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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由
▲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的 鑒往知來— —慶祝香港回歸 周年大型主題展 開幕儀式
昨日在會展開幕。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左五）、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右五）等嘉賓
主持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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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一
同參觀場內各
個展區。

▲展覽通過500多張照片和文字資料，
圖文並茂展示香港不同時期的重要歷
史及成就。

林鄭月娥希望參觀者都可親身感受這些珍
▼
貴圖片的魅力，加強對港未來的信心。

香港憑藉國家作最堅強後盾 總可渡過大風大浪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展開幕儀式上的致辭
盧新寧副主任、孫青野副署長、潘雲東副特派員、毛超峰董事長、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的大日子。在這個重要時刻，
我們正好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我首先感謝楊勇社長（《紫荊》雜
誌社長）和紫荊文化集團舉辦今天這個精彩的展覽。
香港的現在，建基於過去，而香港的未來，從現在開始創造。
展覽的設計處處展現了心思，尤其是展示早前徵集香港市民以 「我
與香港」 為題提供圖片的部分，從香港人的眼中，細看鏡頭下香港
的生活點滴，展現香港人的精神面貌，以最 「接地氣」 的方式展現
香港美好的一面。
展覽回顧了香港回歸前的歷史、 「一國兩制」 開創性的構想，
以及香港回歸祖國的懷抱。回歸前後，始終不變的是中央對香港的
重視和支持、對香港同胞的關愛和熱情。從源源不絕供水到香港、
一九九八年金融風暴時挺港、二○○三年沙士後推出一系列惠港政
策，到這兩年多以來抗疫歷程，中央對香港的支援永遠到位，讓香
港人感受至深。
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國家。在國家全力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過去25年取得了驕人的成就。香港享有 「一國兩制」 的獨特優勢

以及高度法治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更是全球最自由和
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也是聯通中外、薈萃東西的亞洲國際都
會。雖然二○一九年出現 「黑暴」 ，令香港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
挑戰，國家安全更受到威脅，但有賴國家制定《香港國安法》，讓
香港社會迅速恢復安定，而其後的完善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
港」 ，讓香港回到 「一國兩制」 的正確軌道。現在是聚焦發展的時
候，國家去年三月公布的《十四五規劃綱要》更為香港長遠發展奠
下重要基礎，除了固有的四個傳統中心，即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以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外，亦首次加入四
個新興領域，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
我在一九八○年加入政府，先後出任20多個工作崗位，五年前
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位女性行政長官。在長達42年的公職生涯
中，我參與籌備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工作，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
的歷史時刻，協助推進香港回歸後的成長與多方面的發展，也經歷
了香港最嚴峻的挑戰。還有不到10天，我就要離任，回顧過去，最
讓我感到安慰的是，儘管風險重重，香港憑藉國家作為最堅強後

盾，總可以渡過大風大浪，實現了今天的平穩局面，為美好的明天
打下堅實的基礎。
展覽題為 「鑒往知來」 ， 「鑒」 是古代的鏡子，從細心觀察過
去，我們可以更準確掌握現在，從用好眼前的機遇，我們就可以開
創美好的未來。只要香港堅守 「一國兩制」 原則，用好香港的獨特
優勢，在 「一帶一路」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及國內、國際
雙循環發展格局發揮 「兩制」 之利，積極作為，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香港必定可以繼續向前邁進，再創佳績，為國家作出新的貢
獻。
這次展覽亦是一場推廣國民教育、培養家國情懷的長期活動。
我知道大會邀請了幾十位中、小學生做導賞員，帶領參觀者一起走
進香港25年的難忘時刻。六天展期後，展覽會走進校園，走進社
區，把香港回歸前後的歷史和發展傳揚下去，在我們的下一代播下
希望的種子。
我希望每一位參觀者都可以通過親身感受這些珍貴圖片的魅
力，加強對香港未來的信心。最後，我祝願在座各位朋友身體健
康。
謝謝大家。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

─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展開幕儀式上的致辭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毛超峰董事長，孫青野副署長，潘雲東
副特派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下午好！再有十天，我們將迎來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喜慶時
刻。這段時間，香港各界紛紛組織各種慶祝活動，街頭的節日氣氛
日漸濃厚。紫荊文化集團今天隆重舉辦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
歸25周年大型主題展」 ，可謂恰逢其時，意義重大。我謹代表中央
政府駐港聯絡辦，對展覽的舉辦表示熱烈祝賀！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
醒劑」 。只有不忘來路，才能走好正路、開闢新路。這次大型主題
展，以500多張珍貴圖片記錄百年香江光影，精彩再現了 「一國兩
制」 從偉大構想變成生動實踐的非凡歷程。一圖勝千言，相信廣大
市民會從這幅歷史長卷中，汲取繼續前行的智慧和力量。我也藉此
機會，分享三點感受。
第一，從歷史中體會香港情懷與民族精神的交匯，有利於提升
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我們不會忘
記，25年前駐港部隊第一次從深圳口岸進入香港，傾盆大雨擋不住
街道兩邊市民的熱情，歡呼聲不絕於耳；我們不會忘記，14年前汶
川地震大災見大愛，立法會48小時內就撥出3.5億元捐款，十八區街
頭的籌款點排起超長人龍，香港社會捐款高達200億港元；我們不

會忘記，2008年北京首次舉辦奧運會，香港不僅參與了奧運聖火傳
遞，還史無前例地協辦了馬術賽事，香江奔湧着強烈的愛國激情和
民族自豪感……相信展覽中一張張生動的圖片，能夠幫助我們尋找
記憶裏的民族根、國家魂，感受香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
領悟 「一國兩制」 的歷史脈絡。
第二，從歷史中感受 「一國兩制」 不斷完善的進程，有利於
堅定道路自信。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從國家民族整體利
益和香港同胞切身利益出發，創造性地提出了 「一國兩制」 偉大
構想。過去25年的歷史經驗證明， 「一國兩制」 是歷史遺留問題
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作為一個前無古人的制度創新， 「一國兩制」 當然需要不斷探
索、持續完善，這正是一項制度永葆生機的活力所在。過去兩年
多，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和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使 「愛國者
治港」 原則得以落實，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步入
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2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排名從去年全球第7位上升至第5
位。 「法與時轉則治」 ，香港穿越陰霾、走出困境的事實，充分
證明只要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 就能不斷彰顯其
制度韌性和蓬勃生命力。

第三，從歷史中認清時代發展的大勢，有利於增強香港走向未
來的信心。對香港經濟發展而言，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的舞台，
「一國兩制」 是最大的優勢。自回歸以來，香港就成為內地吸收外
資的最大來源地和內地最大的境外投資目的地。回望歷史，香港發
展最好的時候，都是與祖國的經濟發展結合最緊的時候，內地的龐
大市場始終是香港經濟發展的廣闊腹地。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
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逆轉，中國要構建新
發展格局、實現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香港擁有的市場化、法治
化、國際化以及人才眾多的特色優勢，至關重要、不可替代。可以
預見，作為聯通內地、連接全球的重要樞紐，香港未來的舞台更為
寬廣、前景更加光明。
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不久前特區政府推出了慶祝香港回歸25
周年主題曲，其中有句歌詞我很喜歡， 「尋夢者啟程起跑線，在這
獅子山下衝線，願這香港同心一起創建」 。站在新的起跑線上，尋
夢者以夢為馬，遠行者整裝待發，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和香港良
政善治開啟新篇，我們將是見證者、也是親歷者，是貢獻者、也是
受益者。相信植根祖國大地的紫荊花會更加絢爛， 「東方之珠」 會
更加璀璨，共同創造歷史的我們，會為今天的奮鬥自豪。
最後，祝願展覽取得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盧新寧表示，對香港經濟
而言，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
舞台， 「一國兩制」 是最大
優勢，內地的龐大市場始終
是香港經濟最為廣闊的腹
地。

盧新寧：香港未來舞台更寬廣前景更光明
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致辭時表示，只有不
忘來路，才能走好正路、開闢新路。這次大型
主題展，以500多張珍貴圖片記錄百年香江光
影，精彩再現了 「一國兩制」 從偉大構想變成
生動實踐的非凡歷程，一圖勝千言，相信廣大
市民會從這幅歷史長卷中，汲取繼續前行的智
慧和力量。她也藉此機會，分享三點感受。
「第一，從歷史中體會香港情懷與民族精
神的交匯，有利於提升國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
感。」 盧新寧表示， 「欲知大道，必先為
史」 。相信展覽中一張張生動的圖片，能夠幫
助我們尋找記憶裏的民族根、國家魂，感受香
港與內地血濃於水的同胞情誼，領悟 「一國兩
制」 的歷史脈絡。

「一國兩制」不斷完善
「第二，從歷史中感受 『一國兩制』 不斷
完善的進程，有利於堅定道路自信。」 盧新寧
指出，過去25年的歷史經驗證明， 「一國兩
制」 是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
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作為一
個前無古人的制度創新， 「一國兩制」 當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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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命運與祖國緊密相連 未來定會譜寫更燦爛篇章

─ 紫荊文化集團董事長毛超峰在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展上的致辭
尊敬的林鄭月娥行政長官、盧新寧副主任、孫青野副署長、潘雲東
副特派員、陳茂波司長、鄭若驊司長，各位嘉賓，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下午好！
值此香港回歸25周年來臨之際，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
25周年大型主題展」 今天開幕。我謹代表主辦機構，對各位嘉賓的
蒞臨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
25年前，香港回歸祖國，洗刷了百年屈辱，「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走上了繁榮穩定的新征程。習近平主席
指出，25年來，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 「一國兩制」 在香港
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中央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的決心從沒有動搖，更不會改變。 「滄海橫流有砥柱，萬山磅礴
看主峰」 ，習近平主席的重要講話，高瞻遠矚，催人奮進，我們堅
信有偉大祖國的堅強後盾，有內地人民的大力支持，有香港同胞的
團結奮鬥，香港的未來必定展現新氣象，譜寫新華章。
今天，我們舉辦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
展」 ，就是從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擷取500多個代表性瞬間，用
圖文並茂的全景化方式立體展示香港發生的滄桑巨變和取得的歷史
性成就，讓大家真實觸摸、深切感受到香港是從哪裏來的、走過哪
些路、將要向哪裏去。

鑒往知來，我們就要看到，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
土，香港的命運從來都與祖國緊密相連。自秦朝設嶺南三郡伊始，
香港就納入中央政權的統轄之下，受中華文明滋潤，被祖國山川滋
養。鴉片戰爭之後，香港被迫與祖國分離，但香港同胞從來都具有
光榮的愛國傳統，始終為救亡圖存、國家統一而奮鬥，在辛亥革
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為中華民族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作
出巨大貢獻。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央政府在十分困難的
情況下，全力保障香港同胞基本生活物資。改革開放後，香港同胞
更是心繫祖國，投資興業，助力國家發展。以 「一國兩制」 偉大構
想為指引，經過同英國的外交談判，中國成功解決了香港問題，百
年遊子終於回到母親懷抱，香港從此走上同祖國共同發展、永不分
離的寬廣道路。
鑒往知來，我們就要看到， 「一國兩制」 的生動實踐取得了舉
世公認的成功，讓我們對 「一國兩制」 道路信心更加堅定。香港回
歸祖國25年來，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央政府依照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對香港實行管治。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繁榮發展，先後推
出多項惠港政策，為香港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25年來，香港經濟
保持平穩發展，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持續鞏固提升。社
會各項事業不斷進步，香港的人均預期壽命連續多年穩居全球榜

首。在剛剛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香港排名從2021年的全
球第7位升至第5位，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回歸以來香
港取得的不凡成就，以雄辯的事實證明， 「一國兩制」 是完全行得
通、辦得到、得人心的。
鑒往知來，我們就要看到，新時代香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壯闊征程，必將迎來更加璀璨光輝的明天。面對近年來香港出現
的複雜變局，中央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港，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新
的征程上，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一帶一路」 倡
議等一系列戰略布局中，都有 「香港角色」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前景更加廣闊。香港只要堅守 「一國」 之本，善用 「兩制」 之
利，發揮自身所長，一定會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發揮更
大作用，創造新的奇跡。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主題展中500餘幅珍貴圖片讓我們縱覽時代風雲，感悟滄桑巨
變。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鑒往知來，我們堅信香港的未
來一定會譜寫出更為生動、更加燦爛的壯麗篇章，演繹出融入國家
事業發展全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華美樂章！
謝謝大家！

要不斷探索、逐步完善，這正是一項制度永葆
生機的活力所在。
她提及，過去兩年多，香港國安法的制定
實施和選舉制度的修改完善，使 「愛國者治
港」 原則得以落實，推動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
重大轉折、步入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洛桑國
際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2022年世界競爭
力年報》中，香港排名從去年全球第7位上升
至第5位。 「法與時轉則治」 ，香港穿越陰
霾、走出困境的事實，充分證明只要按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 就能不斷彰顯其
制度韌性和蓬勃生命力。
「第三，從歷史中認清時代發展的大
勢，有利於增強香港走向未來的信心。」 盧
新寧說，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逆
轉，中國要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更高水平
的對外開放，香港擁有的市場化、法治化、
國際化以及人才眾多的特色優勢，至關重
要、不可替代。可以預見，作為聯通內地、
連接全球的重要樞紐，香港未來的舞台更為
寬廣、前景更加光明。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展

展覽時間

展覽主題

鑒往知︱
來
慶祝香港回歸 周年大型主題展 開幕
香港成就 昭示 一國兩制 強大生命力

責任編輯：劉仁杰
呂俊明
美術編輯：鍾偉畧

2022年6月22日
星期三

2022年6月21日

17：00-19：00

2022年6月22日-25日

10：00-19：00

2022年6月26日

10：00-17：00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新翼HALL 3E展覽廳
一、忍辱負重

二、骨肉情深

三、艱難歷程

四、繁榮穩定

五、再啟新程

六、我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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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紫荊文化集團主辦
的 「鑒往知來─慶祝
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主題
ANNIVERSARY
展」 開幕儀式昨日於香港
會展中心舉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
紫荊文化集團董事長毛超峰擔任主禮嘉賓並致辭。是次展覽自6
月21日至26日展出，通過500多張照片和文字資料，圖文並茂地
全景化立體展示香港發生的滄桑巨變和取得的歷史性成就，昭
示 「一國兩制」 的強大生命力。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只要香港堅守 「一國兩制」 原則，
用好香港的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必定可以
繼續向前邁進，再創佳績，為國家作出新的貢獻。
大公報記者 常彧璠（文） 麥潤田（圖）

慶祝回歸

周年

林鄭：展覽將走進校園社區
林鄭月娥致辭時稱讚展覽設計 「處處展現心思」 ，尤其是展示早前
徵集市民以 「我與香港」 為題提供圖片的部分，從香港人的眼中細看鏡
頭下香港的生活點滴，以最 「接地氣」 的方式展現香港美好的一面。她
又說，自己在42年的公職生涯中，見證了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時刻，也
經歷了香港最嚴峻的挑戰，香港憑藉國家作為最堅強後盾，總可以渡過
大風大浪，實現了今天的平穩局面，為美好的明天打下堅實的基礎。她
認為，只要香港堅守 「一國兩制」 原則，用好香港的獨特優勢，在 「一
帶一路」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以及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發
揮 「兩制」 之利，積極作為，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必定可以繼
續向前邁進，再創佳績，為國家作出新的貢獻。
林鄭月娥指出，這次展覽亦是一場推廣國民教育、培養家國情懷的
長期活動。六天展期後，展覽將走進校園，走進社區，把香港回歸前後
的歷史和發展傳揚下去，在我們的下一代播下希望的種子。她希望每一
位參觀者都可親身感受這些珍貴圖片的魅力，加強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盧新寧致辭表示，對香港經濟而言，國家改革開放是最大舞台，
「一國兩制」 是最大優勢，香港發展最好的時候都是和祖國經濟發展結
合最緊的時候，內地的龐大市場始終是香港經濟最為廣闊的腹地。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逆轉，可以預見，作為聯通內地連接全球
的重要樞紐，香港未來的舞台更為廣闊，前景更加光明。

六大主題 香江巨變呈現眼前
「鑒往知來──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大型
主題展」 共設六部分，從不同的歷史進程與多
樣化的角度為市民呈現香港的滄桑巨變。第一
部分 「忍辱負重」 將英國強佔香港、辛亥革
命、工人運動、抗日戰爭和建立新中國等一系
列革命歷史事件串聯成珠，講述香港的前世今
生。第二部分 「骨肉情深」 以三趟快車、東深
供水、災難時刻內地慷慨賑濟香港、香港愛心
奉獻內地為主軸，描繪內地與香港骨肉之深
情。

市民攝影展 報名踴躍
第三部分 「艱難歷程」 回顧了改革開放、
「一國兩制」 設想、《中英聯合聲明》的簽
署、基本法的誕生、特區成立等激動人心的香

港回歸籌備故事。第四部分 「繁榮穩定」 包含
國家領導人視察香港、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
系、中央惠港挺港、輝煌成就享譽國際等方面
體現 「一國兩制」 的實踐與偉大成就。第五部
分 「再啟新程」 以香港參與 「一帶一路」 、粵
港澳大灣區香港新機遇、 「十四五」 規劃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
展示香港未來發展規劃，藍圖寄望無限機遇。
最後一部分是 「我與香港」 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市民攝影展。活動自今年3月啟動
以來，攝影愛好者報名踴躍，共徵集到2000幅
攝影作品。通過普通市民的鏡頭捕捉難忘瞬
間，盡顯城市人文自然之美，以一般人的視角
訴說香港生動多元的一面，反映香港社會繁榮
穩定和 「一國兩制」 帶來的新氣象、新面貌。

﹁

◀毛超峰表示，
「一國兩制」 的
生動實踐取得了
舉世公認的成
功。

毛超峰：對一國兩制信心更堅定
毛超峰致辭時表示，舉辦是次主題展，是從奔騰不息的歷史長河中
擷取500多個代表性瞬間，用圖文並茂的全景化方式立體展示香港發生的
滄桑巨變和取得的歷史性成就，讓大家真實觸摸、深切感受到香港 「從
哪裏來、走過哪些路、將要向哪裏去」 。他說，鑒往知來，就應看到香
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香港的命運從來都與祖國緊密相連；
「一國兩制」 的生動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應對 「一國兩制」 道
路信心更加堅定；同時，新時代香港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闊征
程，必將迎來更加璀璨光輝的明天。
開幕儀式上，擔任主禮嘉賓的還有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孫青野、
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潘雲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紫荊文化集團總經理文宏武，共計120多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
出席。主禮嘉賓們一同點亮大屏幕上的紫荊花圖案，標誌展覽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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