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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政 治 局 常
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
昨日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
會見香港各
界青年代表
訪問團，並
與他們進行
座談交流。

新華社

「韓正副總理
在會面中給我們
講述了改革開放

40年的成就，還講到了國家的歷
史，現場還向我們推薦了歷史書，
鼓勵我們多了解祖國歷史。感覺他
又博學又平易近人。」在昨日的會
見中，有不少港青是第一次見到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有團員在會晤後對香港文匯報
談及對韓正印象時如是說。

了解民族屈辱史 振奮內心愛國情
據悉，韓正在會面中結合自己年

輕時的感受談了兩點體會。在談到
加強學習時，韓正特別提出，年輕
人一定要學習歷史知識，要有一定
積澱，要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的
國家是怎麼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他講到，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曾經
是最輝煌、實力最強的民族。百年
近代史又經歷了悲慘的屈辱史，但
是現在，中華民族強大起來，正朝
着偉大的方向邁進。
韓正還特別講到祖國改革開放40年

成就。他說，國家改革開放40年裡，
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5%，這在人類
歷史上是沒有過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奇跡。如今，中國經濟為世界全球經
濟貢獻率在30%以上，貢獻達到三分
之一，同樣也是了不起的成績。

有參訪團團員透露說，韓正副總理
還在會見中向他們推薦了歷史書《五
千年世界歷史與中國歷史的對比》，
這本書將5,000年世界文明和中華文
明進行了對比，非常有趣。
韓正說，這本書他推薦給了許多

年輕人，包括自己的女兒。「這本

書可以讓我們了解老祖宗的歷史，
看到中華民族在世界上輝煌的時
候，會由衷地感到自豪。看到近代
史上遭受屈辱時候就感到非常壓
抑，就會有一種奮起。讀歷史就可
以更加珍惜現實，可以激發我們內
心愛國、愛民族的激情。」

在知識爆發時代 要有知識恐慌感
韓正還以自身感受鼓勵在座港青

不斷學習，「我現在感覺到天天時
間過得太快，讀書的時間都沒有。
這就叫知識恐慌，在知識爆發的時
代，一定要有知識恐慌這樣一種感
覺。如果每個人還有一次回到年輕
時代機會的話，那我會用更加努力
的狀態去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范童 北京報道

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昨日在人民大會
堂會見了香港各界青年代表訪問團，

並與他們進行了座談交流。他首先代表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
府，向在座港青及香港各界青年致以香港
回歸21周年的節日祝賀和衷心問候。

多學習勇實踐 熱愛國家民族
據參訪團成員引述，韓正在會見中指出，

去年7月，在香港回歸20周年重大活動期
間，習近平總書記親臨香港，參加一系列活
動，並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一國兩
制」方針，對香港青年寄予厚望，提出香港
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一重大問題。
他續說，自己日前到大灣區調研，與一
些香港創業青年交談，得知這也是香港青
年和香港社會當前十分關注的重要話題。
是次參訪團從深圳北上到武漢，並乘坐高
鐵到北京的行程後，他對他們此行所定主

題和行程予以肯定，並讚揚港青們此行充
分了解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京津
冀三大國家戰略，是深入了解體察國情資
源的行程。
參訪團成員在會晤後對香港文匯報引

述，韓正副總理在會見中結合了自身體會
勉勵在座港青，人生最重要的是兩件事：
一是加強學習，二是勇於實踐。
韓正表示，年輕人要加強學習。既要充分

學習歷史，同時要學習現代科學技術，要終
身學習，不斷學習，否則就會跟不上社會，
跟不上時代，要在知識爆炸的時代有一種知
識恐慌感。他希望香港青年加強學習，增進
對國家和民族歷史的了解，熱愛我們的國家
和民族，傳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

把握歷史機遇 齊獻力中國夢
韓正並寄語香港青年應該在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這個年輕人的舞台上多實踐。他說，粵

港澳大灣區是年輕人的舞台，整體人口7,000
萬，經濟總量很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三種貨幣，三個關稅區。可以把粵港澳三地
特長發揮出來，粵港澳發展潛力巨大。
韓正指出，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舞台，可
以讓每一個年輕一代的青春夢想得到放
飛，也可以讓港青融入到國家大發展的大
舞台，實現自己的抱負。
他並強調，每一位香港青年都應該把握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機遇，把自
己的奮鬥融入到香港發展，融入到國家發
展，融入到民族復興的事業中；把個人事
業同香港發展、國家發展緊密結合起來，
在報效香港、報效國家中施展才華、實現
抱負，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青年興國家興 青年強國家強
韓正指出，我們國家發展的舞台就是年

輕人的舞台。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
國家強，青年人感到有興趣、嚮往的地方
就是有希望的地方。中國夢是不僅是全體
中國人民的夢，更是年輕一代的夢。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由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接續奮
鬥，必將成為現實。
參訪團團長霍啟剛在會面中感謝國家主

席習近平及中央政府對香港青年的關懷。
在座談中，香港青年代表踴躍發言。他
們表示，通過參訪活動加深了對國家經濟
社會發展情況的了解，增強了積極參與國
家發展的信念。
他們強調，香港青年將高舉愛國愛港的

旗幟，開拓視野、抓住機遇，更好地將國
家所需和香港所長結合起來，為國家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
等參加了會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昨日在會見「國
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

參訪團時，各團員統一身穿淡藍色團服。一身西裝
的韓正尚未落座，就笑道：「我覺得我也應該穿你
們一樣的衣服，穿你們這個團服，現在換是來不及
了，如果早一點知道，我一定會穿一件你們這樣
的。」輕鬆的開場白引得團員們一陣笑聲，瞬間拉
近了港青們與領導人的距離。
這次會見安排了參訪團的6位團員代表發言。他

們表達了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意見和建議。韓正
在最後做總結發言前笑言「我作為第七位代表來發
言」，再次引起笑聲和掌聲。
韓正還在講話中一再表示，年輕人在一起就是格

外有活力，自己很願意參加這樣的活動，感覺自己
也變成了一個青年，增加了許多活力。如此輕鬆的
會見氛圍深得團員們喜歡，大家都讚韓正副總理
「友善又可愛」。
參訪團團長霍啟剛笑說，人民大會堂的氣氛嚴

肅，但韓正副總理十分親切，一出場便令整個場合
變輕鬆，他所說的話更令大家緊張全消。在互動
時，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范童 北京報道

會見各界青年代表訪問團 寄語報效祖國香港

融灣區展抱負
放飛青春夢想

韓
正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范童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昨日在京會見「國家發展戰略與香港青年機遇」參訪團成員。據引述，韓正在會見時表

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而粵港澳大灣區這個舞台可以讓每一個年輕一代

的青春夢想得到放飛。他希望香港青年加強學習，增進對國家和民族歷史的了解，熱愛國

家和民族，傳承愛國愛港光榮傳統；勇於實踐，把握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機遇，

把個人事業同香港發展、國家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報效香港、報效國家的過程中施展才

華、實現抱負，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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