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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愛是「深切了
解」。總書記今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
發表重要講話，他在對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
「四點希望」中特別提到「切實排解民生憂難。」他
指出，「當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
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
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好
一些。……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市民，讓
每位市民都堅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夠改變自
己和家人的生活。」習近平總書記一語中的指出香港
民生問題的痛點，道出了香港市民的關切，指引了特
區政府的施政方向，點亮了香港同胞對民生改善的期
盼。

防疫雪中送炭 援港抗第五波
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愛是「雪中送

炭」。今年年初第五波疫情襲港，牽動着總書記的
心。總書記就支援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並委託轉達對香港疫情的高度關注和
對香港市民的親切關懷，強調香港特區政府要切實負
起主體責任，把盡快穩控疫情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
務，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採取一切必要
的措施，確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確保
香港社會大局穩定。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支
持和幫助香港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總書記的
重要指示精神，落實在支援香港醫療物資、援建社區
隔離和治療設施、保障鮮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應、
選派防疫專家赴港指導等方方面面，為市民派了一顆
定心丸，為保障香港市民生命健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
援，是香港戰勝第五波疫情的關鍵支持力量。

關心港人日常 深情厚愛交流
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愛是「用心交

流」。2008年7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來港視
察，實地了解香港籌備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殘奧會馬
術比賽的情況，在短短49個小時出席了21場活動，儘
管行程緊湊，依然特意探訪居於九龍的一戶居民家。
習近平走入尋常百姓家，與他們零距離溝通，為市民
留下了溫暖人心的記憶。他親民的作風和真誠的關
懷，令這戶居民家中5歲的王梓豐小朋友不
自覺地稱呼他為「爺爺」。
多年後，香港文匯報再訪王梓豐，他仍清

晰記得這位親切、慈祥的「爺爺」，在與他
的父母聊天時更不忘輕撫他的面頰，臨走時
又熱情地擁抱他，令他每逢想起都感到溫
暖。而習近平當時巨細無遺地詢問，了解王
梓豐父母的工作情況、供房負擔和日常生活

開支、本港老人的退休保障等，亦令他們和許多港人
感受到習近平總書記對大家無微不至的關心。

關注青年發展 力助大展宏圖
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同胞的深情厚愛是「灌溉希

望」。總書記今年7月1日在港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我
們還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青年興，則香港興；青
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總書記關注青年所需，他說，要幫助廣大青年解決學
業、就業、創業、置業面臨的實際困難，為他們成長
成才創造更多機會。我們殷切希望，每一個香港青年
都投身到建設美好香港的行列中來，用火熱的青春書
寫精彩的人生。
他到訪香港科學園，對在場的青年科研人員、創科

企業代表親切交談，指示「要為青年鋪路搭橋，提供
更大發展空間，支持青年在創新創業的奮鬥人
生中出彩圓夢」，令有志在創新創業方面大展
宏圖的青年為之振奮。
5年前，習近平總書記視察香港行程的第一

站是西九文化區，他在這裏觀看了兩名兒童演
唱粵劇經典《紫釵記》選段，習近平總書記稱
讚他們年紀雖小，但演唱很到位，並握着孩子
的小手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要傳承下去，

看到孩子們就看到了希望。」習近平總書記的鼓勵伴
隨着這些「粵劇新希望」成長，其中一位兒童利文喆
說：「我會牢記習爺爺的鼓勵，更加努力學習粵劇，
傳承粵劇精粹，去更廣闊的舞台上，展示粵劇的魅
力，展示我們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
5年前，習近平總書記亦視察了香港少年警訊永久

活動中心暨青少年綜合訓練營，他在看望正在訓練的
青少年時飽含深情地說：「你們是祖國的未來和希
望，沒有青少年健康成長，國家就沒有遠大發展。每
一代青少年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和機緣，當代香港青
少年要把握歷史機遇，選擇正確道路，報效香港、報
效國家。」2018年元旦前夕，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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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收到當時參加見面活動的22位少年警訊成員親

手製作的新春賀卡後，2018年春節前，習近平總書記更
親自給香港少年警訊成員回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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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特別的關注和愛護，以及承載
着諄諄教誨、殷殷囑託和關心愛護的回信，成了這群
孩子們最珍視的禮物，也為香港的下一代帶來鼓舞和
正能量。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最佳制度安排。過
去十年，「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全
方位的進展和成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系
列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一國
兩制」開闢了新境界，更加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令香港以憲法和基本法為基
礎的憲制秩序更加牢固，治理體系日臻完
善，更成功應對過去幾年的各種嚴峻挑戰，
實現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確保了「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保障了長久綻放璀璨光
芒。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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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時，對今後更好
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提出「四個始
終」：第一，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
制」的關係。第二，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第三，始終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第四，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他並

指，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
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
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2019年，香港經歷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新年賀詞中強調：
「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
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
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民
的期盼。」此後，中央出手為香港制定香港
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令香港成功走過艱
難時期。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
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一國
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
變，必須長期堅持！」他並提出「四個必
須」：第一，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第二，必須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

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第
三，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第四，必須
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總書記的重要
講話，為「一國兩制」事業始終朝着正確的
方向行穩致遠提供綱領性指導。

香港發展一定會譜寫新篇章
習近平總書記今年5月30日會見新當選並

獲中央政府任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
政長官李家超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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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實現由亂
到治的重大轉折，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
期。「我相信，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
一定會展現新氣象，香港發展一定會譜寫新
篇章。」

指導「一國兩制」朝正確方向行穩致遠

點滴之間見深意，一枝一葉總關情。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情繫香江，對香港始終傾注拳拳之心。

總書記的香港情緣，書寫着愛民、憂民、為民、惠民的香港故事，體現為香港謀發展的深邃智慧、為港人謀幸福的深情厚愛以及

與香港普羅大眾的心意相通。這份情，令港人溫暖；這份緣，為香港帶來信心和希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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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

2022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一國兩制」）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
期堅持！

★25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只有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一國兩
制」的實踐規律，才能確保「一國兩制」事業始終朝着正
確的方向行穩致遠。

★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的波瀾壯闊的百年奮鬥史，
記載着香港同胞作出的獨特而重要的貢獻。有史以來，香
港同胞始終同祖國風雨同舟、血脈相連。

★我們還要特別關心關愛青年人。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
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

★我們殷切希望，每一個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設美好香港的
行列中來，用火熱的青春書寫精彩的人生。

2022年6月30日乘專列抵達香港時的講話

★我一直關注着香港，掛念着香港，我的心和中央政府的心
始終同香港同胞在一起。

★過去一個時期，香港經受一次次嚴峻考驗，戰勝一個個風
險挑戰，歷經風雨後，香港浴火重生，展現出蓬勃的生
機。

★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具有強大生命力，是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維護香港同胞福祉的好制度。

★行而不輟，未來可期。只要毫不動搖堅持「一國兩制」，
香港的未來一定會更加美好，香港一定能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2022年新年賀詞

★祖國一直牽掛着香港、澳門的繁榮穩定。只有和衷共濟、
共同努力，「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真誠期盼全體中華兒女攜手向
前，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2020年新年賀詞

★近幾個月來，香港局勢牽動着大家的心。沒有和諧穩定的
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
胞好。香港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願，也是祖國人民的
期盼。

2018年新年賀詞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時，我去了香港，親眼所見，有祖國
做堅強後盾，香港保持了長期繁榮穩定，明天必將更加美
好。

2017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

★實踐充分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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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
枝榮。

★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
種問題的金鑰匙。

★「蘇州過後無艇搭」，大家一定要珍惜機遇、抓住機遇，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展上來。

★只要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中央都願意與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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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團結起來、和衷共濟，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
好。

2017年6月29日抵港視察在機場發表講話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

習近平金句

愛之深，則為其謀長遠。中國夢中，有香
港；實現中國夢的道路上，香港與祖國同行。
多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關心着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一系列戰略決策和重大
部署，為香港未來發展提供令人期待的發展藍
圖和源源不竭的強勁動力。
習近平對香港這塊土地的深情，記錄在他每

次的視察、每次的提及和每次的為港謀發展。
他在任職福建、浙江期間，多次率團赴港洽談
交流；到中央工作後，負責中央港澳事務協調
工作，2008年7月，赴港檢查北京奧運會、殘
奧會馬術比賽籌辦工作並在香港視察；2010年
至2012年，連續三年參加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
審議，年年關注香港發展；中共十八大以來，
多次視察香港，就香港事務發表重要講話……
「香港發展一直牽動着我的心。」習近平

總書記的這句深情流露，成為縈繞港人心頭的
暖流，化成港人謀發展的底氣。2017年6月，
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給
習近平總書記寫信，表達報效祖國的迫切願望
和發展創新科技的巨大熱情。習近平總書記
高度重視，作出重要指示，強調促進香港
同內地加強科技合作，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為
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貢獻力量。
同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見證
下，《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
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正式簽
署；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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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10月23日，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建
成開通，習近平總書記更專程前來親自宣布大
橋開通，見證這一創下多項世界之最的「國之
重器」把香港和內地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近年來，「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綱要、「十二五」「十三五」至「十四
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滬港
通」「深港通」「債券通」、「CEPA服務貿
易協議」等兩地各展所長、共謀發展的謀劃，
均為香港提供了清晰定位、新機遇，催生香港
發展的新動能。

在國家航天事業征服星辰大海、探索宇宙蒼
穹的進程中，也有了港人的位置。2021年 5
月，「天問一號」探測器成功着陸火星，搭載
於着陸器外層平台的「火星相機」由香港理工
大學團隊研發；在月球探測工程「嫦娥三
號」、「嫦娥四號」任務裏，香港科研人員與
內地專家共同研製了「相機指向系統」；在軌
工作的航天員將在天宮空間站與香港青少年進
行實時「天地對話」；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
荷專家……為香港未來發展創造了更無邊無際
的想像空間，為港人在融入國家發展中實現更
大的價值提供更多可能。

◆今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乘專列抵達香港視察。 資料圖片

◆2008年7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到紅磡半島豪庭看望市民王志勇一家，並輕撫王梓豐小朋友的臉頰。
資料圖片

◆◆20082008年年77月月66日日，，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沙田奧林匹克大家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沙田奧林匹克大家
庭貴賓廳會見香港運動員庭貴賓廳會見香港運動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今年7月1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宣誓就職。 資料圖片

◆今年6月30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來到香港科學園考察。圖為習近平在香港神經退行性疾病
中心考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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