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大公報記者 孫 志

去年正值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首次以
國家元首身份視察香港的習近平主席甫一踏入
香港土地，即真情流露：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
着我的心」 。此後一年間，從十九大報告涉港
篇幅呈現歷屆之最，到高度關注粵港澳大灣區
；再到親筆給港少年警訊回信，批示支持港科
技界為國家創新發展作貢獻……習近平對香港
事務高密度的關懷，表達香港不僅在國家發展
大局中權重定位日增，且佔據習主席內心重要
的分量。

習近平引領香港與祖國同發展
謀劃新時代一國兩制事業 支持融入灣區科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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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30日，習近平考察香港 「少
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暨青少年綜合訓練
營，看望正在訓練的青少年，深情寄語：
你們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要把握歷史機
遇，選擇正確道路，報效香港和國家。 「
去年習主席在蒞港的49個小時20場活動中
，10多次專門談到了青年和青年工作。」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回憶。

十九大報告強調，堅持愛國者為主體
的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發展壯
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
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王志民對此解
讀，必須旗幟鮮明地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
量，旗幟鮮明地加強對全社會特別是青少

年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的教育、宣傳、培
養與傳承，打造與 「一國兩制」相適應的
主流社會意識形態。

長期從事過青年工作的王志民還留意
到這樣一個細節： 「今年元旦前夕，習主
席發表新年賀詞時，在辦公室的書架上就
擺放着與 『少年警訊』成員們的合影」，
凸顯港青少年在習近平心目中的位置。

今年 「兩會」政協報告也呼應十九大
報告指出： 「深做細做港澳青少年工作」
。而粵港澳大灣區也將為香港青年帶來
巨大發展機遇，港青由此 「北望內地」
蔚然成風，一些香港年輕人已自稱 「灣
區人」。

習近平十分關心香港文化事業發展。
去年6月29日抵港當天，他便前往西九文化
區考察，見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和故宮博
物院簽署《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
協議》。 「讓收藏在禁宮裏的文物、陳列
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裏的文
字都活起來。」習近平曾就文物工作做出
指示。

隨着近年故宮博物院與香港特區交流
機制的提升，故宮近年在港也成為名副其
實的 「網紅」。2018年5月28日，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動工，將可長期、全面和深入
地展示故宮文化珍藏，利用豐富多媒體、

文創等手段展示，令到香港同胞領略到中
華文化精華。特別是加深香港青年對祖國
歷史文化的了解和認同，令他們擁有 「根
」的概念。有媒體評論指出，將在5年後落
成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文化符號，
集聚中華藝術之精髓；也是情誼象徵，彰
顯國家對香港的眷顧。

據文化部統計，十八大以來，內地與
香港文化交流豐富多彩，項目年均交流達
到750項、1萬人次，較回歸初期增長了一
倍。交流不但增進了內地與香港青少年的
互動與情感融合，也為中華文化在港傳承
弘揚打下堅實基礎。

有心的記者記述，習近平主席去年出
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在致辭時
，九次深情呼喚 「同胞們」。

2018新年賀詞和新春團拜會致辭，他
兩次再向 「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表達祝
福。春節前夕，更是十天內三度就香港同
胞的重要事務做出指示批示回信。這些
無不飽含習近平對於香港同胞的深情厚
意。

2018年2月6日凌晨，被譽為 「香江國
寶」 「一代國學大師」的饒宗頤先生去世
，享年101歲。習近平立即指示中聯辦負責
人轉達對饒老逝世的悼念和對家屬的慰問
。饒宗頤與季羨林並稱 「南饒北季」，金
庸曾讚譽，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
沙漠；學術界尊他為 「整個亞洲文化的驕
傲」。習近平對 「香江國寶」饒宗頤的致
哀，也是其對香港文化界對於祖國向心力
的高度首肯。

2月10日，香港新界大埔公路發生重大
交通事故，習近平第一時間了解有關傷亡
和救助情況，並指示中聯辦負責人向特區
政府轉達對事故遇難者的哀悼、對遇難者
家屬及受傷者的親切慰問。中央還 「特例
」批准特區政府總部降半旗誌哀。

2月14日，習近平親自給香港 「少年警
訊」成員回信。有香港青年領袖感慨地說
，這是總書記 「情牽」港青少年，並為香
港青少年工作帶來清晰的引領與啟示。

同胞冷暖 繫於心間

中華文化 在港弘揚關懷青年 語重心長

•事實證明， 「一國
兩制」 是解決歷史遺
留的香港、澳門問題
的最佳方案，也是香
港、澳門回歸後保持
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
制度。
─2017年10月18
日，十九大報告涉港
部分

•堅持愛國者為主體
的 「港人治港」 、 「
澳人治澳」 ，發展壯
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
，增強香港、澳門同
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
精神。
─2017年10月18
日，十九大報告涉港
部分

•在香港成功推進 「
一國兩制」 事業，關
鍵是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 「港
人治港」 、高度自治
的方針，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
─2017年12月15
日，會見赴京述職的
香港特首林政月娥

•我在中共十九大報
告中提出，要支持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這為香港發展指明
了方向，也是香港與
內地優勢互補、合作
共贏的必然選擇。
─2017年12月15
日，會見赴京述職的
香港特首林政月娥

•祖國和香港的未來
寄託在年輕一代身上
。希望你們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多學點
歷史，多了解點國情
，開闊視野，增長見
識，錘煉本領，早日
成才，以實際行動服
務香港、報效國家。
─2018年2月14日
，給香港少年警訊的
回信

•促進香港同內地加
強科技合作，支持香
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發揮內地和香
港各自的科技優勢，
為香港和內地經濟發
展、民生改善作出貢
獻，是在香港實行 「
一國兩制」 的題中應
有之義。
─2018年5月14日
，對24位在港兩院
院院士來信作出重要
指示

（記者孫志整理）

◀習近平視察香港時
出席《興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
》簽署儀式，並同現
場演唱粵劇選段的兩
名兒童親切交談

資料圖片

▲201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香港。這是習近平和夫人
彭麗媛在機場向歡迎的人群致意 資料圖片

▲2017年6月30日，習近平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歡迎晚宴並發表重要講話 資料圖片

▲習近平聽取西九文化區規劃和香港故
宮選址建設等情況的介紹 資料圖片

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用歷次黨代會
報告中着墨最多、分量最重的三個部分
的篇幅論述 「一國兩制」事業和港澳工
作，首次把堅持 「一國兩制」和推進祖
國統一列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這其實是在頂層
設計上確立了新時代 「一國兩制」事業
的新定位新要求。

指明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方向
十年前，2007年11月的中共十七大

之後，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接任中央
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2008年7月，
習近平到中央工作後首次訪港，表達了
中央對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關注
，重申了中央對香港發展前景的堅定信
心，並考察北京奧運會、殘奧會馬術比
賽籌辦情況，深入體察民情、關注民生
。在主管港澳事務期間，他積極推動內

地與港澳經濟合作，制定實施了許多有
利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的重要舉措。

而十九大報告涉港部分進一步體現
了習氏對港戰略思維。報告指出 「一國
兩制」是解決港澳問題的最佳方案，是
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並同時將 「一國兩制」作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部分。

十九大報告還強調： 「必須把維護
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
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起來，確保 『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這些體現規律性的重要
論述，為按照 「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進一步指明了原則方向
和實踐要求。

「融入」是十九大報告涉港部分的
關鍵詞。報告明確提出 「支持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
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互利合作……
」有香港問題學者指出，這體現了中央
通過 「融入」發展解決問題，推動香港
共襄祖國發展紅利、經濟轉型升級，其
目的是進一步激發香港經濟發展潛力。

灣區倡議「一分部署九分落實」
習近平始終心繫香港發展和香港同

胞的利益福祉。他時隔九年再度踏上香
港土地時說： 「期待着親身感受香港這
些年的新變化」。三個月後，習近平會
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時亦重申：我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
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
為香港發展指明了方向，也是香港與內
地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必然選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寫入2018年 「兩

會」政府工作報告，成為 「兩會」熱詞
，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去年7月1
日，《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
設框架協議》在港簽署，習近平出席簽
署儀式。今年 「兩會」，習近平在參加
廣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抓住建設粵港
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
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
城市群。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這個習
近平治國理政的關鍵詞，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中得到充分體現。《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即將揭曉了，國家發
改委主任何立峰表示，下一步將加快編
製產業發展、交通、生態環境等方面的
專項規劃。香港特區政府亦不斷熱絡響
應中央政府的灣區倡議，林鄭月娥更樂
觀指出： 「粵港澳大灣區要成為比硅谷
還大的國際級創新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