。而本屆

賽事首次面向灣區各市展開海選賽事，

超30個灣區城市青年社團深度參與。

「灣區青年說」 活動由廣東省青年

聯合會、共青團珠海市委員會、珠海市

台港澳事務局指導，參賽者可從社會實

踐、青春夢想、社會價值觀等角度進行

TED式演說，充分展現新時代大灣區青

年與祖國共奮進，與灣區同發展的堅定

信念和青春風采。

「與往屆相比，本屆賽事首次面向

粵港澳大灣區各大城市展開海選賽事，

超30個大灣區城市青年社團深度參與，

線上也將設置互動話題吸引青年 『打卡

』 、 『點讚』 。」 活動組委會相關負責

人表示，即日起可通過微信小程序 「灣
區力量」 進行在線報名，賽程將持續至

12月，總決賽冠軍可獲得一萬元獎金和

證書、獎盃。

負責人說， 「灣區青年說」 可望引

領大灣區青年在交流互動中凝聚共識，

與灣區同發展，為珠海打造大灣區重要

門戶樞紐、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貢獻青

春力量。

灣區青年說大賽築交流平台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的群眾巡遊中，首次
出現 「一國兩制」 方陣，當中有許多在京港生的身影，包括來自清華大
學的6名香港學子。他們與其他港澳台同胞和各
界群眾一起，一邊高呼 「祖國，我愛你」 ，一邊
走過天安門廣場。參加群眾巡遊的清華港生向大
公報表示，自己對能代表港青參加 「一國兩制」
方陣巡遊、親自守護載有巨版基本法的花車，感到無比
驕傲， 「因為守護基本法就是守護香港，守護我們自
己的家園。」

大公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10月1日上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圖為群眾巡遊中的 「一國兩制」 方陣
通過天安門廣場 中新社

清華大學社科學國際關係13級香港博

士生陳貴和告訴大公報記者，清華大學共

有10名港澳學生參加了國慶群眾巡遊活動

，都在 「一國兩制」 方陣，其中香港學生

有6名。他說，雖然國慶群眾巡遊已經過

去兩天，但依然激動和興奮。

陳貴和說，長達兩個月類似軍訓的訓

練過程，讓自己記憶深刻，終身難忘。 「
排練過程可謂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很佩服大會組織十萬人群眾巡遊這樣的大

工程，無論是排位、音樂、步速、時間、

動作等，每一環節都非常清晰，處理得非

常細緻。」 他說，參加訓練的學生都要盡

到自己的保密義務， 「作為香港學生我也

非常注重這一紀律，有種從軍的感覺，覺

得很酷。」

同為中華兒女 齊心貢獻國家
陳貴和表示能參加群眾巡遊對自己而

言機會非常難得，通過參加這樣的活動深

刻感受到國家的發展成就來之不易，絕非

一朝一夕，而是歷經好幾代人的共同努力

。 「作為中華兒女，我們應該共同愛護和

守衛先輩們建立的基石，一代代傳承貢獻

國家、保護國家的精神。我也希望香港盡

早恢復太平，人民安居樂業，齊心協力搞

好經濟。」
因為參加方陣的主題是 「一國兩制」

，清華大學機械學院研究生三年級港生周

德志感慨頗多。

周德志說， 「一國兩制」 的提出，和

平且有序地解決了香港存在的一些問題，

在此方針下，香港擁有高度的自治權，香

港人民從英殖民時期的二等公民重新成為

了主導香港發展的主人。他還認為，香港

的問題是由於香港自身管理不協調帶來的

，與 「一國兩制」 的方針無關。相反， 「
一國兩制」 實現了中華民族攜手發展的願

望。

香港法治精神 不容破壞
周德志說，香港是一個高度法治與民

主的地方，然而香港的法治與民主卻正在

被人利用，不法分子試圖以民主與自由掩

蓋其暴亂行為，公然挑戰基本法，挑戰香

港的法治，做出一些危害公民，危害香港

的事情，使得香港多年以來的形象付諸一

炬。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之

法，我們香港青年不允許任何人利用香港

、危害香港，守護基本法就是守護香港，

守護我們自己的家園。這次，能作為 『一
國兩制』 巡遊方隊中的一員守護基本法花

車，我深感驕傲與自豪。」
「作為香港的未來，我希望香港青年

可以客觀對待事實，合理提出訴求，切勿

聽信片面之詞，斷章取義，要做到理性分

析事情因果，避免讓人煽風點火，不要成

為破壞香港的 『劊子手』 。此外，還要履

行自己身為中國公民的義務，堅守法治底

線，敢於與違法犯罪作鬥爭。」 這位香港

青年說。

▲參加巡遊的清華港生陳貴和表示，雖
然國慶群眾巡遊已經過去兩天，但依然
激動和興奮 受訪者供圖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1989年，長春電影製片廠出品的電影《

開國大典》，作為新中國成立40周年獻

禮片，引發觀眾強烈共鳴。30年後，該

片經過現代科技修復，將以4K分辨率、

5.1環繞聲嶄新 「面貌」 ，於10月18日

起再登大銀幕。

30年前的這部大片用紀實手法，展

現了從中國共產黨取得 「三大戰役」 的

勝利，到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舉行 「

開國大典」 的歷史過程，由李前寬、肖

桂雲聯合執導，古月、孫飛虎等主演，

曾獲第10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第13屆《

大眾電影》百花獎等重要獎項。

對於此次修復，李前寬表示： 「30
年前《開國大典》中黑白資料片與拍攝

部分的銜接還是有點生硬，如今4K修復

技術讓我們看到更協調、更真實、更震

撼的視聽效果，讓過去的電影呈現新的

藝術感，我作為導演是非常開心的。」

電影《開國大典》4K修復版將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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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華大學參加 「一國兩制」 群眾巡遊方陣的港澳學生合影 受訪者供圖

▲10月1日，在福州五一廣場，參加國
慶升旗儀式的觀眾合影留念 中新社

守護一國兩制香港明天更好
清華港生親歷盛事訴心聲：祖國我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