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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喜的日子。一個成立
於百年前的政黨，從成立之日僅有50多名黨員，發展成為
了今天擁有超過9000萬名黨員、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只
要翻開中國近代史，就能看到中國共產黨於國家貧弱、外
國霸權肆意入侵、民族危亡之際，帶領中華兒女，不怕犠

牲、英勇奮鬥，追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寫下了波瀾壯闊的篇
章。今日在慶祝建黨100周年的大日子，我們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決策
部署上來，奮發有為、不懈進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應有貢獻。
一個成立於百年前的政黨，成立之初連開會地點也因遭到軍警搜捕而要改
到船上舉行，條件可謂是極其困難，然而，經過百年艱苦卓絕、不屈不撓的
奮鬥，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成為領導十四億中國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的核心力量，在國際舞台上也舉足輕重、備受矚目。這一翻天覆地的
變化，既說明了共產黨的領導合潮流、得人心，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能
夠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完善自我；不斷提升治黨治國理政水平，才能夠經得
起時間考驗，做到與時俱進、立於不敗之地，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愛
戴。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七一勛章頒授大會講話中所指出，人民就是江山、江
山就是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血肉相連、榮辱與共，是一個偉大、光榮和
正確的政黨。
多年來，人們經常聽到一句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既是事實
和真話，對於香港同胞來說，還應加上一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一國兩
制」，就沒有香港的今日和明天。事實上，香港的歷史和祖國的聯繫從未中斷

過，過去一百年來的關係就更為密切。儘管曾經的香港處於英國殖民管治下，
但愛國人士、民族志士一直薪火相傳。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
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展開英勇的對敵鬥爭，今日，西貢烏蛟騰村還有史
跡記錄，其後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工人運動和愛國活動也是在共產黨的領導
下進行，廣泛團結了社會各界和各階層人士，有力維護了香港市民的正當合法
權益。
不僅如此，在經濟和民生方面，香港直接、間接受益於國家經濟發展和改革

開放的「紅利」，我們應該清楚的看到，國家一切發展變化離不開共產黨的領
導，在香港歷次遭遇災害的困難時刻，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旱災到眼前的抗
疫，祖國都及時伸出援手，幫助香港同胞解決燃眉之急，這裏面也都充分體現
了中央的關懷愛護之情。
在歡慶百年黨慶的時刻，香港社會正步入由亂及治，實施國安法和「愛國者

治港」基本原則，令曾經喧囂一時的反中亂港勢力被依法懲處，正氣上揚、大
快人心。香港要轉危為安，單靠自身力量難以做到，香港要從新出發、再創輝
煌，必須投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去，就更離不開黨中央和國家的支持與領導。
百年黨慶，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共產黨是包括七百萬香港同胞在內的十四億中

國人民最可靠的、唯一的領導力量，愛國就必須支持和擁護共產黨，這是已經
經過一百年時間考驗和無數事實證明的真理。香港有極少數反中亂港分子鼓吹
「愛國不愛黨」的謬論，完全是割裂歷史、無視事實的謊言，是完全站不住腳
的。香港同胞和特區政府應視百年黨慶為一重大契機，講好「共產黨好、國家
好、香港好」的故事，把「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貫徹下去，抓緊機遇、貢獻國
家、再創輝煌！

齊賀建黨百年 共建美好明天

「中國共產黨無疑是過去100年中最成功的政黨。」這話
出自英國學者馬克．雅丁的口中。回望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
成立時，正是中國的多事之秋。建黨初期黨內對於未來的施政
方向還未達成共識。隨着多次的試驗與失敗，黨內逐漸形成了
初步的共識，更在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後迎來新的契機。

抗日戰爭中的各種戰役使共產黨聲名大噪，再加上當時的國民黨內部政權腐敗，
勇於內戰卻怯於外戰，使得當時的民眾漸漸轉向了紀律嚴明的共產黨。中國共產
黨成為了千千萬萬民眾們的眾望所歸。
新中國成立後結束了數十年的戰爭，但面對國力積弱及經濟積弱等狀況，推
動經濟民生發展對共產黨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1957年到1976年這20
年間推動了一些運動，在現在看來是錯誤且帶來不少損失的，也確實是有些許
矯枉過正，而迫於當時的環境，改革無疑是燃眉之急，直到現在還有些人及香
港反對派一直抓着這段歷史加以批判；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
善莫大焉」，共產黨在認識自身的錯誤後，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迅速調整了
治國的方針。以專業、經驗及科學的主義堅持改革開放。如今中國的經濟在改
革開放後已然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誰曾想在短短的40年間，1978年國
內人均生產總值才229美元，而今的人均生產總值已達到一萬美元。
再看中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疫情最為嚴峻的時期，10天就完成了900

萬人的核酸採樣；僅用了兩星期便建成了火神山醫院、雷神山及方艙醫院，其中
國速度堪稱為世界奇跡。反觀世界各地，又有哪個政黨可以帶領其國家或地區做
到？回顧中國共產黨這一百年對於中國來說，毫無疑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
洗過往國人所受的屈辱。中國共產黨正帶領着中國人民走向一個國家富強、民族

振興和人民幸福的新境界。
2013年黨中央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及「一帶一路」建設。回

歸祖國24年的香港，作為中國內地與世界接軌的國際樞紐，是國家「一帶一路」
發展策略的重要一員，同時香港也被納入了粵港澳大灣區，對國家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和堅持改革開放肩負重大意義。為了便利香港青年到內地生活、就學、創業
及就業，黨中央也是推出了許多香港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可見中央從未放棄
香港這個「不聽話的小孩」，反倒是提供了許多機遇給到香港。某些不懷好意的
政客總揪着共產黨的陳年舊事不放來加以攻擊，陳腔濫調的招數，擺着一副正義
凜然的樣子大放厥詞；口口聲聲說為了香港，卻把黨中央給的機遇妖魔化，香港
何以進步？黨中央制定「一國兩制」本是為了讓香港、台灣等地順利過渡回歸，
「一國」和「兩制」的從屬關係，有了前者的前提下，才會有後者的產生，卻被
反對派斷章取義，成了「港獨」的說辭。好在黨中央頒布香港國安法，和堅持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後，香港社會逐漸歸於平靜，重回正軌。過去不會
給現狀帶來新的轉機，把握當下，展望未來才是正道。相信在共產黨的帶領下，
「一國兩制」不僅使香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且在背靠祖國的同時發揮其
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讓香港市民在未來能夠真切感受到「一國兩制」帶來的好
處。香港不應再故步自封，各界應齊心響應黨中央的號召，把握國家重大發展策
略的機會，使香港與祖國的優勢互補，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定能共繪宏大藍
圖，共築美好將來。
在此之際，祝賀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帶領人民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領導祖國變得更加繁榮富強！

淺談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及對香港的展望
黃少康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執行主席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香港回歸祖國
24周年之際，憶昔撫今，感慨萬千。縱有千難
萬險，也動搖不了我們永遠跟黨走的決心，也
阻擋不了我們砥礪前行的腳步；縱有千迴百
轉，香港與祖國命運始終相連。為實現香港與

國家同命運、共發展這一主基調，我們政協委員積極建言獻策，
與廣大愛國同胞共擔風雨攜手向前。
回望百年黨史歷程，篳路藍縷，奠基立業。中國共產黨始終不

忘與人民同呼吸共患難，與香港共命運。從嘉興的南湖，到香江
的遊輪，從井岡山的烽火到香港太平山的紅色基因，到處都能感
受到中國共產黨始終惦念着香港、呼喚着香港、支持着香港、建
設着香港。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香港「一國兩制」的血肉聯
繫。美麗中國的建設包括了香港的建設、發展和繁榮，切實體現
了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根本宗旨和百年未
變的初心。
國安法意義非凡，奠定發展基石。去年以來，中央制定了香港

國安法、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這對國家安全的意義十分重大。
首先，香港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國家安全方面有重要的

地位。國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
全、經濟安全等十六個基本內容。香港需做好國安教育，在下一
代教育上，要從小抓起，在他們價值觀、世界觀形成的黃金時
期，予以正確引導。

第二，國安法有效地維護市民福祉，有效地防範、制止和懲治
各類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同時也彌補了香港立法不足，尤其是
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缺陷。國安法的頒布充分保護絕大多數香
港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所享有的各種權利自由，也充分保障在
香港的外國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在某種程度上，對於香港繁榮穩
定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讓香港的建設和發展走上正軌。
第三，國安法能夠發揮震懾作用，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築

牢維護國家安全的銅墻鐵壁。加上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
國者治港」相關措施的實行，香港一定能與日益強大的祖國共繁
榮同發展。
作為港區政協委員，我堅信香港在新時代新起點，只要我們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以主人翁的精神和姿態積極思考、集思廣益、理
性對話、凝聚共識，就定能找到破解各類經濟、科技發展和新冠
疫情難題的「金鑰匙」，推動香港社會惠風和暢。要把香港出路
放在正確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科學方針上，不斷探
索實現「一國兩制」新路徑，並且善用國家改革開放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重大機遇，把香港的未來跟強大的祖國緊緊連在一起，
充分發揮最大優勢。
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下，祖國

一定能夠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揚帆起航，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
香港應有的貢獻。

永遠跟黨走 譜寫政協使命新篇章
李文俊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

2021年注定是意義非凡的一年，奮鬥「十四五」奮進新征程，
百年紅船到巍峨巨輪，百年大黨風華正茂，百年征程輝煌歲月。從
一艘小小紅船發展成為領航中國行穩致遠的巍巍巨輪，如今，中國
共產黨終於迎來百年華誕。百年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披荊斬棘、

沐風櫛雨，歷經無數艱難險阻、磨難曲折，成功地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站起來、
富起來偉大征程的勝利，用鐵一般的事實證明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經過長期探索和實踐，中國人民已經滿懷信心地走在了
通往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光輝大道上。這一百年，是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百年，同時也是中國飛速發展的一百年。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香港也迎來回歸24周年。回顧過去，香港特別行

政區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都有中央政府挺港的身影，都有國家作為強大的後盾。
過去一年多來，香港社會大局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證明，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
的黨中央是「一國兩制」最堅定的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事實有力證明，「一國
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安排，是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的。祖國不僅是香港抵禦風浪、戰勝挑戰
的最大底氣所在，也是香港繁榮發展的巨大機遇所在。「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沒
有現成的經驗可循，前進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歷經風雨和考驗，面對挑戰和衝擊；不
斷應對和化解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的過程，正是彰顯「一國兩制」強大生命力和
制度韌性的過程。
在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這套「組合拳」的有力保障下，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

各項權利和自由將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香港同胞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享有比歷史
上任何時候都更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憲法和基本法從憲制層面確保了特別行政區
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站在這一重大歷史節點，展望未來，不忘初心、堅定信心，「一國兩制」在香港的

實踐將開啟新的征程。香港社會應凝聚共識，築牢「一國」底線、發揮「兩制」活
力，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共同支持完善選舉制度的舉措，確保香港管治權牢
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香港定能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新征程中闊步前行、
續寫華章。香港必將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定位、扮演更積極角色，香港的明天會更
加燦爛。

百年大黨風華正茂 「一國兩制」穩健前行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東莞社團總會主席

朱李月華

中國共產黨成立於1921年，今年適逢百年大慶。百年
偉業，功在歷史、功在家國、功在人民，值得大書特
書，成就可喜可賀。

近日，在祖國神州大地，慶賀百年黨慶，學習百年黨史的活動遍地開
花、熱鬧非常，這是人民擁護共產黨執政的行動表現，黨史教育更是青
少年必上的一課。百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
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得民心者得天下，歷史和事實都已
證明，共產黨領導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越來越好的生活和一個獨立自
主、日益繁榮富強的國家。今天，所有中國人理應為百年黨慶而感到高
興與自豪。
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香港同胞就已經成為這一歷史洪流的一分
子，直接間接參與到建設黨和國家的事業中去。1949年新中國成立，香港
同胞從此有了「靠山」和「後盾」：「東江之水越山來」從根本上解決了
香港「望天打卦」之苦；專用列車每天三趟定時、定點、定班，風雨無阻
開往香港，運來了源源不絕的糧食、禽畜農副食品，保障了香港同胞的日
常生活所需，從此不必再擔心捱貴米、吃貴肉，更為香港七十年代的經濟
起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優先確保供港食水和物資，幫助香港同胞解決
生活困難，是哪一個政黨的決定？答案就是中國共產黨。
同樣，香港九七回歸，實行「一國兩制」，眾所周知，決策者就是當時
的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堅決收回香港，「不當李鴻章」，是身為共產黨領
導人的豪情壯志與歷史擔當。在「一國」之內實行兩種制度，是共產黨在
政治體制、國家體制上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香港
同胞的深厚情誼。
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將關心和支持香港同胞放在第一位，而香港同

胞也是共產黨領導國家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最大參與者和得益者。百年
黨慶，港人未必人人熱烈慶祝，但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繼續落實「一國兩
制」，則是所有香港市民的共同心願。而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就
是實現香港的同胞心願的最大保證。

百年大黨 造福香港
鄧清河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席 今年適逢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香港回歸祖國24周
年，舉國同慶，意義非凡。特
區政府與香港各界攜手推出一

系列慶祝活動，讓全港市民共享建黨百年華誕暨
香港回歸的榮光與喜悅。筆者期望，廣大香港市
民能夠以此為契機，認真學習黨史、國史，正確
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傳承及弘揚愛國愛
港精神，弘揚家國情懷，共建香港家園。
回顧過往，中國共產黨自誕生至發展壯大的一

百年間，領導堅強有力、持續開拓創新，帶領中
國人民艱苦奮鬥，在一個有着幾千年封建社會歷
史的國家實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把積貧積弱
的落後國家發展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並一躍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過
去一年，國家成功控制新冠疫情，脫貧攻堅取得
全面勝利，最近又成功發射載人飛船，在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各領域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發展成就，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
升，作為中國人與有榮焉。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歷史淵源和密切聯繫，百

年間從未間斷。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東江
縱隊在港抗擊日軍作戰，廣大香港同胞與內地人
民一道，同仇敵愾、抵禦外敵；內戰時期，香港
各界積極作為，在港踴躍參與政治協商及支持中
國共產黨建設新中國的籌備工作；新中國成立後
香港不斷加強與內地經貿往來，各方面都取得長
足發展。香港回歸祖國後，在「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的支持下，香港藉助自己優勢，全力服務於

國家建設和改革開放大局的同時，謀求協同發
展。由此可見，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程中，香
港佔據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過去兩年，香港社會面臨着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央政府及時出手，從國家
層面為香港解決迫切問題、堵塞制度漏洞，始終
堅持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制定實施香港國安
法，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
港」。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年來，迅速止暴制亂、
撥亂反正，社會逐漸恢復穩定，民生經濟不斷改
善，穩住了香港的大局。
香港回歸祖國24年，港人必須認識到，香港特
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須尊
重憲法，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而過往在一些反
中亂港分子的煽動蠱惑下，不少港人特別是香港
年輕一代，對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執政黨知之甚
少，甚至存在不認同和偏差，這是非常危險的。
因此，當前改革和加強黨史教育非常迫切且必
要，今後香港的國情教育應注重學習中國共產黨
的歷史，讓市民更多地認識、擁護、支持中國共
產黨。
筆者堅信，在香港國安法和新的選舉制度下，

香港以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將得以落實，進一步
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廣泛凝聚社會共識，
充分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和國家「十四五」規劃等
為香港帶來的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
時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未來香港的多場選舉，共同
守護「一國兩制」，維護社會長治久安，一起為
香港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賀黨慶講好百年故事 慶回歸共譜香江新篇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佘德聰

今天是中國共產黨迎來
百年華誕的大日子。回首
百年，中國共產黨堅持初
心，奮戰不懈為中國人民

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這百年奮鬥
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緊緊圍繞人民利益制定
長遠的戰略規劃，發揮出強大的凝聚力和良
好高效的治理能力，帶領國家和人民克服各
種難關，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創造了今
日的輝煌成就，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
起來，贏得了中國人民的尊敬和擁戴。我們
祝福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快樂，在未
來的一百年裏，繼續領導國家和人民邁進新
時代、開創新征程。
去年中國共產黨成功打贏疫情防控和脫貧

攻堅兩場非常重要戰役。當全球各國至今依
然未能擺脫疫情的陰霾，中國已經率先防控
疫情，使國內生產總值保持正增長，並在抗
擊疫情中達成脫貧目標，實現人類社會無與
倫比的壯舉。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程是一部接續奮鬥史，

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堅持以人民對美好生活
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回首一百年前，中國
領土飽受世界列強瓜分侵略，中華民族飽經
戰爭磨難，中國共產黨成為了指引中國人民
走向光明和希望的燈塔。在抗日和解放戰爭
中，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浴血奮
戰、淬火成鋼，無數仁人志士前赴後繼抵禦
並戰勝日本侵略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
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
領導人民建設發展，本着堅毅不拔的精神克
服各種考驗，尤其是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進
程中，短短40年間，已令中國躍居成為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社會、文化、體育、
科技等方面都取得舉世矚目的驕人成就。40
年內中國共產黨讓8億人民脫貧，過上了好
日子，中國人民開始富起來了。現在中國共
產黨正向着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前進，將逐
步把國家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讓中國人民真正強起來。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香港、澳門順利回

歸祖國的懷抱。「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
一項偉大的創舉，是國家實現領土完整統一
的必不可少的政策。儘管香港回歸24年來，
當中發展過程中遇到政治和經濟等諸多方面
的挑戰，過去兩年更遭受來自外部勢力的干
擾和破壞，但國家永遠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的堅強後盾。
2017年7月習近平主席視察香港，一下飛

機向港人說「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
心。」目前香港正處於由亂及治的歷史轉捩
點，政府、社會及所有關心香港發展的人，
亦應該以人民為本的初心以及眾志成城的精
神攻堅克難，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實
現香港經濟再度騰飛，同時亦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相信國家好，香
港會更好。

中共堅持初心為人民 港人亦要聚力謀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施清流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
「十四五」開局之年，注定會在中國歷史上
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社會主義事業凝結着
一代代共產黨人的艱苦卓絕和付出奉獻。
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把貧

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迎來了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面對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習
近平總書記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攬全局、應變局、開新局，黨和
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實現歷史性變革，中華民族比歷史
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1997年7月1日，在世界各國的關注下，中國政府對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一國兩制」這一充滿智慧的構想，在香港落地
生根。中國共產黨既是「一國兩制」的創立者，也是堅定的踐
行者。香港回歸後，開啟了與祖國永不分離、共同發展的新局
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為建設好、發
展好香港，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
互利合作，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治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呈現嶄新局面。「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在國安法和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雙重保障下，香港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
轉折。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市民安寧，「一國兩制」生機
勃發。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

種問題的關鍵。在過去的24年中，中央始終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動香港經濟金融穩定
發展，堅定地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促進發展
成果更多惠及香港市民。未來，香港只要抓住機遇，就一定
能夠在參與國家實現宏偉藍圖的進程中分享更多紅利，實現
自身更大發展。
開啟新征程，揚帆再遠航。在國家的發展浪潮中，香港不
能缺席、也不會缺席。中央對香港的真情關愛，祖國對香港
的全力支持，將化為香港各界的前行動力。抓住機遇、積極
行動，香港再出發，前景一定更加光明，與祖國內地同發
展、共繁榮的道路必將越走越寬廣。

奮鬥百年路 開啟新征程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近現代中國歷
史發展新局面的一個開端，從此在中國
共產黨的帶領下，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
前進方向，中國人民有了強大的精神力
量，中國社會的發展有了光明的前景。

正因為有了這個新開端，才能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書寫出
人類發展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創建起「中國
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新國家。
站立起來，更要富強起來。建黨100周年時，全面建成
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向
人民、向歷史作出的莊嚴承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
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的關
鍵一步，是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創造的新的彪炳史冊
的人間奇跡，在中國共產黨奮鬥史、新中國發展史、中華
民族文明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
今年也是香港回歸24周年。1997年7月1日，中國政

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成立。洗去百年屈辱，回歸祖國懷抱，香港開啟了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歷史新紀
元。24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下，香港
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全面發展，香港這顆「東方之珠」
不僅風采依然，而且更加璀璨奪目。「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功，「一國兩制」事業彰顯出強大
生命力。
24年來香港的風雨歷程告訴世人，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辦事，是長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固基石。事實是
最生動的教材，發展是最有力的證明。中華民族是歷經磨
難的民族，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越難越
進，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只要我們在具有
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中「勇當先鋒，敢打頭
陣」，扎實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國
共產黨和國家必定會進一步發展、壯大，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一定會展現出光輝燦爛的前景。

喜迎中共百年華誕 「東方之珠」更加璀璨

歷史長河滾滾向前，大浪淘沙，始見
真金，中國共產黨就是其中一例。中國
共產黨成立百年來，由小到大、從弱至
強，團結帶領人民攻克了一個又一個難
關，從一個初創時只有50多名黨員的政

黨，發展成為擁有90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執政黨，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跡。而其中的關鍵，就在於始終與
人民心心相印、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唯有
站在最廣大人民這一邊，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才能永葆
前進與發展的不竭動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就能看到中國共產黨永葆

活力的緣由。防控中全國3900多萬名黨員及幹部戰鬥在抗
疫一線，1300多萬名黨員參加志願服務，更有近400名黨
員、幹部為保衛人民生命安全獻出了寶貴生命。這是一批
「由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作為共產黨員，常常要以「緊
急時刻、黨員先上」來要求自身，並且「隨時準備為黨和
人民犧牲一切」。這一句在入黨前的誓詞，彰顯出共產黨

人公而忘私、奉獻犧牲的偉大情懷，也正是這種無私的精
神、人格的力量，才能夠凝聚出向心力，讓整個中華民族
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
雖然一直是堅持「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情」，但中國

共產黨人也從來不陷於狹隘、陷於民族主義。要為人類的
命運共同體作出貢獻，這也是他們的使命。放眼全球，很
少有哪個政黨能像中國共產黨一樣，把「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寫
入自己的章程。現如今，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年均貢獻率
接近30%，而中國讓8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對全球減貧貢
獻率超過70%，這都是無可比擬的功績。
現如今，站在歷史新的高度，走在時代的前列，我們有

理由相信，中國共產黨仍舊會繼續勇當舵手，引領航向，
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永遠把人民對美好生活
的嚮往作為奮鬥目標，朝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奮勇前進，從而不斷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一個又一個
勝利，踐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駛向自己偉大的征程。

大浪淘沙 始見真金

百年前，浙江嘉興的一條小船裏，一個肩負歷
史使命、承載民族希望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
黨誕生了。她的成立點燃了黑夜裏的火種，自
此，這點點的星星之火便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愈燒
愈烈，直至呈現燎原之勢，開啟了波瀾壯闊、歷

久彌堅的百年奮鬥史，創造了改天換地、可歌可泣的不朽傳奇。
這艘小船穿過歷史幽暗的隧道，見證了曾經的中國山河破碎、主

權分裂、國弊民窮、備受欺辱。1840年，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
碎了天朝上國的美夢，其後五十載，軟弱的清政府賣地求榮，中國
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至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直至1997年7月1日零
時，香港這個漂泊在外150多年之久的遊子終回祖國母親懷抱。香
港回歸祖國24年間，國家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和政府依法施政，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廣泛
團結香港各界人士，共同維護和促進香港繁榮穩定和發展。香港經
濟社會發展成就舉世矚目，這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
識，也是世界上所有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有識之士的共識。

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方針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創舉，是保障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關鍵。從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反對推
行「國民教育科」、非法「佔中」，到「修例風波」……外部勢力
勾結香港反對派裏應外合，意欲破壞香港穩定，妄圖顛覆國家政
權，嚴重擾亂了香港社會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令絕大多數香港市
民苦不堪言。此時，黨中央果斷出手，堵塞「一國兩制」制度漏
洞，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公布並實行新的選舉制度，確立了「愛
國者治港」的基本原則，是國家從根本制度上幫助香港撥亂反正，
完善法律制度，使得「一國兩制」在良政善治中行穩致遠。香港發
展的最大優勢是背靠祖國。從100多年前的小漁村，到今天的國際
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到成為國家雙向開放的重要橋頭堡，香港
的發展始終與國家的成長、進步密不可分。
今年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也是香港回歸祖國24周

年，更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粵港澳大灣區是「十四五」
規劃中重要的戰略布局，作為大灣區的一員，抓住這一歷史機遇，
實現多元化發展對香港來說正當其時，意義重大。香港要充分發
揮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不負韶華，不辱使命，助力祖國早
日完成百年奮鬥目標，實現共同繁榮。

百年風雨奮鬥路 一心向黨創輝煌

最近，內地上映了一部名為《永遠是
少年》的電影，是一部獻禮建黨百年的
電影。故事講述100年前，幾個青年學
生在時代潮流變革和曲折的革命道路
上，堅持着使命初心、忠於信仰的故

事。電影的意義，在於啟迪現時青年要為國家作為、為民
族擔當。今日中國，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青年同樣
要肩負起歷史使命，為自己、為國家而奮鬥。
有評論指今年是建黨100周年，身為中國人一直覺得祖

國有現在的繁榮來之不易，電影情節讓人內心五味雜陳，
感謝革命前輩的犧牲，造就了現在的繁榮；亦有評論指，
人的心中一定要有信仰，只有信仰才能讓我們堅持到最
後，才會有今日的新中國。香港青年作為中國一分子，又
該懷着什麼信仰和堅持呢？
在過去一百年，中國走過了畸嶇和艱辛的道路，由被列

強欺凌、一窮二白，發展到今日，已是世上第二大經濟
體，且是最大的工業國。其實，香港在過去百年，一樣過
得不容易。1941年底，香港被日軍佔領，直至1945年重

光；二戰後，雖然香港的重建以至經貿發展較其他亞洲地
區好，但市民生活普遍艱苦，筆者的祖父輩，亦是在無比
艱辛的情況下經營事業。那時候，雖然彼此生活艱苦，但
也是憑着堅持，憑着要改變命運的信念，自己以至香港才
能走到今天。港人的奮鬥精神，與建黨後內地同胞的堅
持、信仰，都是一脈相承的中國人特性。國家走到今天，
在世界舞台上站起來；香港則由名不經傳的小漁港，蛻變
成今日世界注目的國際都會。筆者認為，在未來日子，港
人尤其是港青，都應該繼續堅持初心、信念，為更好的香
港以至國家而努力。
有港人或許抱有誤會，以為「一國兩制」下，國家的
事，與香港無關，反之亦然。但事實並非如此，香港在國
家發展，不論是「十四五」規劃，還是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都有重要位置預留予香港尤其是港青，問題關鍵，只
在於港青是否願意把握機遇，是否願意勇敢踏出第一步。
如果香港能夠與逆境中仍然不斷發展及壯大的國家進一步
融合，發揮彼此的堅定力量，國家與香港會更好；作為中
國的少年，港青的未來，亦一定會更加璀璨。

永遠是中國的少年

百餘年前的1916年，中國共產黨主要
創始人之一，27歲的李大釗先生，在其
發表於《新青年》雜誌的文章《青春》
裏說：「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
族，有青春之國家，斯有白首之國家。

吾之民族若國家，果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國家歟，抑為
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國家歟？」這是一篇令無數青年覺醒
的文章，為隨後的「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吹響
了衝鋒號。
然而，英國一百多年來在香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造

成了深遠的影響。1951年，港英公布的《菲莎報告書》
就赤裸裸地寫道：「鑒於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香港政
府應把握一種義務和一個機會，以便向香港學生提供一
些基本教育，包括一些基督教知識以及英國人的理想和
習俗」，港英當局根據該報告書提出的基本政策，於
1952年大幅度修改教育條例和教育則例，遏制學校的愛
國教育。從此以後，許多學校因害怕觸犯法例而不談政

治，更遑論進行愛國教育。那些堅持愛國教育的學校，
先後受到無理的干預和迫害，有的校長甚至被非法遞解
出境。這種「疏離中國親近英國」的殖民教育，對香港
的影響非常深遠，不僅令殖民主義扶植的政治代理人在
回歸後淪為反對派，而且令部分港人的國家觀念、民族
意識較為淡薄。
現今香港年輕人甚少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未能培
養青年更多的國民意識身份認同。今天，我們中華民族
已經實現並繼續着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
躍。強起來，是當代中國最強烈的呼喚和願望。而要強
起來，「欲強其國，必重其史」。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
到，「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我們不是歷史虛無
主義者，也不是文化虛無主義者，不能數典忘祖、妄自
菲薄。」了解中國共產黨歷史，就了解了世間大道；把
握史學，才能把握社會規律。香港青年認識中國共產黨
歷史真相的課要補，香港青年重新接續中華民族血脈才
能健康成長。

香港青年認識中共歷史的課要補

今年，中國共產黨迎來百年華誕。走過了一百年
櫛風沐雨的不平凡歷程，中國共產黨已從當初只有

50多名黨員，發展成為一個擁有90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今天的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為中華兒女，我實在感到無比驕傲與自豪。
今年，也是香港特區成立24周年。中國共產黨在其百年來的發展歷

史當中，與香港有着深厚緊密的關係，當中最重要的，是開創了以「一
國兩制」和平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領土和主權問題的先河。1997年7月
1日，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一國兩制」在香港由構想變為現
實，此情此境，我至今記憶猶新，仍歷歷在目。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沒有香港回歸的成功實現、「一國
兩制」的行穩致遠。回歸24年來，當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
問題、遇到風浪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府為香港各項漏洞撥
亂反正，為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抵禦金融危機、恢復繁榮穩定提供了
制度保障。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永遠是香港同胞和香港繁榮穩定的
堅強後盾。
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是矢志踐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篳路藍縷奠

基立業的一百年，是創造輝煌開闢未來的一百年。繼往開來，在中國共
產黨即將進入的新的百年此一重要時刻，香港人必須糾正錯誤，走出誤
區，從認真了解中國共產黨開始，要認識黨和人民的事業緊密相連，要
知道黨為國家、民族、香港作出的偉大貢獻，要明白黨在香港的歷史和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大作用。
當前，中華民族復興的雄偉大業前景已經展現，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香港必須與國同行，努力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推動自身更
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國家構建新發展格局、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實施「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創造了不容錯失的重大機遇，只要我們在
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準定位、扮演更積極角色，定能發揮新作用、實現新
發展，譜寫出「一國兩制」未來新篇章。
作為深港兩地的企業家，我時刻感受到愛國精神的召喚，心中飽含着

對國家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作為深圳市政協委員，我時刻不忘報國
使命所在，始終記掛着對社會的責任和擔當。在賀黨慶、頌回歸之際，
我矢志緊跟時代脈搏、緊跟黨的步伐，以自身的智慧和力量，為推動深
港更好地融合發展加油出力，為實現國家更美好未來建設努力奮鬥。我
也呼籲港人以崇高的民族自尊、堅定的理想信念，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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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歲華誕，也是香港
回歸祖國24周年紀念日，在普天同慶此一具有雙重意義的重要日子，
我再次回想起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早前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
制』」主題論壇上的講話，當中深刻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和「一國兩
制」的關係，這對祖國、香港以至我個人的未來發展來說，都有着非
常重大的啟示意義。
回看1921年的7月23日，在浙江嘉興南湖紅船一個秘密會議上，中

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
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而此後的一百年，中國共
產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均與香港同胞結下了不解之
緣：在新中國成立前，支持香港愛國同胞反對殖民統治的正義鬥爭；新
中國成立後，在政治上穩定香港，經濟上支持香港，生活上保障香港；
香港回歸後，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執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
我們必須銘記於心，上世紀50至60年代，是中國共產黨因應香港發

生嚴重水荒，於1963年底開展東江——深圳供水工程，引東江之水，
長遠解決了香港的用水困難。於更早一年的1962年，為滿足香港同胞
的生活需要，是內地開通「三趟快車」，每天為香港供應活豬、活牛、
活禽、凍肉、水產、蔬果等，為香港的社會穩定提供了切實可靠保障。
我們還應緊記，1997年7月1目，是中國共產黨以「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讓香港人從此真正當家作主；更要感恩的是，
2019年至今，香港遭受黑暴重創，是中央及時出台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
舉制度，令香港社會重新再出發。
作為深圳市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這十多年

間我經常往返香港、深圳以及其他內地不同城市之間，親身耳聞目睹內
地一日千里的發展，令我深深地體會到今日內地經濟社會騰飛、近八億
人成功脫貧、迅速走出新冠肺炎疫陰霾……，都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
導，讓我們得以昂首挺腰，屹立於世界東方。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與港人的命運前途一直息息相關，唯有了解到中

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能力，才能建立起對國家和民族的正確認識
和價值觀，才能更好地找準未來的路向。為此，我們應該努力弘揚愛
國主義精神，把個人理想與祖國前途、民族命運結合起來；把愛國與
愛黨、愛社會主義統一起來。進入新時代，我願意履行政協委員使命
和擔當，引導和帶領香港年輕一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他們更好地
認識共產黨的體制和優勢，還有自身發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從中
體悟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精神，並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
和平與安寧。
值此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際，特送上真誠的祝福，許下真切的

諾言，在未來歲月與黨同行，續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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