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1 2021年10月2日（星期六）●責任編輯：凌晨曦

最美色彩「中國紅」到處可見

萬人國慶節天安門觀升旗13
祝祖國生日快樂！ 民眾：不忘初心在崗位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北京

日報報道：今年10月1日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在新中國生

日這一天，觀看升旗儀式也成為了

大家對祖國最真摯的祝福。「我愛

你祖國！」「祝祖國生日快樂！」1

日清晨6時許，13萬名來自中國各

地的民眾齊聚天安門廣場，迎着這

一日的第一縷陽光，為祖國慶生。

有在場民眾表示，一代代的革命先

烈用犧牲和奉獻換來了今天美好生

活，自己會不忘初心，謹記使命，

在本職崗位為祖國作一份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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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報道：「十一」黃金
周假期全國內地遊人數估測將達6.5億人
次，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8成以上。根據
攜程、途牛、驢媽媽、同程、去哪兒和飛
豬等平台統計顯示，「十一」期間周邊
遊、紅色旅遊頗為熱門，「微度假」正成
為趨勢，也拉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鐵路預計發送旅客1.27億
今年國慶黃金周運輸期限為9月28日至

10月8日，共計11天。中國國家鐵路集團
有限公司披露，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
1.27 億人次，最高峰日 10 月 1 日預計發
送旅客 1,500 萬人次。
據國鐵集團客運部負責人介紹，從鐵

路 12306 車票預售情況看，今年「 十

一」國慶節日期間「補償式」探親、旅
遊觀光等客流交織，全國鐵路客流預計與
去年同期持平。國慶節前一日全國鐵路發
送旅客1,237萬人次，京津冀、長三角、
珠三角等地出行客流較大。北京、上海、
成都、瀋陽、濟南等地加開動車重聯、加
掛車廂、增加運力。

高速出城高峰節前爆發
9月30日，國慶前夕，全國各地交通壓
力逐漸增大，北京、上海、廣州、西安、
成都、重慶、杭州多地出城高速，車輛排
起長龍，迎來第一波出城高峰。另外，
2021年國慶節假期，全國收費公路繼續對
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車免收通行
費，期間預計粵港澳大灣區高速壓力較

大，其次是長三角地區、成渝地區和京津
冀地區。
同程旅行發布《2021「十一」黃金周旅
行趨勢報告》顯示，基於同程旅行大數據
對今年「十一」黃金周出行市場進行預
測，「十一」假期全國內地遊人數估測將
達6.5億人次，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8成
以上。

熱門目的地北京居首位
數據顯示，「十一」假期最受歡迎的內
地遊目的地主要有北京、盤錦、成都、三
亞、蘭州、麗江、青島、呼和浩特、蘇
州、西安。在環球影城溢出效應與輻射效
應的充分帶動下，北京位居今年國慶內地
遊熱門城市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
社報道，10月1日，香
港特區政府舉行升旗
儀式和酒會，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
周年。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圖）表
示，今年的國慶對香港

來說別具意義，香港在香港
國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雙重

保障下，真正踏上「一國兩制」的正確軌道，可
以說是比回歸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具備發揮「一
國兩制」獨特優勢的條件。

維護國家主權港人機會更多
升旗儀式上午8時在金紫荊廣場舉行。當日清

晨，在樂隊演奏的《歌唱祖國》的旋律中，儀仗隊
和護旗隊以中式步操進入金紫荊廣場。8時整，在
莊嚴的國歌聲中，鮮的五星紅旗和香港特區區旗

在金紫荊廣場冉冉升起。懸掛着國旗和區旗的特區
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飛過維多利亞港上空，消防
處船隻在海面噴灑著水花敬禮駛過。
升旗儀式結束後，觀禮嘉賓移步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內出席國慶酒會。林鄭月娥在酒會上致辭表
示，香港是國家4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的參與
者、貢獻者，也是受惠者。大量香港企業在內地
投資興業，成就了如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
貿、航運中心的地位，亦為香港專業服務開拓廣
闊空間。現在，香港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
只要大家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確保「愛國者治港」，港企、港商、港人在內地
發展的機會和空間只會更多，為香港經濟注入更
大動力，為香港青年人帶來更多元的發展。
她還表示，在慶祝國慶的日子，應更深刻體會

到中央對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和對香港同胞
一如既往的關懷；應以維護國家安全和確保「愛
國者治港」的堅定立場作出令國家安心的回應。
祝願國家繁榮富強，香港和諧穩定。

林鄭月娥：港真正踏上「一國兩制」正確軌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10 月 1 日上
午，澳門特區政府在
金蓮花廣場舉行升旗
儀式，慶祝中華人民
共和國成立72周年。
在之後的國慶酒會上，
行政長官賀一誠（圖）

致辭時表示，澳門特區一定
牢記使命，把握機遇，不負中央厚望，與廣東省
一道，切實做好合作開發橫琴這篇文章。

合作區為澳注入新動能
賀一誠指出，歷史和現實證明，祖國是澳門繁
榮穩定的堅強後盾，是推動澳門發展的不竭動力
源泉。澳門特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不斷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
機制，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澳」根本原則。
9月5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
案》正式出台。賀一誠強調，建設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是中央支持澳門發展的重大舉措，為具
有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注入了新
動能，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提供了新
空間、創造了新機遇。有利於增進澳門廣大居民
的民生福祉，有利於澳門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賀一誠稱，澳門要繼續把握機遇，積極參與國
家重大發展戰略，不斷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
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交匯點和平台功能，助力國
家全面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風雲激盪的時代大
潮中，澳門將與國家同發展、共繁榮，創造更加
美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國慶節來
臨，到處可見的『中國紅』，是最美的色
彩。」9月26日，微博網友「辛迪」晒出
一張甘肅省蘭州市街頭掛滿國旗的照片，
一面面鮮艷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成為一
道道靚麗的風景線。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全
國各地喜迎國慶的氣氛濃厚，大街小巷國
旗飄揚，既扮靚了城市的街頭巷尾，也烘
託出喜慶的節日氣氛。
在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文化大道，施工
人員將嶄新的國旗逐一掛上路燈燈杆，
「微改造」後的文化大道景觀繪就出美麗
動人的街景。在南昌市多個地鐵站的過道
中，同樣懸掛着不少國旗，令人眼前一
亮。「一走進地鐵站，便看到頭頂紅旗飄
揚，心裏頓時感覺很溫暖。」微博網友
「果果曦」留言說。
喜迎國慶，眾多城市的公交車廂已是「全
線飄紅」。近日，青島城運控股公交集團多
條線路的駕駛員選擇在車廂裏懸掛國旗，並
戴上了印有「我愛你中國」字樣的口罩與白
手套，將節日氛圍帶給更多乘客。

就近度假 大灣區省內遊火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佛

山報道）今年國慶假期，內地依然有部分
地區存在小規模疫情，不少遊客選擇就近
度假。在大灣區珠三角地區，省內遊火
爆，有商家表示，與去年國慶假期相比，
今年居民出行意願更高，為滿足購物消費
需求，國慶期間已經在生產和增加人手方
面做足了準備。
國慶首日，廣東四大名園之一的順德清
暉園，迎來大量珠三角乃至省外的客人，
附近街道如趕集一般，擠滿了人流。這也
帶旺了周邊食肆和商家，其中一些老字號
更是受到消費者的追捧。位於清暉園正門
對面的李禧記是一個清乾隆年間創建的零
食品牌，記者看到，大量客人湧入，工作
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據店長阿珍介紹，中秋和國慶，遊客外
出意願明顯增加。中秋假期期間，店裏的
單日客流量達到4,000多人。為了迎接國
慶消費高峰，工廠開足馬力組織生產，各
品類的產品都有了充足的備貨。據預計，
位於清暉園附近的李禧記旗艦店，進店的
客人將超過3萬人，明顯高於往年同期。

因疫變陣 旅業聚焦「微度假」
香港文匯報訊據第一財經報道，經歷了
今年暑假旺季變淡季後，旅遊業者都將希
望放在了此次「十一」黃金周。今年國慶
出遊有哪些新變化呢？去哪兒大數據研究
院院長蘭翔分析，受到疫情影響，今年的
國慶出行以探親遊和周邊短途遊為主。
同程數據也顯示，「十一」黃金周期
間，周邊短途旅遊需求仍然十分旺盛，休
閒娛樂、動植物園、主題樂園等以短途周
邊遊為主的景區主題熱度排名較高。
正因周邊遊的升溫，使得「微度假」成
為熱詞，更是拉動了產業發展。春秋旅遊
副總經理周衛紅告訴記者，春秋通過提前
進行客群細分、針對性研發和組織產品、
以多種形式提前展開銷售等手段，為今年
的國慶假日旅遊爭取到客源，這也是疫情
常態化防空機制下，安全第一，且旅行社
求生存、求變的結果。
「微度假成為新概念，上海近郊的度假村
和度假酒店，已成為親子、家庭出遊客群的
最優選擇之一，青浦、松江、寶山等地的親
子和家庭酒店套餐都很受歡迎。」周衛紅
說。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小小的身
影，大大的書包，曾經節假日裏忙着上補習
班的孩子們，挂着疲憊的眼神、邁着沉重的
腳步……而「雙減」後首個國慶假期，記者
發現這些已悄然改變，各地正發揮體育獨特
的育人功能，孩子們動起來了，家長們臉上
的焦慮少了、從容多了。
10月1日，江西省萍鄉市上栗縣彭高中學
九年級學生鄧歌，一早就在學校體育場裏和
小夥伴們訓練4X100米接力短跑。假期後，
他們將參加全縣一年一度的中小學生秋季運
動會。
此外，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區袁州學校的
小學生張揚旭宇多了一項「作業」，也多
了一份和父親一起分享的快樂。
「放假前老師在家長群發布了群消息，
孩子節假日鍛煉也不能斷線。」張揚旭宇
的父親張繩贛說，與孩子一起打球、跑
步，輕鬆的氛圍中親子關係更融洽了。
記者走訪多家校外培訓機構教學點，發現
曾經塞滿初中、小學生的教室，如今只有些
孤零零的課桌椅。與此同時，校內作業正在
朝着更有彈性和針對性的方向發展。

「雙減」效應 娃娃們節假動起來

賀一誠：澳門將切實做好合作開發橫琴

天安門廣場格外喜慶，除了「祝福祖國」大
花籃外，還有2萬多盆鮮花裝點的組字

「奮鬥百年路 啟航新征程」。今年是中國共產
黨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站在
「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上，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已經開啟。
國慶節當天1點多天安門廣場開放入場，早在

9月30日晚，已有排隊等候觀看升旗儀式的民
眾。凌晨2點，華燈倒映下的長安街已經十分熱
鬧，來自四面八方的群眾陸續來到天安門廣場周
邊。有的戴着「中國紅」口罩，有的手持小國
旗，還有的在臉上印着國旗的圖案。大家自覺拉
開安全距離，有序排隊等候，安檢入場，一切井
然有序。

主題花籃成打卡地
凌晨5時許，天安門廣場內的民眾越來越多，

許多人圍着主題花籃拍照合影。
此次亮相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以喜慶的

花果籃為主景，籃頂高18米，籃盆直徑12米，
花籃內有向日葵、山丹丹、映山紅、紅梅及祝福
祖國繁榮昌盛的牡丹、康乃馨等花卉。據介紹，
1986年，天安門廣場首次在國慶前建起主題花
壇，自此從未間斷。

首次觀禮難掩激動
來自河南新鄉、今年12歲的張雲銘和爸爸媽

媽站在第一排，他們戴着專門買的「我愛你中
國」圖案口罩。全家人前一晚10點多到的北
京，第一站就直奔天安門，凌晨1點多到了天安
門附近，為的就是能夠佔一個好位置，離國旗近
些、再近些。「以前在電視上看過，這是第一次

近距離感受，肯定會很壯觀激動，現在一點兒都
不睏。」張雲銘臉上難掩激動。
除了全家一起出動看升旗的，還有不少高校
學生集體前往。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生院博一學
生王心睿和同學們晚上9點就從學校出發，他
說，一代代的革命先烈用犧牲和奉獻換來了今天
的美好生活，作為青年代表，自己會不忘初心，
謹記使命，畢業後在本職崗位為祖國作一份貢
獻。

96人方隊護旗而出
6時06分，升國旗儀式正式開始。10月1日的
國慶升旗儀式比日常規模更大，也更加莊重，平
時66人組成的護旗方隊增加到96人。儀式開始
時，在天安門城樓上會有解放軍軍樂團的8名禮
號手吹響升旗號角。
三軍儀仗隊護旗而出，國旗護衛隊隊員邁着
雄健的步伐，穿過金水橋。隨着一聲「正步走」
的口令，96名三軍儀仗隊護旗編隊隊員以鏗鏘
有力的正步步伐走向廣場。6時10分，「向國
旗——敬禮！」伴隨着響亮的口令，護旗隊員
和禮兵行禮，解放軍軍樂團奏響《義勇軍進行
曲》，升旗手高高揚起國旗。
鮮的五星紅旗在晨曦中迎風招展，在莊嚴
的國歌聲中緩緩升起。「我愛你，中國！」「祝
祖國生日快樂！」天安門廣場上響起了歡呼聲，
祝福新中國生日快樂。

●●1010月月11日清晨日清晨，，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民眾在天安門廣場慶祝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民共和國成立7272周年周年。。 新華社新華社

●●1010月月11日日，，旅客在貴陽北站候車大廳候車旅客在貴陽北站候車大廳候車。。當當
日是日是20212021年國慶假期第一天年國慶假期第一天，，貴陽北站迎來客流貴陽北站迎來客流
高峰高峰。。 中新社中新社

●●在北京在北京，，小街的商戶門口懸掛國小街的商戶門口懸掛國
旗慶祝國慶旗慶祝國慶。。 中新社中新社

●●在香港在香港，，參加慶祝國慶巴士巡遊參加慶祝國慶巴士巡遊
人們揮動國旗和特區區旗人們揮動國旗和特區區旗。。 新華社新華社

●●廣西北海僑港鎮舉辦廣西北海僑港鎮舉辦「「國慶團圓國慶團圓
面面歸僑愛國情歸僑愛國情」」活動活動，，歸僑歸僑、、僑眷僑眷
共同品嚐共同品嚐「「國慶面國慶面」。」。 中新社中新社

●●1010月月11日清晨日清晨，，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在北京天隆重的升國旗儀式在北京天
安門廣場舉行安門廣場舉行。。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