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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香
港文匯報、四川省委宣傳部、廣安市人民政府等合辦此次展

覽。這次展覽是中國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也是
其中唯一在境外舉行的國家級紀念活動。

王樹成主持 讚鄧膽識智慧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本次活動組委會主
任王樹成主持開幕式。他指出，回歸17年，由鄧小平先生創造
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已然在香港生根發芽、開花
結果。17年來，香港雖遭遇各種困境，但在「一國兩制」偉大
構想的指引下、在中央和內地省市的關心支持下，經濟社會發
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先生作為一代偉人的膽
識和智慧。

卓松盛曾德成：鄧心繫香江
主辦方代表、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卓松盛致辭指出，這次展
覽真實反映了鄧小平先生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時期的歷
史貢獻，生動展示了他獨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風範，也集中講述
了鄧小平先生對香港這片祖國土地的深厚情誼。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致辭說，鄧小平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尊重歷史、尊重現實，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例如鄧
小平信任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勸勉香港人要有這個自信
心，但同時也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
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
際」。
他希望透過是次展覽，回顧祖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化，回
顧祖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歷程和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
將有利大家在理性務實基礎上，凝聚最大共識。
鄧小平女兒鄧林和鄧榕專程來港參加開幕式，並向主辦方代

表、香港文匯報致送鄧小平先生的塑像作為紀念品。活動特別贊
助人、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大紫荊勳賢楊孫西也在儀式上致
辭。
展覽嘉賓雲集，主禮嘉賓還有鄧小平南巡講話見證者深圳市委
原書記李灝及珠海市委原書記梁廣大，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傅
思泉，廣安市市長羅增斌，中華總商會副會長袁武，中國僑聯顧
問馬介璋，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霍英東基金會董事霍震
宇，澳門城市大學校董曾志龍。
中央相關部委、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香港社會名人等200多人

出席開幕式，主要嘉賓還有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秘書長、辦公廳主
任高屹，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新界工作部部長劉林、宣
文部副部長周愛國、經濟部副部長楊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新聞公關部主任唐銳，新華社亞太總分社社長俱孟軍，中華廠商
會副會長顏吳餘英，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莊成鑫，香港中華企業
協會總裁馮洪章，大紫荊勳賢、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大
紫荊勳賢、香港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立法會議員謝偉俊，香
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馮瑛冰以及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等。

展品分7部分 展期明結束
展覽內容豐富，圖文並茂，分為《走出廣安》、《戎馬生
涯》、《艱辛探索》、《非常歲月》、《開創偉業》、《平民愫
懷》和《情繫香港》7個部分，展出400多幅精彩圖片及部分珍貴
文物，並有特別製作的《鄧小平與香港》等4個電影短片，以珍貴
影像再現不同時期的鄧公風采。此外更有鄧小平坐過的輪椅，鄧
小平銅像等首次於港展出。展期共3天，至23日下午5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黃晨）「光輝歷程——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大型展

覽」昨日在灣仔香港會展中心3B展覽廳隆重開幕，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卓松盛，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

哲，解放軍駐港部隊副政委儲茂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鄧小平

女兒鄧林和鄧榕等出席主禮。儀式上，董建華率主禮嘉賓代表香港各界向鄧小平塑像敬獻

花籃和鞠躬，表達對世紀偉人的緬懷之情及崇高敬意。

董建華率主禮嘉賓獻花 鄧林鄧榕親臨見證
鄧公誕辰展開幕 偉偉 采采人人風風重溫

■鄧榕、鄧林與馬介璋（右二）、王樹成（右一）合照。鄧氏姐妹
對是次活動給予高度肯定。 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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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黃晨、解玲）
鄧小平先生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
設的總設計師，並領導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新道路。由他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
令香港和澳門成功回歸祖國懷抱，並為實現祖國
完全統一創造了更有利條件。他為國家、為民族
建立的不朽功勳，香港工商界也為之緬懷，並致
以崇高敬意。
身為這次展覽活動特別贊助人，原全國政協常

委、大紫荊勳賢楊孫西昨日代表香港工商界在
「光輝歷程——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大型展
覽」開幕式上致辭。他說：「香港回歸，鄧小平
先生居功至偉。」

楊孫西：「港人治港」智慧高超
楊孫西表示，香港回歸是當代中國和平統一工

程的成功典範，是鄧小平先生對中華民族和中華
文明歷史的傑出貢獻，而他提出的「一國兩制」
偉大構想，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新生事物，體
現了鄧小平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創造力。
他續說，鄧小平對香港這片祖國土地的深厚感

情，最令人動容。為確保回歸後的香港繼續保持
繁榮穩定，他通過各種渠道會見香港各界人士，
重視他們的想法、了解他們的意願、傾聽他們的
心聲。鄧小平說過「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
要有這個信心。」這句話無疑給香港各界一劑強
心針，讓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繼續發揮自
由港的作用，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搭起經貿交流的
橋樑，贏得更多商機。

楊釗：改革開放 創造多贏
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
釗盛讚鄧小平先生不
僅是中國的歷史偉
人，更是世界的歷史
偉人。「他不愧為中
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
師，不愧為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
者。」由鄧小平先生
倡導的改革開放是一個多元架構，不僅造福於人
民、社會、國家、民族，令中國與世界接軌，從
此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亦改寫了改革開放參與
者的人生。
他續說，打開國門大膽引入外資、人才、技術

和管理經驗這些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所缺乏的，極
需魄力和果敢。事實證明，改革開放是非常成功
的構想，達到多贏局面，「我有幸作為香港首批
進入內地投資的港商之一，無形中深深體驗到改
革開放的成功和偉大之處。」
楊釗強調，香港發展至今，與鄧小平先生的名

字是分不開的。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構
想，兼顧了國家和香港的最大利益，實踐有力證

明「一國兩制」完全正確。「香港回歸17年，亦
是『一國兩制』實踐17年。香港未來仍應以和為
貴，不斷向前發展才是正路。」

馬介璋：加深理解「一國兩制」
中國僑聯顧問、活動特別贊助人馬介璋認為，

沒有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香港就沒
有今天繁榮昌盛的局面。這次展覽讓香港市民特
別是年輕人，加深對鄧小平先生的認識，及對
「一國兩制」豐富內涵的理解。「我們的先人為
國家、為民族統一無私貢獻的精神要代代傳承，
希望更多年輕人能珍惜國家現在來之不易的局
面，齊心協力創造祖國更輝煌的明天。」

曾智明：改革開放 全民受惠
全國政協委員、金利

來集團副主席兼行政總
裁曾智明接受訪問時，
連稱鄧公「偉大」，
「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
革開放，就沒有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香港也不會有今時今
日。」 改革開放令中
國走向世界、經濟騰
飛，30多年發展的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
經濟體，國際地位舉世矚目。改革開放令大家都
受惠，特別是全球華人的地位從此提升。
「我對鄧公是由衷的敬佩！」特別是鄧公早在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是
前所未有的創舉，如今 「一國兩制」 在香港成
功實踐17年，「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變，相
信港人有智慧和能力在基本法框架下不斷完善、
逐步推進民主進程。今次展覽意義重大，他非常
榮幸獲邀出任是次大型活動的特別贊助人，希望
透過展覽讓更多人了解鄧公為中國所做的一切。

霍震宇：傑出貢獻 國人懷緬
霍英東基金會董事霍震宇指出，鄧小平先生對

國家、對中華民族的傑出貢獻，令全國人民對他
都非常懷念，「事實上，他改變了很多人的命
運。」部分香港人覺得香港今日的繁榮穩定是理
所當然的，其實香港繁榮穩定與鄧小平先生推動
國家改革開放是離不開的。
霍震宇並回憶，自己和爸爸曾在北京見過鄧小

平先生，「我可以親眼見到這樣的偉人，感覺很
神奇，他非常和藹可親、平易近人。」

曾志龍：崇高精神 值得敬佩
澳門城市大學校董兼行政會委員曾志龍表示，

因為鄧小平先生推動國家改革開放，才有今日我
們幸福的一代。「他帶領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
席道路，改革創新和實事求是的崇高精神，最值
得我們後輩敬佩和學習。」

鄧林憶父與港不解之緣
鄧小平先生晚年最大的希望是香港回

歸後，到香港這片祖國的土地走一走、
看一看。鄧小平長女鄧林昨日說，父親
這個願望到晚年越來越強烈，甚至說就

算是坐着輪椅也要去。她覺得這次展覽特別之處就是，
父親晚年一直坐着的輪椅來到了香港。「作為展品的一
個重要物件，它見證着父親對香港的深深懷念、代表父
親對香港人民的深深祝福。」
鄧林和妹妹鄧榕連日輾轉各地出席鄧公紀念活動，姊

妹兩人在前晚深夜抵港，昨日為展覽開幕式主持剪綵
後，隨即趕赴機場離港。在港半天，風塵僕僕，但兩姊
妹未見倦容，低調親民，與嘉賓們言談甚歡，並應邀合
影。

五度路經香江
鄧家姐妹應邀來港出席香港紀念鄧公的展覽活動，難

掩興奮激動的心情，並對是次展覽予以高度肯定，鄧林
於開幕禮上追憶了鄧公與香港的深厚淵源。
鄧林表示，父親一生與香港有着不解之緣。她說，

1920年，父親遠赴法國勤工儉學，途經香港時，還是個
懷抱着救國夢想的少年，此後因革命活動的需要，父親

4次取道香港。「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就再也沒有機會
來這裡，但他始終對香港懷有難以割捨的牽掛。」鄧林
表示，到了晚年，父親對香港的感情更有增無減，「父
親經常留意香港的消息和報道，連香港地圖也一直放在
他的案頭。」

兩次隔河眺望
事實上，鄧小平曾兩次與香港近距離接觸。鄧林回憶

說，「1984年，他視察深圳，曾透過文錦口岸邊防小
樓的窗口遠眺香港，沒說一句話；1992年，他再
次視察深圳，那天風很大，原計劃在皇崗口岸停
留不超過5分鐘，（但）父親凝望深圳河對面
的香港，久久不願離去，仍然一言不發，眼神
中充滿深情和期望。」
鄧林坦言，此行感受到香港人對她父親的真

摯情感。她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慶典
上，當董建華介紹母親卓琳代表父親參加慶典
時，會場上響起的掌聲經久不息；今天我們再次
來到香港，依舊深切地感受到香港同胞對我父親
至深的情感和真誠的懷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晨、沈清麗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李慧妍）全國政協
副主席、首任特首董建華昨日攜同孫女，一起參
觀「光輝歷程──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大型
展覽」，期間他不斷向孫女身教言傳，介紹鄧小
平的生平歷程，並大讚紀念活動有重大意義和深
遠影響。在觀看鄧小平討論有關香港回歸問題的
照片時，董建華倍感熟悉，更有感而發地說：
「現在最重要的是辦好香港的事情。」
今日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誕辰110周年紀

念日，董建華昨日在香港文匯報社長王樹成等陪
同下參觀展覽。他向在場工作人員問好，並緊抓
孫女的手，語重心長地朗讀展板上的鄧語錄：
「我最大的願望是活到1997年，因為那時將收
回香港，我還想去那裡看看。就是坐輪椅也要
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鐘也好。」

指鄧留法時期「很cool」
其後，董建華走進鄧小平的生平之路。在《走
出廣安》的展覽單元中，董建華看見鄧小平年輕
時期參軍照片，便笑着對孫女說：「他18歲就
加入革命隊伍，你今年也18歲了。」孫女不好
意思地低下靦腆的臉。對一幅鄧在法國期間身穿
西裝的英偉照片，他更興奮地直說：「看，很

cool吧！」引得同行人員開懷大笑。
單元《平民愫懷》反映鄧小平充滿親情和情趣

的家庭生活，當了解到鄧也喜愛帶孫兒孫女參觀
展覽，董建華溫柔地對孫女說：「你看他（指鄧
小平）也是帶着孫女參觀，我也是。」工作人員
介紹鄧與太太相識相知的經歷時，他拉住孫女直
指「我見過卓琳夫人」，並耐心講述他們的愛情
故事。
回顧鄧小平「三起三落」的一生，董建華不斷
讚揚鄧小平是敢於承擔責任的偉人，還輕輕拍了
孫女肩膀，教導她要學會吃苦耐勞、勇於承擔。
每到一個展覽單元，董建華都先仔細閱讀鄧小平
的經典語錄，在看到鄧於廬山工作時的會議照
片，他都熟練地可將相中人物一一指出。

看回歸圖片「想起很多」
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

設計師，對香港亦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情
繫香港》時，董建華放慢腳步，仔細聆聽香港
回歸前事宜的講解，並神情嚴肅地看各張相
片，當見到回歸前的談判及香港各界人士商討
舊照，熟悉的畫面湧上心頭，他感嘆「想起很
多回憶」。

■儲茂華（左）與范祿燕交流感受。 劉國權 攝

■陳經緯（左）、宋哲（中）與鄧榕交談。劉國權 攝

■曾俊華（右）與王志民喜相逢。劉國權 攝

■曾鈺成（左）與鄧榕、鄧林相見歡。 劉國權 攝

■標準工時委員會主席梁智鴻（左）與香港蘭桂
坊集團主席盛智文參加開幕式。 潘達文 攝

特別贊助人
楊孫西 第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大紫荊勳賢
楊 釗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馬介璋 中國僑聯顧問
曾智明 全國政協委員、金利來副主席兼行政總裁
曾志龍 澳門城市大學校董兼行政會委員
霍震寰 全國人大代表、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
霍震宇 霍英東基金會董事

「光輝歷程」展覽贊助名單
贊助人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特別贊助機構
北京景山學校、明發集團

贊助機構
科創控股集團、成都冠城集團
蘇州榮氏集團、中環投資集團
香港資源控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黃晨

■馮瑛冰代表文匯報接受鄧林
致送鄧小平塑像。 劉國權 攝

■■鄧小平晚年一直坐着的輪椅也作鄧小平晚年一直坐着的輪椅也作
為展品來到了香港為展品來到了香港。。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董建華和孫女參觀鄧小平誕辰展董建華和孫女參觀鄧小平誕辰展
覽覽，，由王樹成全程陪同由王樹成全程陪同。。 彭子文彭子文 攝攝

■■金利來副主席兼行政金利來副主席兼行政
總裁曾智明總裁曾智明。。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總會長楊中總會長楊
釗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光輝歷程光輝歷程——紀念鄧小平誕紀念鄧小平誕
辰辰110110周年大型展覽周年大型展覽」」開幕開幕，，主主
禮嘉賓共同剪綵禮嘉賓共同剪綵。。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左左））與鄧與鄧
林林（（右右））親切交談親切交談。。 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