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10 月 1 日上午，在天安门城楼、
在观礼台上，应邀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
的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各界人士，以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亲历
这一举世瞩目的盛大活动。

感叹祖国的发展成就，共享作为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港
澳各界代表为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点赞，对保持香港、
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充满信心，对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满怀
期待。

感慨：祖国气派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国庆观礼，相比 1984 年国庆 35 周
年、1999 年国庆 50 周年和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这次庆典规
模更大、气势更壮！”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大国气派、雄壮威武，是港澳嘉宾观礼后的共同感受。同
样是第四次参加国庆观礼的澳门特区立法会主席高开贤说：
“盛世盛典！这次展示的新装备都是中国自主研发，体现了中
国的国力在不断增强。作为中国人，我深感自豪。”

从 1999 年开始参加国庆观礼的澳门地区中国统促会监事
长陈健英说，不变的中国心依然在澎湃，变的是国家不断飞跃
进步，大国自信不断提升。“在伟大的节点、伟大的地点，现场感
受国力，这种发自内心的震撼和自豪，终生难忘。”

人称“光头警长刘 Sir”的香港警察刘泽基说，向老兵致
敬的环节，让他感触最深。“因为他们的付出才有今天的中国，
当我看到有的老兵还拿着逝去战友的照片参加庆典时，眼泪
都要掉出来了。”

香港青年评论员组织“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陈晓锋今年
30 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庆观礼。“爱国是不需要理由
的。”他说，有一首歌在唱起的时候，内心会充满感动，那首歌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一面旗在飘扬的时候，心中骄
傲和自豪会油然而生，那面旗就是五星红旗；有一种爱在诉
说的时候，会让中华儿女魂牵梦萦、舍生忘死，那种爱就叫
爱国。

感动：港澳元素

“来了，来了！”一看到香港彩车出现，香港中律协创会会
长陈曼琪就举起手机，拍下一张张精彩的照片。

香港彩车底层为绿色，车身上画有一条腾飞的巨龙，配上
色彩缤纷的条纹。澳门彩车主体颜色为深蓝色，上面画有红

色、黄色等颜色的彩带，配上黄色车头和银色围栏。
陈曼琪说，港澳元素的出现，体现了国家坚持“一国两制”

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现在香港正面临
一些挑战，但我们有信心，香港不会沉沦，这颗‘东方之珠’会
继续发光，为国家作出贡献。”

陈晓锋说，看到彩车展示香港、澳门基本法和盛开的金紫
荆和金莲花时，深深感受到了“一国两制”方针的伟大。香港的
发展永远离不开祖国的支持。作为新时代的香港青年，应肩负

起使命，让“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说，庆典中的香港元素

让他深受感动。“国家一直在支持香港。在今天香港面临困难
的情况下，感受到国家和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对于香港渡过
难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信对于今天的国庆典礼，大多数香
港市民也会有特别的感受。”

“中央一直坚定支持‘一国两制’和港澳的繁荣发展，有国
家作后盾，我们对未来有信心，对‘一国两制’有信心。”陈智思

坚定地说。
澳门特区政府新闻局局长陈致平说，澳门基本法的重要

性、澳门“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一个基地”的发展定位，都通过
彩车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港澳和国家分不开，国家好，港澳才
能好。

感怀：明天更好

“我还记得 35 年前 9 月 30 日我离开人民大会堂时，整个
北京城是黑漆漆的。这些年来，国家取得长足进步，发生翻天
覆地变化。”梁振英说，现在是新中国 70 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
候，“我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中华民族一定能实现伟大复
兴”。

他说，香港在“一国两制”安排下，有“一国”之利、“两制”之
便，希望香港继续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方针，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国家继续作出贡献。

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表示，香港曾遭受被殖民的历史，
经受深重苦难。今天，国家繁荣富强，不再担忧遭受外国肆意侵
略。作为香港同胞代表，内心更感心潮澎湃。“我们国家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不畏惧任何阻力、压力，有信心战胜任何
挑战。”

陈勇说，祝福祖国、祝福香港，希望香港民众与内地民众一
道，在国家强盛道路上同舟共济，一起搭乘高速前行的中华民
族复兴列车，为国家、为香港打造更美好的前景、更有希望的
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前进征程
上，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说，习主席
的讲话坚定有力，对港澳同胞是莫大的鼓舞。我们今后要继续
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在国家的支持和港澳居民的努力下，港
澳的明天会更好。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刘艺良说，我看到飞机整齐而震撼地飞
过天安门上空的时候，感触非常深。70 年前的开国大典上，参与
阅兵的飞行编队只有 17 架飞机，但没有“中国造”。为飞出气
势，这支“万国牌”飞行队不得已绕回来再飞一圈。70 年过去了，
现在的中国国富兵强，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多飞一圈了。这样
的盛世，这样的对比，令人无比激动。

刘艺良说，坚信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港澳将同享国家
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港
澳同胞不会缺席，将发挥独特优势，贡献自己的力量。

（采写记者：刘欢、齐菲、石龙洪、李寒芳、樊攀）

共享伟大荣光 共话美好祝福
港澳人士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侧记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记者刘欢、石龙洪、齐菲）“今天
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充分展现了祖国的强大，身为中
国人我感到无比骄傲。”人称“光头刘 Sir”的香港警务处机动
部队警署警长刘泽基刚从天安门广场回到酒店，接受记者采
访时仍难掩兴奋之情。

10 月 1 日上午，刘泽基应邀出席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会。当“一国两制”方阵经过天安门时，刘泽基
与香港警队其他代表激动地挥舞国旗。这一幕，通过电视直
播，呈现给全球观众，让数以亿计的内地同胞看到这位香港警
察的爱国之心。

刘泽基说，观礼过程中自己感触最深的是向老兵致敬的环
节。“因为他们的付出才有今天的中国，当我看到有的老兵还拿
着逝去战友的照片参加庆典时，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阅兵！不只是国力的体现！也是国民教育！也是令年
轻人明白中国今天成就如何努力得来！”“光头刘 Sir”的这一
感言在微博发出后，很快就有上万评论，近 20 万网友点赞。

“其实我今天的心情有点复杂。”刘泽基说，70 华诞当然
令人喜悦，但香港现在的气氛和内地相比是有落差的，想到这
还是会不太开心。

今年 46 岁的刘泽基身材魁梧，皮肤黝黑。今年 7 月 30
日晚，香港葵涌警署遭到大批激进示威者围堵，场面混乱。危
急时刻，他为了保护自己和同事，无奈举枪。这一幕的照片被
放上网后，很快让他为海内外网民所熟悉，并被亲切地称为
“光头刘 Sir”。

刘泽基后来说的一番话更感动人心：“香港警察有能力处
理这些暴徒，只恨他们也是中国人，打不是，不打也不是！真
的很心痛！”

多次被暴力分子围堵攻击，他身上现在到处都是伤痕。
右眼看东西仍有重影，膝盖里有一处碎骨。但他说，这些都不
要紧，他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不辜负香港和内地同胞对他的关
心和支持。

受伤后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对刘泽基表达关心，他干
脆开通微博账号表示感谢，半个月来已收获 60 多万名粉丝，
未来他还想通过微博分享香港的情况，并将网友的关心与支
持转达给警队同事。

9 月 29 日，香港警队代表抵达北京，当天晚上刘泽基就
品尝到了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直夸“味道不错”。9 月 30
日，他们还登上了北京八达岭长城，获颁“好汉证书”。“我差

不多爬了一公里，当时非常兴奋和开心。”
香港警队代表团团长、香港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人

事及训练处处长李建辉告诉记者，国庆是举国同庆的日
子，希望那些被蒙蔽的人能快点醒过来，明白国家好，香港
才会好。

25 岁的香港机动部队警员曾志安曾被激进示威者围殴，
导致眼帘位置缝了 20 针，眼角膜也出现裂痕，现在会有头痛及
头晕的后遗症。他说，10 年前他通过电视观看国庆盛典，如今
有机会亲身参与，倍感荣幸。

“现场看的感觉非常不同，无比震撼。无论是军人气势、
武器装备，还是各式彩车巡游，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曾志安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北京，他和同事爬长城、吃烤鸭、
逛王府井，并参加国庆观礼。“这次北京之旅真的十分难忘，我
深切感受到了同胞对于国家的热爱，自己也深受感染，有了更
浓的家国情怀。”

在采访过程中，不少人过来与刘泽基合影，他都一一答
应，并在拍照时刻意露出手掌背的国旗图案。“我是中国人，我
也希望香港年轻人清楚，自己都是中国人，我们应以做中国人
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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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中国人无比骄傲”
访来京参加国庆活动的香港“光头刘 Sir”

▲ 10 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是群众游行中的“香港，
进”彩车。 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上接 13 版）英雄胸前的勋章、奖章凝结着人民的敬
意，后代们高举着先辈们的肖像照片让人无限崇敬，车上老
英模军礼英姿依然，老模范跟随音乐节奏双手用力打节拍的
场景令人动容……

一部民族史，一部奋斗史！
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游行队伍簇拥着毛泽东巨幅

画像经过天安门时，现场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游行队伍先后簇拥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巨幅画

像经过天安门时，全场一次次迸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12 时 01 分，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欢呼声

中，簇拥着习近平同志巨幅画像的“伟大复兴”方阵走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天安门观礼台沸腾了，观礼人群自发歌唱、起立欢呼。
“用 4 个字形容，就是‘天翻地覆’。我生在旧社会，

长在红旗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
而现在飞天登月、入地潜海的一流设备全都有了。”在广场
南侧临时观礼台上，来自山西省的 76 岁老军人苏凤恒激动
地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
从“建国伟业”“当家作主”“艰苦奋斗”到“春潮滚

滚”“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再到“区域协调”“脱贫攻
坚”“美好生活”……长长的游行队伍，似流动的史诗，讲
述着中国人民的矢志求索和奋进征程。

“当家作主”方阵中，彩车的巨型雕塑再现了“人民代
表意气风发步出人民大会堂”的经典场景。

获得“共和国勋章”的申纪兰，对这样的场景再熟悉不
过。作为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扎根农村，
书写传奇。她说：“当代表就是代表人民利益，当代表就是
给人民办事。”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工作导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
政的最大底气。

从艰苦奋斗到顽强拼搏，中国人民干出一个个奇迹——
“众志成城”彩车上，一个满脸阳光的少年频频敬礼。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个左臂受伤的幼童躺在一

块木板做成的担架上，向解放军叔叔敬了个礼，那一幕感动
了全中国。

当年 3 岁的“敬礼娃娃”郎铮，已长成翩翩少年。曾经
的废墟上，已建起新家园。

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壮大，在应对挑战中超越自我，无数
奋斗的故事记录 70 年历史风云。

行进的“艰苦奋斗”方阵中，王进喜、时传祥等一个个
时代印记，把人们带回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脱贫
攻坚”方阵中，独龙江乡、十八洞村等贫困地区驻村第一书
记的身影，让人们感受到新时代奋斗者的万丈豪情……

70 年，中国 7 亿多人摆脱贫困。如今，从积贫积弱中
走来的中国人民，距离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倒
计时， 6 年时间里 8000 多万人脱贫，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
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

满怀壮志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汇聚起了不可阻挡的磅礴
力量。

从改革开放到创新创造，中国人民闯出一番新天地——
身着蓝色制服的高铁司机陈承仪坐在观礼台上，当

“创新驱动”方阵经过，看到“复兴号”彩车时，他格外
激动。

1993 年开始当火车司机，陈承仪开过蒸汽机车、内燃
机车，现在可以驾驶 6 种型号的动车。他说：“祖国的发展
让人倍感自豪，我要踏踏实实开好每一趟车，为创造中国今
天和明天的奇迹贡献力量。”

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始终是中国崛起的重要驱动力。
10 年前，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参加国庆庆典时，这

家企业主攻方向是网络技术。 10 年后的今天，再次参加国
庆庆典时，企业已经在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实现突破。
“从网络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见证了中国快速跻身数
字经济大国行列。”孙丕恕说。

在巨大的鲲鹏造型彩车引领下，各省区市和香港、澳
门、台湾的彩车依次通过。各地改革开放和创新成果集中呈

现，尽显祖国大地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美好图景。
“祝福祖国，伟大的祖国必将更加繁荣昌盛！”香港警

察、被称为“光头警长”的刘泽基在观礼台上用力挥舞着红
旗，向祖国深情告白。

从走向世界到迈向未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携手向
前——

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阵里，清华大学越南籍学生
孙佳文感慨良多。

孙佳文说：“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繁荣昌盛，
相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给更多国家带来发展机
遇。”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
中国正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飘扬的红领巾，嘹亮的小号， 2019 名少先队员组成的

行进乐团奏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昭示复兴之梦必将在接
力奋斗中成为现实。

随着最后一个“祖国万岁”方阵来到天安门前， 7 万羽
白鸽展翅高飞， 7 万只气球腾空而起，全场齐声高唱《歌唱
祖国》，天安门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

刚刚获得中国女排历史上第十个世界冠军后，中国女排
队员受邀参加游行活动。彩车上的女排队长朱婷跟随现场观
众一起高唱，她感言：祖国强大，祖国万岁！胜利永远属于
不懈奋斗的人！

12 时 40 分，历时 2 小时 40 分钟的庆祝大会圆满结
束，现场人群依然高歌，沉浸在庆典的喜悦中……

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尽情歌唱吧！
为了伟大梦想的召唤，尽情欢呼吧！
中国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
中国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国的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
（记者张旭东、赵超、赵文君、孙奕、杨洋、樊永强、

涂铭）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今天我
爸爸、叔叔、哥哥和我都受邀观礼，身
为中国人能参与这样的盛典，感觉非
常荣幸。”香港广东青年总会执行主席
霍启山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观看阅兵
仪式和群众游行让他感受到了祖国的
强大，他会把在这里看到、听到的分享
给香港年轻人。

多名应邀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的香港嘉宾表示，
庆祝大会场面恢宏震撼，令人倍感振
奋，祝愿香港与祖国同繁荣共昌盛。

霍启山说，见证了这么整齐的方
阵，见证了这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见
证了中华儿女爱国的热情，身为中国
人的民族自豪感一直在心中澎湃。港
澳青年要全身心投入到祖国建设中，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
只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一国两制”方
针，香港必将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女企业家高
佩璇一早就起床准备，她特意选择了
橙红色系的衣服，以呼应现场喜庆的
节日气氛。“以前都是看电视，如今可
以第一次在现场亲身感受，非常开
心。”

高佩璇说，群众游行时对新中国
70 年历史的回顾环节让人印象深刻，
巧妙地体现了社会进步。游行中还有
不少港澳元素，这体现了国家对于港
澳的重视和支持。作为一名香港人，她
倍感亲切，也十分自豪。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会长冯
国佑说，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及
文化多样性。当载着香港基本法和澳
门基本法的彩车经过观礼台时，港澳

嘉宾都站了起来，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国旗。相信在国家的支
持与爱护下，港澳必会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香港青年评论员组织“就是敢言”执行主席陈晓锋说，非
常荣幸可以作为香港青年的代表，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个
重要的日子来北京观礼，这对个人而言是极大的鼓舞和荣耀，
对香港青年群体来说也体现了国家的关心和重视。他说，轰鸣
的礼炮声、嘹亮的国歌声、军乐团的演奏声、人民群众自发的
欢呼声，交织成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最美好而有力的祝福！

香港出生的女创业者朱嘉盈今年是第一次应邀参加国庆
观礼。“为国家感到骄傲，为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她说，最让
她泪目的瞬间，是向老兵致敬的环节。“我们所有人都要铭记
历史，因为有他们的奉献、付出和奋斗，才会有如今的发展和
繁荣。”

朱嘉盈表示，内地有更优惠的创业政策和更好的就业前
景，每一个有梦想有目标的年轻人都可以享受到更多机遇。希
望更多香港年轻人能够来内地发展，抱着一个不断学习和勇
于挑战的心态，扩展视野，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叶建明说，阅兵仪式威
严庄重，群众游行丰富多彩。国人昂扬的精神面貌、浓浓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都在游行时充分展现了出来。“各行各业代表发
自内心的欢笑，很美，很令我感动！”

叶建明说，香港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新中国 70 年
的发展成就有香港市民的贡献，我们与有荣焉。香港进一步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大势所趋，也是香港的必然选择。虽然香港
现在遭遇暂时的困难，但“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我们
必然会迈过这个坎。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一国两制”必将坚定
不移走下去，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可期。

（采写记者：刘欢、齐菲、石龙洪、李寒芳、樊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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