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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料提新指導思想
京專家：習近平「7．26」講話為黨代會凝聚共識

劉先生 旅美華人

中國強大提升華人地位
「我在美國工作已經5年，中國

現在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點得
到美國人的認可，他們越來越清楚
自己的生活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貢
獻。在美華人深切體會到中國強大
帶來的益處，如社會地位提高，身

邊也越來越多美國人討論中國。未來5年，我們
期待也相信中國將繼續快速發展，不僅是在基礎
工業和製造業，其他領域如高科技、金融等都應
該更接近美國，很多領域甚至會超越美國。華人
一定會越來越自豪，越來越欣慰。」

吳先生 軍人

解放軍能力呈質的飛躍
「過去5年國防成績，作為基層

官兵感受最深，我軍核心軍事能力
建設呈現質的飛躍，五大戰區組建
完成，首艘航母完成島鏈穿越，國
產航母下水揚威。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軍隊作風建設呈現新的態勢，謀

戰求實、清正廉潔之風勁吹，基層官兵切身利益
得到保障。未來5年，期待部隊各項工作能夠更
向打仗聚焦，研究戰法的氛圍更加濃厚，主戰和
主建職能更加釐清。軍隊法治化進程更上台階，
訓建管更加科學高效，官兵在探親休假、手機使
用等方面權益得到有效保障，部隊工資收入也能
進一步提高。」

焦先生 法律工作者

期待5年建成法治國家
「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可感受到過

去5年中國依法治國取得的巨大成
就：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確定的
129項司法改革任務中，118項已
出台改革意見，11項正深入研究
制定改革方案。相信隨着十九大召

開，可以有力推動中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會，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
司法、全民守法達到更高的高度，建設公正高效
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我們也會更加堅定法
治信仰，扎實提高自身的學識水平與道德修養，
追求公平正義，保護人民權益、伸張正義，努力
為全面依法治國貢獻力量。」

柴女士 出版傳媒從業員

期待環境問題得到改善
「過去5年來，最大的感受是社

會各界都空前地重視生態問題，無
論是大氣環境、土壤污染、食藥安
全等問題，還是綠色能源、共享出
行的推行，這些都與十八大以來我
黨提出的生態文明建設息息相關。

生活在北京的我們雖然時不時還會受到霧霾的侵
擾，但同時也明顯感受到空氣質量的好轉。我們
僅僅用了40年時間就取得了別人的百年成就，
碰到一些問題也很正常，只要正確面對，採用科
學的方法和手段就可以解決發展和生態的問題。
期待未來5年我們的環境問題可以得到進一步改
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點讚十八大
寄盼十九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
道）十九大召開在即，昨天出版的中
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在頭
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萬字長文，介紹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的成長之路。文章指出，
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黨中央和全黨的核
心，是在紅色基因傳承中成長起來，
在艱難曲折困境中磨礪出來，在複雜
國際鬥爭中歷練起來，在極其豐富的
革命實踐中確立起來的，這個核心在
共產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中最「走
心」，真正是眾望所歸、人心所向。

與生俱來信仰根基
文章指出，習近平出生在紅色革命

家庭，父親習仲勳、母親齊心都是一
生追隨共產黨、追求真理的老革命。
父母的奮鬥經歷，對其影響深遠，他
曾先後寫了8份入團申請書、10份入
黨申請書，並始終沒有對黨產生過懷
疑和動搖，這種「先天基因」和「紅
色血脈」，已經成為其與生俱來的信
念本源和信仰根基。

知青歲月曲折艱苦
父親受冤被關押審查期間，習近平

也受過批鬥，到陝北「插隊」。習近
平曾回憶，當知青時什麼活兒都幹，
開荒、種地、放羊、拉煤、挑糞……
扛200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這

些曲折經歷和艱苦磨礪，恰
是習近平走向社會「苦其心
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的人生第一站。

從政經歷遍各領域
文章稱，習近平的核心地

位來自長期實踐。從1969年
到2012年，他從下鄉知青成
長為黨的領袖，從大隊黨支
部書記到黨的總書記，從普
通公民到國家主席，從一般
軍官到軍委主席，從政經歷
遍及黨、政、軍各個領域，歷經村、
縣、地、市、省、直轄市，直至中央
等所有層級的主要崗位，每一層級都
歷經幾年、都扎扎實實、政績卓著。

治貪反腐猛藥去疴
文章說，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以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沉着和勇
氣，挑起了大國領袖的重擔，成為領
導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全黨核心和扛
鼎巨擘。特別是反腐方面，始終以壯
士斷腕的勇氣、猛藥去疴的決心推進
治貪反腐。

民本情懷由內而發
文章還寫道，習近平深具民本情

懷，被陝北老鄉稱讚為「貧下中農的
好書記」、「吃苦耐勞的好後生」。

文章透露，他離開梁家河的那天早
晨，全村老老少少依依不捨、送了一
程又一程，最後有13個人步行60多
華里送到延川縣城，並湊錢照了合
影。無論是慶豐包子舖與市民一起排
隊就餐，還是霧霾天裡在南鑼鼓巷與
老街坊親切交談；無論是在蘭州養老
餐廳給老人端菜送飯，還是到河北阜
平在農民炕上盤腿而坐，那種與民相
親、與民同樂的情感由內而發、純樸
自然。
文章最後說，萬山磅礡必有主峰，

龍袞九章但摯一領。一定要堅決維護
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
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以更加昂
揚的鬥志、更加扎實的舉措更好履行
自己的職責，以優異成績迎接十九大
勝利召開。

黨媒萬言重溫總書記成長黨媒萬言重溫總書記成長路路：：

傳承紅基因 磨礪成核心
中央黨校教授李海青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講話首先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
主題，這是用統一的主題來通貫近40年
的改革發展實踐。講話從九個方面概況十
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成就，提出三個「意味
着」——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
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
歷史性飛躍，意味着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
出強大生機活力並不斷開闢發展新境界，
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
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
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這三
個『意味着』，到十九大可能會進一步展
開。」李海青說。

為中國強起來作準備
「這次講話將十九大的核心思想、主要
任務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和盤托出，可以說
是十九大前的政治宣言，為十九大的勝利
召開奠定思想基礎和政治基調，營造出良
好的輿論氛圍，形成思想共識。」北京大
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這
次講話還吹響了中國新時期推進改革和從
嚴治黨的號角，為全黨、全國人民注入新
的正能量。從這次講話看來，十九大將會
提出新的指導思想，並對中國未來很長一
段時期的改革發展進行新的戰略部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的重大

成就，意味着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
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
史性飛躍。」這一論述是在重要講話中首
次出現。莊德水表示，站起來、富起來在
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已解決，強起來是當
前中國面臨的新挑戰，要作好在思想上、
理論上、制度上一系列的準備。

思考小康後奮鬥目標
在中華民族強起來的時代，中共面臨着
理論上的新挑戰，這些將在十九大中給出
答案。莊德水認為，除了傳統的經濟、政
治等領域的強起來外，在當前國際國內錯
綜複雜的形勢下，還必須重視軍隊強起
來，推進軍事變革和軍事理論的發展。此
外，中國在強起來之後，還要重點解決社
會民生問題，讓強起來的成果惠及老百
姓，增進老百姓的獲得感，「讓人民群眾
強起來」。
李海青指出，講話強調中共是高度重視
理論創新和理論指導的黨，強調推進實踐
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預見的是，十九
大將對十八大以來進行的理論創新進行集
中闡述，也將面對未來尤其是全面小康實
現後的奮鬥目標進行理論的創新思考，有
可能對2020年到2050年這個期間的發展
目標進行階段細分。
李海青表示，講話最後落實到黨的建設
上，落實到堅持並優化黨的領導上，落實
在全面從嚴治黨上。十九大有可能在黨建
方面作進一步系統的規劃闡述，可能會有
新的思路舉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

「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

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

班26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

要講話。北京多位專家學者昨日

就此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

出，這一講話闡明十九大的核心

思想、主要任務和需要解決的問

題，為十九大勝利召開營造出良

好氛圍、凝聚思想共識。中華民

族歷經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的歷史性飛躍，在「強起來」的

時代背景下，十九大將提出新的

指導思想，並對未來很長一段時

間的改革發展進行戰略部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香港
各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習主席的講話提出了中共十九大
的任務，為國家未來發展指明方向，意
義重大，備受國際社會關注。香港作為
中國的一分子，應密切關注國家發展大
方向，發揮自身優勢，出謀獻策，尋找
機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貢獻自己的力量。

盧文端：應了解國家謀發展機遇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

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
端表示，習近平的講話具歷史意義，
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九大，及國家未
來5年的發展指明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一次講話。
他坦言，香港人對是次講話的關注

程度不足，媒體應多加報道，特區政
府亦需要積極配合，讓香港人對國家
發展有所認識，從而出謀獻策。他特
別提及「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
區」兩個發展戰略，希望香港人能夠
未雨綢繆，提前了解國家的發展，並
在有關戰略中找到發展機遇。

王國強：研中央方針 找出港定位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

任、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國強表
示，習主席的講話科學分析了當前國

內外的形勢，深刻闡述了過去5年國家
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取得的歷史性成
就，同時指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
應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
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向全國乃
至國際社會明確指出中共十九大的重
要任務，及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意
義重大。
他認為港人應更多關注中央的大政

方針及政策，及加以分析研究，發揮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從中找到
自己的定位及發展機遇，並希望港人
應更積極融入國家新一輪發展中，共
同為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出謀獻
策，作出新的貢獻。

梁亮勝：若錯失機會全港勢損失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梁

亮勝認為，習主席的講話清晰指示了國
家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而在2020年達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一個偉大的構想
和實踐，也是國家首個百年「中國
夢」，希望內地和香港在未來3年把握
機會深化改革，作出更好的成績。
他強調，香港人應好好理解習主席

的講話，減少政治爭拗，不要浪費時
間，以憑藉國家發展的勢頭再創成
績，倘香港錯失是次機會，將是香港
的失敗，也是全香港人的損失。

施榮懷：對「一國兩制」港應有信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北京交流協進

會會長施榮懷指，習主席的講話能為
十九大定立方向和基調，而主席此前
來港視察時，就強調了「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
重要組成部分，足見習主席貫徹了從
嚴治黨的作風，以及正帶領全國人民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他認為，香港人應對「一國兩制」
有信心，共同獻力，協助完成「中國
夢」。身為工商界人士，他將致力推
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及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以配合國家的未來發展。

陳勇：勿持續爭拗應繼續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形容，習主席的講話有前瞻
性。過去5年，中國的經濟、軍事、科
技等多個方面均突飛猛進，全球矚目，
相信是次講話能夠定明方向，帶領全國
人民繼續向前，邁向「兩個一百年」。
在談到香港的角色時，他認為香港

應吸收當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繼續將
國際經驗帶回內地，積極發揮橋樑和
紐帶作用，在「一帶一路」和「粵港
澳大灣區」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
用，讓香港得以背靠國家，解決持續
爭拗的問題，繼續發展。

各界籲港人獻力中國夢

■民眾在中共一大會址前合影留念。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報《《學習時報學習時報》》昨刊文昨刊文
介紹習近平總書記的成長路介紹習近平總書記的成長路。。圖為圖為19881988年年，，
時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下鄉調研時時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下鄉調研時
和群眾一起參加勞動和群眾一起參加勞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與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父親習仲
勳，以及兄長習正寧合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