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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记者张雅诗、娄
琛） 2 日上午，香港天气不稳定，刮着大风，
更不时降下滂沱大雨，却无阻莘莘学子回归
校园，他们顶着风雨赶到学校，重新投入校
园生活。

位于新界东涌的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
标中学，2日上午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升旗仪
式，为新学年揭开序幕。全校约 500名学生齐
聚于学校礼堂，与校长和老师一同翘首仰视旗
杆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迎接新学年。

10 时 12 分，在激昂的 《歌唱祖国》 的旋
律中，身着整齐制服的升旗队员迈步进入礼
堂，护送国旗到舞台前的旗杆下。升旗仪式正
式开始，全体师生肃立，高唱国歌，目视着鲜
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整个礼堂笼罩在神圣
庄严的气氛中。

“年轻时期，重点是求学，能够好好学习
方能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未来，真正为社会出
力，为国家作出贡献，为世界带来和平。”校
长许振隆在升旗仪式后向师生致辞时这样说。

除了勉励学生努力学习，许振隆更盼望学
生懂礼和守礼。“‘礼’是我们今年的学习主
题。有礼，社会才有秩序；学礼，世界才有太
平。也就是在适合的场地，面对适合的对象，

做适合的事情。”他提醒学生，懂得礼才懂得
尊重。

校长发言后，台下随即响起如雷般的掌声。
就读高中的司徒同学代表学生致辞时说，

去年他与同学们到杭州、宁波考察，并参观了
几所大学和中学，了解到内地城市发展一日千
里，以及国家对教育的重视。

“让我们以青春的汗水，谱写出生命的乐
章，在未来的日子将付出更多努力，不断提高
学识和品德，实现理想，贡献社会。”他说。

2 日上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学
校 （小学） 也举行了升旗仪式。位于学校四楼
的礼堂内，气氛庄严肃穆，身着校服的各年级
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入礼堂，其中不少是刚
入学的一年级新生。面朝主席台站定后，他们
稚嫩的脸庞微微扬起，等待升旗仪式开始。

十点半，升旗队在《歌唱祖国》的歌声中
齐步走进会场，护旗手们护送着国旗走在前
列，在全场师生注视下，他们步伐坚定。

随后，主持人宣布：“升旗仪式开始，升
国旗，唱国歌！”雄壮的国歌奏起，全场800多
名师生高声齐唱国歌，对徐徐上升的国旗行注
目礼。

升旗仪式结束后，校长黄锦良对全体师生

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作为
一个中国人，要增强对国家的认同。“国家强
大，我们才有安稳的家和美好的学习环境，有
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我们。我希望同学们珍惜
和感恩这一切，在新学年勤学守规，大家能不
能做到？”

师生们齐声答道：“能做到！”
“我刚参加升旗队才几个月的时间，老师

给我们讲了国旗和国徽的含义，我想通过在升
旗队的经历，多了解自己的国家。”9岁的升旗
队队员林咏妍告诉记者，参加开学礼的升旗仪
式有些紧张，但也很兴奋。

10岁的雷诺琛已经加入升旗队两年，他对
步伐、口令和动作熟记于心。“我时刻记着要
爱国旗、护国旗。”他说。

带领升旗队练习的老师邱瑞虹一大早就赶
来了学校。“我们不会参加罢工，我们会在岗
位上坚守，等着孩子们来学校。今天出发前很
多人担心塞车，所以大家都提前超过一小时从
家里出发，保证按时到校。”她说。

“今天，祖国日益强大，是我们强有力的
后盾和支撑，我们才能在香港安居乐业。希望孩
子们努力学习，这样才会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黄锦良说。

新学年 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飘扬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温
馨） 针对近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
级代表莫盖里尼发表的涉港不当言
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日表示，希
望欧方明辨是非，理解和支持香港特
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维护香港法治
和繁荣稳定。

据报道，莫盖里尼日前称，香港
局势发展非常令人担忧。对此，耿爽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在香
港发生的示威游行活动完全超出集

会、游行、示威自由的范畴，已经演
化为极端暴力行为，严重挑战了香港
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威胁到香港市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严重触碰了

“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如此严重
的暴力违法罪行，如果发生在欧洲，
相信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政府都不会坐
视不理。

“希望欧方明辨是非，理解和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维护
香港法治和繁荣稳定。”他说。

外交部回应欧盟涉港表态：

希 望 欧 方 明 辨 是 非

新华社澳门9月2日电（记者郭
鑫） 2日出版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
报》 刊登了特区终审法院关于第五
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的审核决定，
确认此次选举的总核算结果，公布
贺一诚当选为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
官人选。

澳门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选举已
于8月25日举行，贺一诚作为唯一候
选人获得 392票，得票率达 98%，当

选为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按照
法律程序，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总
核算委员会须向澳门特区终审法院递
交总核算结果，由终审法院作出确定
裁判。8月27日，特区终审法院院长
对选举结果进行了确认。

根据澳门基本法，澳门特区行政
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行政长
官选举委员会依法选出，由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任期五年。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公布
贺一诚当选为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新华社广州9月2日电（记者周颖） 2日早
上，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图书馆前广场，19岁
的大二学生杨莹婷与其他近 2000名师生一起，
迎来新学期的第一场升旗仪式！

“敬礼！”口令声响起，伴随着《义勇军进
行曲》，鲜艳的国旗飘向天空。在场师生神情
肃立，高唱国歌，注视着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站在国旗下，身着国旗护卫队礼服的杨莹
婷站姿挺拔、目光坚定。开学后的每个星期
一，这位来自香港的姑娘，都会和队友完成这
样一次平凡而又神圣的升旗仪式。

“这里面融入了我的付出和爱，有我对国
旗的激情和责任。”升旗仪式结束后，这位个
子瘦瘦、皮肤黝黑的女生跟记者分享了自己与

国旗的故事。
出生于 2000 年的杨莹婷，在香港读完小

学、中学后，来到内地就读高中，并通过联招
考入暨南大学法学院。大一的时候，面对新的
环境，她也曾迷茫自己的人生方向。在一次社
团招新活动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映入她的
眼帘，也从此走进她的生活。

“在众多展位中，学校国旗护卫队展位上的
五星红旗非常醒目，一眼就看到了。当时，我就
觉得很亲切，产生了景仰之情。”杨莹婷说。

经过几个月的站军姿、齐步走、正步走训
练考核，杨莹婷正式成为暨南大学国旗护卫队
的一员。

杨莹婷说，这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的练

习并不容易。“要站在台阶上练军姿，脚后跟
不能落地。齐步走、正步走，也必须与队友配
合保持一致。”

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有另一场升旗仪式。当
天，在升旗过程中，天空突然下起瓢泼大雨，然
而在场的几百位老师、学生，无一离场。“大家淋
着雨，唱着国歌，看着国旗在大雨中升至旗杆顶
点。当时，我就忍不住流泪了。看到大家对国旗
的尊重和守护，我非常自豪自己做的事。”

在担任护旗手这一年时间，杨莹婷说，在
看似单一枯燥的训练中，她变得更加坚定了，

“国旗传递的是一种不忘本的精神和力量。无
论何时，身在何地，当我望向五星红旗时，就
觉得自己不会迷失方向”。

“望向国旗，就不会迷失方向”
——一名香港女大学生的“护旗”故事

“望向国旗，就不会迷失方向”
——一名香港女大学生的“护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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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深圳9月2日电（记者李
晓玲） 又到开学季，深圳口岸迎来大
批深港跨境学童。深圳边检总站采取
多项服务措施，确保学童出入境安全
顺畅。

在跨境走读学童通关人数较多
的深圳湾口岸，短短一个小时内就
有七八千名学童通关。深圳湾边检
站及时开启专用人工验放通道，组
织专人引带学童前往，确保学童安
全快速通关。

深港跨境学童是深圳口岸出入境
旅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香港回归
后，“跨境学童”这一特殊群体人数
不断增加，由最初的数百人增至目前
的3万多人。他们大多居于深圳、拥
有香港户籍，每天经由各个口岸过境
到香港上学。

目前，深港跨境学童出入境主要
集中在罗湖、皇岗、福田、深圳湾、
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为确保深港

跨境学童出入境安全顺畅，深圳边检
总站先后推出“深港跨境学童专用通
道”“深港跨境学童免下车查验”等
服务举措；在相关口岸设置“学童候
检区域”“学童集合点”，安排专人进
行候检引导和通关查验；创新科技应
用，研发启用电子标签查验和“掌上
通”移动终端免下车查验等模式，提
升查验效率，优化通关手续，缩短学
童通关候检时间，每名学童的通关时
间仅需几秒钟。

在新学期来临之际，罗湖边检
站对学童专用查验通道以及查验系
统进行全面维护升级，为学童快速
通关提供技术保障。皇岗边检站在
皇岗、福田口岸出入境双方向设置
出入境自助查验信息采集中心，方
便新学期跨境学童办理自助通关手
续。沙头角边检站每天安排专人为
学童办理信息备案采集，确保零散学
童随到随采。

本报香港9月2日电（记者张庆
波） 香港特区政府2日举行跨部门记
者会指出，过去两日暴力分子非法集
结，违法暴力行为不断扩散升级并且
带有恐怖性质，罔顾法纪、无法无
天，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和香
港法治。特区政府对此予以最严厉谴
责，全力支持警队果断严正执法，把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
示，暴力分子严重破坏香港社会安宁
和秩序，罔顾公众安全。暴力分子拆
下国旗并烧毁的行为，更是挑战国家
权威、冲击“一国两制”底线，对此
绝对不能容忍。社会各界应该与暴力
划清界限。他表示，止暴制乱、恢复
秩序是当务之急。特区政府正积极探
讨建立多元化、广泛的对话平台，通
过坦诚、认真的沟通和对话，聆听市
民心声，化解矛盾，为香港目前困局
寻出路，让香港重回正轨。

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指
出，过去两日暴力分子在立法会、政
府总部、港铁和机场等各处再次大肆

破坏，毁坏公共设施，纵火、堵路，
导致交通瘫痪，阻碍机场运作，暴力
程度、危险程度和破坏程度都达到非
常严重的地步。暴力分子目无法纪，与
他们自称的所谓“公义”完全背道而
驰，警方会继续维护法纪，严正追究。

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
说，过去两日暴力分子在 47 个车站
恶意破坏，使香港铁路设施遭到史无
前例地损毁，既威胁广大乘客和港铁
前线人员的人身安全，也严重影响铁
路安全运作，对香港经济造成伤害。暴
徒行为野蛮、极度危险，令人愤慨。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
示，感谢学校校长和老师，在开学之
日能坚守岗位，专业处理目前事件并
专心做好教学工作。各学校会特别关
注校园欺凌问题，确保所有学生在安
全、有序的环境下专心学习。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张建宗强
调，特区政府正检视现有法律规定以
尽快止暴制乱，目的是帮助香港真正
恢复法治环境。相关工作从香港实际
情况出发，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归。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

最严厉谴责违法暴力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跨部门记者会

最严厉谴责违法暴力行为

本报香港 9月 2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警方2日下午举行记者会时
通报，从 6月 9日至今，警方在处理
一连串公然违法、极端暴力和肆意破
坏社会安宁的冲突中，已累计拘捕
1117 人 ， 涉 嫌 干 犯 非 法 集 结 、 袭
警、暴动、刑事毁坏、伤人、藏有攻
击性武器等严重罪行，其中多人已被
检控。警方强调，以“表达诉求”等
借口合理化暴徒恶行等同纵容，警方
必定恪尽职守，严正执法，尽快令香
港回复正轨。

警务处助理处长 （行动） 麦展豪
表示，在过去的一个周末，香港再次
经历浩劫，暴徒的破坏行为如瘟疫般
蔓延，已完全失去理性。他展示了多
组现场照片及录像说，暴徒于8月31
日在港、九、新界多区投掷约100枚

汽油弹，其中湾仔轩尼诗道一带燃起
熊熊烈火，更传出数次爆炸声，严重
危及附近酒店及民居；暴徒如今使用
的汽油弹燃烧更持久、激烈，如果有
人不幸被扔中，后果不堪设想。

麦展豪直斥暴徒所为与口中“公
义”毫无关系，只是单纯地破坏香港
社会秩序，包括恶意损毁公共设施、
违法堵路、肆意纵火，甚至追打无辜
市民等，其暴行毫无底线，完全罔顾
公众安全。

麦展豪表示，非法暴力分子的
暴 力 行 为 不 断 升 级 ， 暴 徒 借 “ 勇
武”之名骑劫社会公义，正将香港
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重申，警
方严厉谴责暴徒行径，在面对违法
冲击时必将采用相应武力回应，全
力保障社会安宁。

香港警方累计拘捕1117名非法暴力分子
重申必将严正追究违法行为

3万多深港跨境学童开学季安全快捷通关

新华社香港9月2日电（记者方
栋） 住在香港九龙区的小朋友豪仔
今年5岁，还在上幼儿园，前几天他
用蜡笔画了一幅画，送给他心目中
的英雄——香港警察。

在他的画中，警察叔叔高大英
勇，身着蓝色制服，面对任何危险
都无所畏惧，保护着身后的市民，
捍卫着香港的和平安宁。“谢谢警察
叔叔，这几个月你们辛苦了，我们
都支持你！”他用稚嫩的声音说。

豪仔表达了许许多多香港小朋
友的心声。日前，120幅小朋友创作
的绘画被结集成册，由妈妈们陆续
赠送给香港十几个警署。2日，随着
画册送到西区警署的警员手中，第
一批700多本画册全部派送完毕。

这 些 充 满 童 真 的 画 作 线 条 简
单、颜色斑驳，却生动地勾勒出香
港警察形象：有一脚就把坏人踢飞

的“超人”阿 Sir，也有英姿飒爽的
警察阿姨，还有警员受伤、脑袋流
血，两个小朋友手拉手挡在他的身
前保护他。

“亲爱的香港警察，你们辛苦了
……长大以后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守
护香港，我们的家。”小朋友晴晴在
给警察的公开信中写道。

活动组织者香港市民陈女士介
绍，这些都是在上幼稚园或者小学的
小朋友，最小的才两岁，画这些画是为
了感谢香港警队多日来的辛苦付出。

“我们是一群香港妈妈。做妈妈
的，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小朋友能
够平安快乐地长大。近日香港的治
安屡受严峻挑战，多亏有香港警队
对这座城市的倾力守护。”她说。

从 8 月初开始，短短一个星期
内，陈女士和妈妈们就收集到了100
多幅画作。“本来还能有更多，但是

时间有限，最后就限定在 120 幅。”
她说，“小朋友们好开心，画册没有
印出来之前天天念叨，看到画册之
后特别骄傲，还要告诉那些父母是
警察的小伙伴。”

近期，香港暴力事件持续升级。
作为和平秩序的守护者，香港警队奋
战在止暴制乱的第一线，不仅要面对
暴徒的汽油弹和钢珠，还受到不良媒
体的指责和网络上的威胁，警察家人
也一道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很多警察看到小朋友的画之
后，都流眼泪了。我觉得他们最需
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我们做市民
的要让他们知道，香港市民还是坚
定支持他们的。我还鼓励孩子，要
主动和警察的小孩做朋友。”陈女士
说，妈妈们计划再加印300本，送到
更多的警员手中。

陈女士还把小朋友们的画发布

在本地论坛上，很快就被浏览几千
次，收到上百条回帖，许多网友点
赞，并表达对香港警察的支持和感
激。“好感激香港警察，加油，支
持！”“我相信香港警队值得我们市
民信赖及支持！”“这么多月大家都
能看到，阿Sir、Madam，辛苦晒！”

许多人还在社交媒体平台和视
频网站上转发。特区立法会议员何
君尧在微博发帖说：“看到孩子美丽
的图画，也看到孩子真挚的情感，
这就是香港的希望。我们要尽力去
保护好孩子们，不能让黑手染污我
们香港的未来、祖国的花朵。”

“我觉得，这个活动也很有教育
意义。小朋友就像一张白纸，我们
更要在纷乱的环境中教会孩子明辨
是非的能力和最基本的道理，引导
他们形成正确的观念，比如不应该
使用暴力。”陈女士说。

3岁的轩仔一直特别崇拜警察叔
叔，这次画画时也特别用心。他
说，警察是正义的，能赶走坏人，
自己长大之后也要做一名警察，保
护香港的安宁。

小小画作，稚嫩语言，却传达
了最美好的希望。

“阿Sir、Madam，辛苦了！”
——120位小朋友画出对香港警察美好祝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