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年前，孙中山先生

出生之时，中华民族正陷入

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150

年后的今天，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连日来，中山、广州、上

海、北京、台北、香港、澳门

等留下孙中山重要足迹的

城市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缅

怀他的不朽功勋，继承他的

革命精神和品格，激励海内

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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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中山精神 同心振兴中华
——两岸暨港澳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11月11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东方IC/供图

11月 12日，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

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

150年前，孙中山先生出生之时，中华

民族正陷入内忧外患的灾难深渊；150年

后的今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

连日来，中山、广州、上海、北京、台

北、香港、澳门等留下孙中山重要足迹的

城市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缅怀他的不朽功

勋，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激励海内

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

缅怀不朽功勋

继承精神遗产

在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的古

民居群中间，赭色砖砌、上下两层各七个

拱门装饰的孙中山故居，因中西合璧的独

特风格而格外引人注目。12日 9时，中山

市党政领导和群众代表在此集合，举行晋

谒仪式。

1866年 11月 12日，孙中山先生出生

于此。他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期间，经常回

乡居住、读书和行医，在此撰写重要文章，

并与朋友共商救国方略。

在广州越秀山南麓的中山纪念堂前，

5.5米高的孙中山铜像巍然矗立，铜像下

白色花岗岩的基座上刻着先生所著《建国

方略》的内容，并被长城造型的花坛衬托，

花卉组成“博爱”字样。

当天9时30分，广东省党政领导及群

众代表肃立铜像前，举行晋谒孙中山铜像

仪式。短暂仪式后，广东省各界纪念孙中

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在中山纪念堂内

举行。

“孙中山一生为实现中国的独立、民

主和富强而努力奋斗。他全身心探索救

国救民的理论，形成三民主义、建国方略

等精神遗产。这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

和伟大的家国情怀，也是我们实现振兴中

华的精神财富。”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原所长林家有教授对记者表示。

同一天，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工作人员一早就将鲜花装点在孙中山铜

像前。曾见证第一次国共合作酝酿等重

大历史节点的上海孙中山故居当天整饬

一新，纤尘不染。

辛亥后裔、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清

晨来到这里拜谒。人群里还有曾经历抗

日战争的黄埔学员及其后裔，他们一同向

中山铜像三鞠躬。

“上海香山路，原来的莫里哀路，曾留

下中山先生的很多足迹。他在书斋中胸

怀家国天下，甚至设计了经济建设、交通

建设的一整套重大方略。”李季平说，中山

先生所倡导的“天下为公”是一种民本思

想，他对民族、国家、人民的挚爱化为“中

山精神”，需要后人一代代传下去。

12日上午，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

近200人在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各界人

士在博爱坊前合影留念，随后拾级登上陵

顶祭堂，在孙中山先生坐像前肃立，行鞠

躬礼。随后，各位代表分别敬献花篮，接

着绕陵寝一周，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不

朽功绩。

在南京的核心地带新街口，重 6.2吨

的孙中山铜像巍然矗立，身穿西装大衣，

右手执杖，神情威严。铜像含基座总高度

达到 11.12米，寓意着先生的诞辰 11月 12
日。

记者在铜像附近采访多位市民，他们

对孙中山及其诞辰或多或少有所了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展现出光明前景，

孙中山先生所憧憬的现代化中国理想，正

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江苏省台办副主任

李卫华表示，每次路过孙中山铜像，这种

感觉都尤为强烈。

传承建设宏图

继续开拓前行

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18号，一

座典型的外廊式建筑分南北两座，静静矗

立珠江边。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虽经百

年沧桑仍保存完好，独特风格彰显其不凡

来历。

孙中山于 1917年和 1923年两次在此

建立革命政权，孙中山大元帅府因而得

名。11日，朗朗有声的讲解不时从楼里传

出，一个名为《孙中山的建设理念与广州

实践》的展览当天在此开展。

展览内容包括“革命基地”“建设宏

图”“市政肇建”“羊城新颜”等。丰富的

图文资料和上百件馆藏文物，重点介绍

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的第三计划：打造

广州成为中国南方大港的伟大构想，以

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的市政建设

成就。

以“孙中山的理想与中国梦”为主题

的学术研讨会于 9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

行。来自海内外的80余名与会学者认为，

孙中山对未来中国发展的主张和设想，可

看作是中国梦的最初蓝图。

“孙中山曾提出‘革命的目的是为众

生谋幸福’‘建设之要首在民生’，他未能

实现的民生主义理想，正在中国今天的建

设实践中逐步变为现实。”东华大学人文

学院副院长廖大伟说。

11日在北京参加纪念活动的台湾抗

日亲属协进会创会会长林光辉认为：“今

日之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足

以告慰中山先生。”

“从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到中国

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蓝图内容不同，但强国与民族复兴

之梦别无二致。时隔一百多年，中国基础

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等都

有了巨大飞跃，但我们仍需不忘初心，继

续增强开拓前行的勇气和力量。”华东理

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俞慰刚

说。

完成先生遗愿

追求国家统一

献花致敬、召开研讨会、举办纪念特

展、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12日，台湾

各界以不同形式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50
周年。

当天清早，位于台北市仁爱路的孙中

山纪念馆的人流比往日增加不少，前来凭

吊孙中山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上午9时
许，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等一行来到纪

念馆大厅，向中山铜像献花致敬，并三鞠

躬。

随后，洪秀柱为纪念特展揭幕。洪秀

柱表示，我们不能忘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精神和奋发图强救中国的理念。“我们在

享受现在生活的时候，历史不能忘记。珍

惜现在才有未来”。

参观展览的 86岁台北市民丁叔君告

诉记者，他几乎每年都会在这一天来到孙

中山纪念馆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我从小就

聆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教诲。先生的理念

和精神，在过去、现在以及以后都不会过

时，对社会建设有积极作用。”丁叔君说。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就提出“恢

复台湾，巩固中华”。他曾三次来台，光复

台湾一直是他的革命政策之一，其著作和

言论中数十次直接涉及台湾和台湾光复

问题，直至逝世前也念念不忘。台湾中国

统一联盟主席戚嘉林指出，孙中山先生一

生对国家统一念兹在兹。面对军阀分裂

割据和帝国主义外侮，他终其一生追求国

家统一。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更应

体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本源，坚持

‘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及其两岸同属

一中的核心意涵，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并最终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戚嘉林

说。

他特别指出，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

国化”政策，其中包括“去孙中山化”，企图

淡化、消泯台湾同胞关于孙中山先生的记

忆，割断两岸精神纽带，改变台湾同胞对

中华民族的认同。面对这一情况，台湾社

会更要珍视“中山精神”作为两岸精神纽

带的作用和意义。

夏潮联合会会长许育嘉认为，我们应

站在两岸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整体利

益的高度看待两岸关系，突破台湾当局造

成的两岸关系困境，稳定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局面，引领台湾同胞走上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

“对孙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学

习和继承他的伟大精神。祖国的完全统

一虽然尚未实现，但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

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包括两岸同

胞在内的所有中国人应当携起手来，共同

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这是纪念孙中

山先生对我们的现实意义。”全国台湾研

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幽燕对记者表示。

团结一切力量

同心振兴中华

香港是孙中山早年求学之地。在辛

亥革命前，香港是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创

建革命机关、创办革命报刊、策划武装起

义的大本营。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等重大事件，都与香港有直接关系。从11
日开始，香港举办多场重要历史文物展

览，在回顾孙中山先生伟大革命人生的同

时，也让香港市民从多个角度感受和学习

他的爱国情怀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香港青年联会11日主办“纪念孙中山

先生诞辰150周年港澳台粤青年领袖交流

论坛”活动。逾百名来自港澳台粤的青年

领袖当天共同缅怀孙中山先生，并于12日
前往中山市翠亨区的孙中山先生故居参

加纪念活动，追访先生足迹。

参加此次活动的香港青年联会主席

吴杰庄说，近来香港有一小部分人提出

“港独”和分裂国家的言论，这从根本上伤

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对于“港独”我们

强烈谴责，绝不容忍。

他说，孙中山的理想是实现中国的统

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未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已经落到了中华

民族的青年身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责任

所在，将孙中山的精神传承下去。

澳门青年创业协会会长黄昇雄也表

示，“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

理想和实践。全国各地的青年都应该团

结起来，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并“担任世界

大同之责任”。

澳门是孙中山悬壶济世之地，更是他

迈入由“医人”到“医国”征程的起点。澳

门各界近日举办多项活动纪念孙中山先

生诞辰150周年大会。

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长林

发钦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足迹与精神在澳

门深深扎根。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

之际，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举办多种大型

的纪念活动，目的就是继续加强普及教育，

让本地居民和世界华人认识孙中山及其家

庭与澳门的渊源，以及澳门的独特角色。

澳门菜农子弟学校校长王国英表示，

澳门作为中山先生的第二故乡和走向世

界、投身革命的起点，应该学习中山先生

胸怀世界放眼天下，为民族复兴、国家统

一去开拓奋斗的精神。

“澳门具有背靠祖国、面向海外的地理

优势，澳门人特别是澳门的年轻人能够学

习中山先生‘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精神，

有担当、有责任，去服务社会、建设澳门、为

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王国英说。

澳门镜湖医院至今保留着许多孙中山

当年生活和革命活动的遗迹。镜湖慈善会

主席廖泽云表示，这是镜湖医院引以自豪

的宝贵财富。孙中山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命运。“大家为

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共同努力，就是对孙

中山先生最好的告慰”。 （据新华社）

对两岸中国人而言，孙中山先生是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

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今天，站在崭

新时代的坐标点上，两岸同胞深切缅怀

伟人,不仅为了纪念，更当继承先生未竟

的志业，体认到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民族

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使命，并

为之携手努力奋斗。

“中山精神”最突出的特点是热爱祖

国，这是两岸同胞今天纪念中山先生最

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在“爱国若命”的革

命实践中，中山先生不但第一个响亮喊

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同时坚定追求和

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国家、民族。他

深知国家统一与民族振兴密不可分，始

终视二者为一体之己任。实现国家统

一，无疑是民族复兴伟业的题中应有之

义。两岸同胞要继承中山先生的爱国精

神，最重要的也正是要将追求国家统一

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山精神”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

忆，先生一生对台湾念兹在兹，光复祖国的

宝岛是他谋求国家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曾在1900年、1913年和1918年三次

到访台湾，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中山先生

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政府，消

息传到台湾，同胞人心振奋，岛内反日斗争

随之高涨。1925年先生与世长辞，台湾民

众哀痛万分，尽管面对日本殖民当局压制，

仍有数千人在台北冒雨参加追悼活动。回

顾中山先生与台湾的“情缘”，祖国从未遗

忘台湾，台湾亦无时不思念祖国。

“中山精神”更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珍

视的宝贵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同胞，

为完成先生遗志奋斗不息。透过历史风

云变幻，可以深切体会到，两岸是不可分

割的命运共同体，台湾的命运与国家的

命运休戚相关。民族强盛，是两岸同胞

之福；民族弱乱，是两岸同胞之祸。1949

年之后，两岸虽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但共同实践着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愿

景。60 多年来，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两

岸同胞要求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与

民族荣光的呼声始终高扬。尤其是

2008年之后的8年间，两岸关系迈入和

平发展轨道，各领域交流、对话与合作不

断进阶、突破，成果斐然。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维护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是一条走向民族复兴、造福两

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继承和践行“中

山精神”，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正

确抉择。

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统一则强，分裂必

乱。祖国统一是人心所向、潮流所趋，不可

阻挡。今年5月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拒不承

认“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及其两岸同属

一中的核心意涵，导致两岸制度化沟通协商

机制被迫中断，两岸交流合作和广大同胞利

益深受影响，“台独”阴影再现台海上空，两

岸各界无不深感忧虑。中山先生曾义正词

严地指出：“提倡分裂中国的人，一定是野心

家。”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岛内一

些政治势力不断煽动“台独”，只求一党一己

之私，罔顾百姓苍生福祉，其心险恶而可

耻。在纪念中山先生之时，两岸同胞更当团

结起来凝聚力量，共同反对或明或暗的各式

“台独”，绝不能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

演，这是攸关两岸亿万同胞切身利益和中华

民族根本利益的责任。

“两岸同胞以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要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台独’分裂势

力，共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而努力，共同创造所有中国人

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

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

会上发出号召，道出了包括两岸同胞在

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当我们回

望历史的星空，感怀于中华民族的风雨

求索，当我们翘盼未来的曙光，激越于中

华民族的复兴梦圆，至盼两岸中国人坚

定信心，并肩担当，携手开创美好未来。

这才是对中山先生最好的告慰。

（据新华社）

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是中国人的共同使命
——纪念孙中山的“两岸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