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香港 10 月 1 日电 1 日清晨，旭日初
升，香港晴空万里。8时，在高昂的国歌声中，鲜艳
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冉冉升
起，高高飘扬。

1 日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和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分别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和酒
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国旗和区旗升起后，悬挂有国旗和区旗的直
升机从维港上空飞过，消防处灭火轮喷出水柱向
升旗礼致敬。

“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稳定繁荣！”在会议
展览中心内，香港特区署理行政长官张建宗在酒
会上致辞时表示。

以金紫荆广场为原点，向外铺开，海面、大厦、
广场、山野……香江多处红旗飘扬，汇成一片壮观
的红海。

在港岛西环，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
室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激
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升旗手迈着铿锵
有力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在场全体人员庄严地
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
升起，迎风展开。

8时许，在港岛中环码头，约 300 名香港市民
分别登上两艘游船，展开“游船国庆维港游”。两艘
船的船身都挂上巨幅五星红旗，并印有“香港各界
青年热烈庆祝国庆 70周年”等大型条幅。

游船行至维港中央，船上的人纷纷肃立，在维
港两岸多个地标性建筑的衬托下，高唱国歌，挥动
手中国旗，欢呼鼓掌，高呼“祖国万岁！”

负责统筹这次活动的香港菁英会主席曾凤珠
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她希望通过这
次活动鼓励香港青年努力为国家作贡献，并珍惜
香港今天得来不易的成就。

维港两岸，多家公司和机构或挂出实体国旗，
或在电子屏幕上升起国旗。在港岛湾仔区的华润
大厦，一排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大厦外墙上，阳光
下分外鲜艳。

在港岛东部的北角，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在办
公大楼楼顶挂出巨幅国旗，面朝维港，在对岸九龙
也清晰可见。

“我们员工在楼底升国旗，楼上挂国旗。祝愿
祖国繁荣昌盛，香港早日恢复安宁。”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工会主席张惠萍说。

当日上午，“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国庆全民
护旗行动。他们一行数十人来到中环爱丁堡广场

高唱国歌，并展开巨幅国旗。“看见国旗和区旗
升起，我非常激动。香港要更加珍惜‘一国两
制’。”大联盟召集人黄英豪说。

当香港青少年军总会升旗手在观塘蓝田邨
升起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时，在场居民和香港
青少年军总会等百余人齐唱国歌。“我以前很喜
欢在电视上看不同的升旗礼。”来自香港青少年
军总会的黄嘉仪激动地说，现在有机会自己带领

一支升旗队，训练他们的升旗技巧，在国庆升起
一面五星红旗，感到由衷自豪。

在香港最高峰——海拔 957 米的大帽山
上，一群香港青年展开巨幅国旗，为国庆献礼。
他们精神抖擞，高唱国歌，充分展示了香港新一
代青年的豪情壮志。

“向国旗——敬礼！”嘹亮的口号在解放军
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响起，拉开了升国旗仪式

的序幕。
和着军乐队铿锵的旋律，现场军民齐声高

唱国歌，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能够在军营和大家一起庆祝国庆，我特别

高兴、特别激动，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刻。”来自新
界的康先生动情地说，“真心祝愿国家繁荣昌
盛，香港明天更美好！”（记者朱宇轩、张雅诗、万
厚德、林宁）

五星红旗在香港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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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香港市民在金紫荆广场高唱爱国歌曲。 新华社记者吴晓初摄

新华社南京 10 月 1 日电（记者杨绍功）10 月
1 日早上，五点半左右，黄海前哨开山岛上，天才
微微亮。

这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日子，岛上值守的
民兵升起了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

海面很平静。阳光穿过薄薄的海雾，照在鲜艳
的国旗上，洒向守岛英雄王继才的铜像——他手
指着太阳升起的方向，眺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

英雄，仿佛从未曾离开过。
这座面积仅有 0 . 013 平方公里的国防战略

岛，长期没水、没电、缺衣少食，王继才却整整坚守
了 32 年。他让五星红旗每天在这里伴着朝阳升
起，让松树、桃树、梨树在石头缝上开花结果，而自
己却因积劳成疾，永远倒在了开山岛的台阶上。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王继才被授
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一座岛一面旗，这里就是中国

开山岛是我国的黄海前哨。1985 年部队撤防
后，当地人武部曾先后派出 4 批 10 多名民兵守
岛，都因条件艰苦没能长期值守。1986 年 7 月，人
武部政委找到王继才。面对组织挑选，他毫不犹豫

接受了任务，瞒着家人上了岛。
放心不下丈夫的妻子王仕花，毅然辞去工

作，上岛与丈夫并肩值守。
从此，王继才夫妻俩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在岛上升起五星红旗。
没有人让他们升旗，王继才却认定，在这座

岛上国旗比什么都重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曾以开山岛为

跳板侵入大陆。了解这段历史的王继才下了决
心，每天都要把国旗从这里升起来。

他曾说：“升起国旗，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这
里是中国的土地，谁也别想欺负咱！”

一次，台风来袭，王继才脑子里只想着国
旗。他顶着狂风，跌跌撞撞爬到山顶，奋力把国
旗降了下来。

回来时，他一脚踩空滚下 17 级台阶，肋骨
摔断了两根，人差点被吹进海里卷走。可手里，
还紧紧抱着那面国旗，像是护着一个初生的
孩子。

第二天，赶来的渔民把他接下岛送进医院。
大家劝他，为了一面旗摔成这样，如果真的命没
了，值得吗？

王继才却说：“守岛这么多年，开山岛就是

我的家，如果哪天真出事了，就把我埋在岛上，
让我一辈子陪着国旗！”

海风呼啸间，王继才坚持了 32 年，让开山
岛永远飘扬着一抹令人魂牵梦绕的红色，直到
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棵树半辈子，这岛就是我家

开山岛是座石头山，上面没水、没电、没粮，
只有几间破营房。一年四季，石缝里的茅草绿了
又黄，在海风中簌簌发抖。当地人说，在上面活
着都很难，更不要说守。

然而，王继才没有退缩。没有水，他们喝
水窖里攒下的雨水；没有电，他们晚上点蜡
烛；没有粮，他们在岛上种菜、捕鱼，让大女儿
在岸上当“补给队长”，不时买点东西托渔民
捎来……

风一来，岛就与世隔绝了。有一次柴火用光
了，夫妻俩一连嚼了 5 天生米。风停时，渔民上
岛发现，他们已经饿得说不出话。

王继才没有动摇：守岛就是守国，守岛也是
守家。

上岛第一年，王继才种过白杨，全死了。第

二年，种了槐树，又没活。第三年，撒下苦楝树
种，竟然长出一株小苗。

如今，这棵长不高的苦楝树，依然倔强挺
立在岩石上。王继才就像这棵苦楝树，仿佛专
为这座岛而生。

就这样种了死，死了种，大树旁边种小树，
小树下面种瓜菜……年长月久，植物成丛，小
岛获得了新生。

风雨之间，岛上的家在倔强坚持，岸上的
家也在苦苦支撑。王继才夫妇在岛上，三个孩
子只能留在岸上。一个夏夜，蚊香点燃蚊帐，三
个孩子差点被烧伤。得知消息，王继才心如刀
绞，但他咬了咬牙，依然没有下岛。

为了守岛，王继才错过了女儿的婚礼，错
过了外孙的出生，错过了与老父亲的最后一
面。一次次错过，他都揪心不已。人家问急了，
这个憨厚的七尺大汉只憋出一句话：“岛是国
家的，我走了，岛怎么办？”

一份责任一腔热血，答应了就

坚持到底

没有人命令过王继才要一直守下去，但他
一次也没有提出过要离开。

那 30 多年里，曾有过许多诱惑和机遇。走
私犯要与他平分利润，蛇头对他威逼利诱、拳
打脚踢，王继才没有动摇；岸上经济发展如火
如荼，改革开放让周边的人们都富起来了，王
继才没有离开。

上世纪 80 年代上岛，王继才说，这是国
家交给的任务，必须完成；90 年代，他继续坚
守，是为了履行对组织对上级的承诺；2003
年 10 月，王继才在岛上入党，他庄严宣誓：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2015 年 2 月，他在北京参
加军民迎新春茶话会，再次承诺：“一定把开
山岛守好！”

一年又一年，守岛，从“有期限的任务”变
成了“终生的使命”。

在与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在对渔民、对设
施的守护中，在每天升起的五星红旗上，王继
才看到了自己守岛的价值。

儿子王志国曾因为工作枯燥乏味向父亲
抱怨，王继才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如果你觉
得工作没趣味，那是因为你没花时间、没用
心。”

王志国在以后的日子里才更深刻领会到
这句话的含义：用了心，花了时间，再平凡的小
事，也会有价值。

2018 年 7 月 27 日，老民兵王继才倒在了
开山岛的台阶上。

哨所的营房里，一面国旗整整齐齐放在
桌上。

那是他生前升过的最后一面国旗。

王继才：“让我一辈子守着这面旗！”

▲王继才在江苏开山岛上眺望远方（2017 年 2 月 2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韩瑜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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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明斯克 10
月 1 日 电 ( 记 者 魏 忠
杰、李佳）当地时间 1
日上午，一场 700 多人
参加的升旗仪式和歌
唱祖国“快闪”演唱会
在距离北京 6000 多公
里的白俄罗斯中白工
业园内举行，大家共同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华诞，表达海外中国
企业和华侨华人对伟
大祖国的无比热爱和
真挚祝福。

升旗仪式在位于中
白工业园中心区域的展
示交易中心外面举行。
在白俄罗斯中国企业商
会的统一组织下，参加
仪式的约 60 家在白中
资企业员工、华侨华人
和留学生代表高唱国
歌，整齐地向国旗行注
目礼。

随后，全体人员面
向国旗宣誓。“我们身在
海外，我们忠于祖国”
“祖国在我心中，国家利
益至上”“践行‘一带一
路’，追求伟大梦想”“保
持坚定信念，积极拼搏
进取”“我们是炎黄子
孙，我们是光荣的中国
人”……一句句激扬的
誓词震撼着每个人的
内心。

明斯克北京饭店总
经理崔长江在升旗仪式
上说：“我们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我们一刻也不
能与祖国分离；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我们永远心
向祖国。”

升旗仪式结束后，大家手持小国旗进入展示
交易中心大厅参加歌唱祖国“快闪”演唱会。当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大屏幕上出现飘动的五
星红旗时，全场气氛顿时变得庄严肃穆。

随着国歌播放结束，一个深情的声音在人群
中响起，那是中白工业园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胡
政在朗诵：“70 华诞，站起的是一位东方巨人；70
华诞，你把积贫积弱甩到了天外边；70 华诞，你又
迈开了强国的步伐……”

当朗诵词以“我们远在海外的祖国儿女，想念
你啊，祖国母亲”结束时，人群中唱起了歌曲《今天
是你的生日》，将人们带入了为祖国庆祝生日的气
氛中；随后以“快闪”形式演唱的《我爱你中国》与

《我和我的祖国》两首歌曲，更加点燃了人们的爱
国热情。

此外，招商局集团中白项目近 40 名中方员工
还演唱了歌曲《一条丝路向远方》，表达了海外中
资企业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方面的责任与
担当。

随着《歌唱祖国》的歌声响起，全场人员情不
自禁地挥舞手中的小国旗，放声高歌，共同抒发心
中的爱国之情。最后，全场人员连续 5 次激动地高
声呼喊：“祝福祖国，祖国万岁！”向祖国母亲传去
在白中华儿女的美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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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0 月 1 日电（记者徐弘毅）10 月
1 日清晨，广东省、广州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升旗仪式在广州海珠广场隆重举行，广
东省、广州市各界代表 1800 多人参加，共同致敬
国旗，祝福祖国。

70 年前，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以摧
枯拉朽、锐不可当的气势解放了广州，海珠江畔见
证了人民解放军进城的威武英姿，见证了广州第
一面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从此，南粤广东和千年
古城广州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 日 6时 30 分，海珠广场花红似锦、花团锦
簇。伴随着军乐团《升旗号角》激昂的旋律，由武警
官兵组成的国旗护卫队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从海珠桥桥面由南向北走向位于广州解放纪念像
前的国旗基座。

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
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庄严肃立、高唱国歌，表达
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祝福。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至顶端时，现场放飞
2000 多只和平鸽，人群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声。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在军乐团的伴奏下高
唱《歌唱祖国》。升旗仪式在《今天是你的生日》的
优美旋律中圆满结束。

据了解，此次武警广东省总队机动支队 18 天
前受领升国旗的紧急任务，马上抽调精兵强将，组
成了总人数为 52 人的国旗护卫队参加仪式。武警
广东省总队机动支队由两支英雄部队组建而成，
一支前身是东江纵队一部，一支是“攻坚老虎师”
的传人，曾经参加过解放广州战役。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教师林丹娜说，我
们将永远铭记幸福安宁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
一名教师、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肩负复兴中华的
伟大使命，更需拼搏奋进，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孩子打好人生底色，五
育并举传承红色基因，给新时代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参加今天的国庆升旗仪式，作为一名医务战
线的代表我感到非常光荣。”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肝胆外科副主任吴强说，“祝愿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我们将为实现中国梦奋斗！”

广东省、广州市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升旗仪式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特刊

升起国旗，就是要告

诉全世界，这里是中国的

土地，谁也别想欺负咱！

守岛这么多年，开山

岛就是我的家，如果哪天

真出事了，就把我埋在岛

上 ，让 我 一 辈 子 陪 着

国旗！

岛是国家的 ，我走

了，岛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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