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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20年習主席視察香港

主席視察感動港人
習近平視察香港
三日主要行程

6月29日

習主席29日率領中央代表團來港視察，在49
個小時裏出席了20場活動，行程密集，內容豐富
，在香港社會引發熱烈的反響。 「香港一直牽動
我的心。」習近平抵港時說，這麼溫暖的一句話
，瞬間感動了萬千港人。
在港三日行程中，習近平主席出席了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以及香港特區政
府歡迎晚宴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文藝晚會
；分別會見了董建華、梁振英、林鄭月娥，以及
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和香港社
會各界代表人士，看望了中央駐港機構和主要中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圓滿結束在香港的各項
活動，昨日中午近一時從香港乘專機返回北京。歡送儀式上，香港少年兒童向
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敬獻了鮮花。習近平與前來送行的人員，包括全國政協副
主席董建華、梁振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丈夫林兆波，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等一一握手，並接過
了林鄭月娥致送的紀念相冊。習近平在進入機艙前回身向歡送隊伍揮
手道別。
大公報記者 朱晉科

中午抵港

49小時20場活動
資機構負責人；檢閱了駐香港部隊；考察了香港
文化建設、青少年教育和重要工程項目，同香港
各界進行了廣泛接觸和交流。
習主席還會見了前來參加慶祝活動的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習主席夫人彭麗媛還
探訪了幼稚園和安老院，與小童和長者們親切交
流。
一系列活動，連場重要講話，親切關懷，語
重心長，習主席抵港時所說的三個目的──
「
祝福」、 「支持」、 「謀劃未來」貫穿始終：
他關心港人的文化生活，期望兩地加強文化

交流與傳播；他關心香港青少年的教育情況，祝
勉港青 「早日成才」；他為港人點讚，引用港人
熟悉的《創造命運》，勉勵大家， 「自信好要緊
，應該放開胸襟，願望定會一切都變真……」
「蘇州過後無艇搭。」在特區政府就職
典禮上，習主席引用這句貼切更親切的香港
俗語，呼籲大家珍惜和抓住機遇，把主
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香港社會各界激情回應，
「我們聽到了，謝謝習主
席！」

主席夫人
高雅大方
【大公報訊】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
察三日，隨行的夫人彭麗媛的衣着裝扮，
成為傳媒關注的另一重點。對時裝品味一
向高雅大方的彭麗媛，三日來公開露面期
間，共穿上五套衣服，由抵港下機，到
在港期間探訪幼稚園、安老院等的親民
活動，以及出席晚宴與文藝晚會的
喜慶聚會，裝扮選擇均恰到好處，
舉手投足流露優雅氣質，滿臉
笑容的親民形象深
入民心。

習近平多場講話中引用的經典名句

下午
●會見梁振英

會見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 會見香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

「 『德厚者流光，業勤者流芳』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二十年的歷程中，你們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負責人

德厚流光
出自《春秋穀梁傳．僖公十五年》，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意指道德品行
敦厚之人影響深遠廣大。

●夫人彭麗媛探訪又一村學校幼稚園
● 視察西九文化區，出席《興建香

●出席梁振英所設的晚宴

6月30日
早上
●檢閱解放軍駐港部隊

6月29日下午
彭麗媛到九龍塘的又一
村學校探訪幼童，與學童親切交談
，不時親吻及擁抱學童。她並向學
校送贈六部多媒體教學機，並
親自給學童送上彩
色畫畫筆。

習
▼近平主席視察西九文化區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訪 港 首 日 ， 於 下 榻
酒店接見行政長官梁振英

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簽署
儀式

6月29日晚

●視察香港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

心暨青少年綜合訓練營
● 夫人彭麗媛探訪黃竹坑東華三

院賽馬會松朗安老綜合中心
下午
● 會見中央駐港機構和主要中

資機構負責人

會見香港各界人士
「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對香港來說，應該關心的不是 『一國兩制』 方針會不會變的問
題，而是怎樣全面準確把 『一國兩制』 方針貫徹落實好，推動香港實現繁榮發展。」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出自《周禮．東官考工記》，意指行動勝於空談，紙上談兵不如有效行動。

●會見董建華

香港特區政府歡迎晚宴

●會見崔世安
●會見香港各界人士
● 出席香港特區政府舉辦的歡

迎晚宴
●出席文藝晚會

7月1日

「前進道路並不平坦，但我們實行 『一國兩制』 的初心不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我們要以 『長
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的信心，以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的恆心，推
動 『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取得更大成就。」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出自唐代詩人李白《行路難》，意指無論道路是何
等的艱難，歧路是何等的紛雜，都應堅信最終將乘
着萬里長風，破浪前進。

大會暨香港特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
●會見林鄭月娥
● 會見香港特區新任行政、立法、

司法機構負責人

6月30日早上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出自唐代詩人劉禹錫《浪淘沙》，意指經過千遍
萬遍的過濾，經歷千辛萬苦，淘金者最終才能去盡
泥沙，淘得真金。

彭麗媛身穿黑色連身長裙，配上灰色襟花點綴，
到香港仔一所安老綜合中心探望長者，
其間用廣東話與老人家
打招呼。

6月29日
中午
習近平主席與
夫人彭麗媛抵港，
二人攜手步出機艙
，彭麗媛身穿一套
直條紋圖案上衣配
卡其色裙子，配襯
米白色手袋
與高跟鞋，
形象清爽大
方。

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

早上
●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在禮賓府出席
晚宴時，彭麗媛換
上棗紅色綉花卉圖
案的旗袍，配同
色系手袋與披巾，
穿黑色高跟鞋，
展現中國女性體
態美與魅力。旗
袍顏色與習近平
的領帶顏色相近
，頗具和諧與呼
應之美感。

「今天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年
禮，正所謂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 。」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出自《詩經．小雅．斯干》，意指在山水間
有翠竹搖曳生姿，有茂密松林在風中舒展。

中午離港

◀習近平主席與夫人圓滿結束在
香港的各項活動，昨日中午
從香港乘專機返回北京

特
▼首 林 鄭 月 娥 （ 右 ） 向 國 家 主 席
習近平致送紀念相冊

●視察港珠澳大橋及機場三跑工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出自《漢書．劉向傳》，意指和睦帶來吉祥和諧，有利於國家和地區繁榮安定，
不和招致災禍，為國民帶來危難。
習近平主席出席《深化粵港澳合
▼
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簽
署儀式

推進大灣
區建設框架協議》簽署儀式

習
▼近 平 主 席 視 察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接線，並觀看展板

● 出席《深化粵港澳合作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香港雖有不錯的家底，但在全球經濟格局深
度調整、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經不起折騰
，經不起內耗。」

6月30日
晚上
出席 「慶祝香港
回歸祖國20周年文藝晚
會」時，彭麗媛換上桃紅色
企領上衣，配襯淺粉紅色
長裙，紅色高跟鞋，甚
為搶眼，十分適合
晚會的喜悅
氣氛。

會見特區新任行政、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
「一是，一寸丹心為報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地方行政區，大家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構的主要成員，無論
是行政機構主要官員，還是立法、司法機構負責人，都要有國家觀念。」
一寸丹心為報國
出自明代詩人于謙的《立春日感懷》，原句是 「一寸丹心圖報國，兩行清淚為思親
。」 意指念念不能忘懷的，是自己志在報效國家的一片熱血丹心。

「二是，為官避事平生恥。『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
治環境十分複雜，這就決定了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
為官避事平生恥
出自金末元初文學家元好問《四哀詩．李欽叔》，原句為 「當官避事平生恥
，視死如歸社稷心。」 即敢於擔當，遇事不躲不退，應是為官的原則和基本
素質。

「三是，上下同欲者勝。幹事創業，團隊精
神必不可少，特別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團隊是一
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上下同欲者勝
出自《孫子兵法．謀攻》。意指只有集體中的所有成員上下一
心，擁有共同的目標和信念，方可取得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