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天下

8E-mail:bianjibu1515@sina.com 责任编辑/李伟 美编/卫华韵 2022.6.27

本报社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学进路300号 邮政编码：201315 总机：021-38982900转各部门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520080003 印刷：上海界龙中报印务有限公司

■钟华论

时间的巨笔，总是在沧桑巨变中写就

传奇。

历史的感悟，往往在深情回望时更加

真切。

2022年 6月 25日，首都北京发出这样

一条讯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 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

政府就职典礼。

沉浸在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喜庆氛

围中，700多万香港同胞意气风发、心潮激

荡。

25载春秋可鉴，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

旗，在香江之滨猎猎飘扬。25 载岁月洗

礼，中央政府赠送的金紫荆花雕塑沉静祥

和、熠熠生辉。

漂泊的日子实在是太过长久。归来的

游子抖落衣襟上的尘埃，满怀赤诚，紧紧依

偎着母亲的胸膛。25年来，“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香港在

祖国大家庭中同兄弟姐妹一道奋斗发展，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铺展未来

图景，在中国梦的召唤下，新时代的香江传

奇更加壮丽。

（一）
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在香港会展

中心冉冉升起，香港协办北京奥运会、残

奥会马术项目，港珠澳大桥将碧波化作通

途……进入香港特区成立 25周年网上展

厅，一条深蓝色的时光隧道，镌刻着香港

回归祖国 25 年来走过的光辉岁月和 700
多万香港市民的共同记忆。

“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

浪漫依然？”饱含真情的歌词，也唱出了人

心深处的叩问。放眼今日之香港，令人信

服的答案已经写下。

城市发展日出林霏开。背靠祖国、面

向世界，努力打拼的香港同胞创造了新的

发展传奇：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

1.37 万亿港元增至 2021 年的 2.86 万亿港

元，增长逾1倍；对外商品贸易总额2021年
约 10.27万亿港元，较 1997年增长逾 2倍；

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不断巩

固，多年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具

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民生福祉光景时时新。回归以来，香

港文化、康乐和体育设施数量不断增加，男

性和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分别增长 6.2
岁和 5.5岁，成为全球最长寿的地区之一，

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香港市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香江儿女奋发向未来。回归前，香港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可言。回归

后，香港同胞当家作主，香港居民享有比历

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

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家国情怀更加炽

热。“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从

狮子山下到长城之上，艺人刘德华曾感叹：

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自己是中

国人。挺直腰杆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共

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700多万香港同

胞从未像今天这样充满自信、步履坚定。

对外交往好风凭借力。25年来，外国

在港领事机构从 88家增加到 119家，香港

特区护照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国家和地区

由 40个增至 168个，以“中国香港”名义参

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达97个，香港成为20
多家国际法律组织的“落户”之地，越来越

多香港英才在中央政府支持下赴国际组织

任职，中国遍布全球的 270多个驻外使领

馆为香港同胞提供“全天候”的领事保护与

服务，“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后”的庄

严承诺让香港同胞更加安心。

紫荆盛放时，香港正青春。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创造性

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一国两

制”作为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为国际社会

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事实

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

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

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是行得通、办得

到、得人心的。

回望方知行渐远，登高更觉天地阔。

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前进，充满生机活

力的“一国两制”事业，必将挥写更加精彩

的新篇章。

（二）
“香港发展一直牵动着我的心。”5年

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机场对中外记者

的一席话，道出党和国家对香港的深情牵

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从战略和全局出发，对“一国两制”、香

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

署，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取得新经验、实现

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一国’是

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

枝荣”；要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

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

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

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

中央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

从没有动摇，更不会改变。一系列重要论

述为新时代“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

遵循和行动指南。

这是心系香港同胞的民生关怀，让香

港的发展更有温度。从强调以人为本、纾

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

面的突出问题，到要求重视解决青年群体

面临的困难，关心、支持、帮助青少年健康

成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香港同胞的民

生冷暖放在心上，不遗余力地支持香港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

香港市民。

这是着眼长远的制度完善和法治保

障，为香港长治久安筑牢根基。建立健全

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

行机制，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修改完善香

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

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

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

础。

“总有一双臂膀为我们遮风挡雨，总有

一盏明灯为我们指引航向”，回顾香港走过

的不平凡历程，一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这

样感慨。香港正站在“一国两制”实践的历

史新起点上。在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的

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与时俱进，使“一国两制”理论

和实践更为丰满、更加鲜活、更具时代性，

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复兴迈出了新

步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贡

献。

（三）
“这是祖国送给香港的一份厚礼。”6

月22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开幕典

礼。从青铜器、书画名作，到织绣、陶瓷等，

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逾 900件藏品，横跨五

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这场文化盛宴，连接

古今中外，也架起沟通心灵、融通情感的桥

梁。

文脉连着血脉，岁月见证深情。难忘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时，中央政

府出手力挺香港,使国际金融炒家铩羽而

归,香港金融市场得以化险为夷；难忘香港

经济遭受重创而陷入低迷时，中央推出《内

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等一系列政策，加强互利合作，重燃香

港社会信心与希望；难忘非典疫情、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时，中央及时伸出援手助港抗

疫，奏响一曲曲血脉相连、大爱无疆的感人

旋律……

温暖如一，情满香江。一路走来，尽管

有风雨和坎坷，但祖国始终是香港抵御风

浪、战胜挑战的坚强后盾，是香港保持繁荣

稳定的最大底气。

2021年，由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的部

分月壤在香港会展中心展出，许多市民惊

喜地发现，在中国人“可上九天揽月”的圆

梦故事里，也有香港的一份贡献——香港

理工大学研发的表取采样装置，助力嫦娥

五号成功完成月表采样返回任务。民族复

兴的壮丽史诗里，有不朽的香江名句；风雷

激荡的时代风云中，有不变的赤子之心。

在这片海风吹拂的热土上，总有一种

情怀在流淌，那是无法割舍的骨肉亲情，是

刻骨铭心的家国记忆。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

看。”今天，香港市民的一杯清茶、一碗靓

汤，早已离不开内地输送的潺潺东江水。

血浓于水，命运与共。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一个朴实的道理颠扑不破：香港好，

国家好；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四）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6月

24日，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

主席强调发展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发展，才

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

今日之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

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是香港

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

匙。从不断提升竞争力，到破解住房难、贫

富差距大、年轻人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

从强化政府治理能力，到同建关爱共融社

会，都需要在发展中求解。正如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言：香港

的新篇就是希望在5年里创造一个有充分

发展机会而且平稳、安全的香港，通过发展

解决很多方面的问题。

以发展的眼光看香港，依然任重道远；

以广阔的视野看未来，前景一片光明。

紫荆花开正烂漫，乘借东风上青云。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不仅能够分享内地

的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而且能够在国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中占得先机。坚

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在国家发

展大局中找准定位、扮演更积极角色，香港

定能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

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广大市民。

在世界夜景卫星图上，从广州到深圳

再延伸至香港、澳门，是灯光最璀璨的区域

之一。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港珠澳大桥横卧伶仃洋，广深港

高铁香港段开通，香港与内地的路网、口岸

等“硬联通”已打通各个节点，规则衔接、机

制对接的“软联通”不断深化，大湾区“一小

时生活圈”基本形成，《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广州南

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

案》等不断促进合作，互通共融的广度和深

度不断拓展。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

引，香港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跨过深圳河，天地更广阔。”2021年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香港市民普遍认同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能带来益处，大部分受访

者认同大湾区能帮助香港建立增长新引

擎。在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心目中，“粤港

澳大湾区就是一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地

方”；在经济学家看来，“香港迎来了一个最

好的时代”；在外商眼里，“香港是拥有超过

8000万人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这是

世界上拥有更多好机会的地方”……

对香港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

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

遇。“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踏上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新时代中国勇

毅前行、朝气蓬勃，也给香港繁荣发展注入

更加澎湃的新动力。

“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

线，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建。”香港特区政

府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组织创作

的主题曲《前》，唱出了香港市民创造未来

的信心和力量。“心合意同，谋无不成。”拧

成一股绳，铆足一股劲，开拓向前不停步，

新时代的香港充满希望和活力！

天高海阔，气象一新。不久前，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帆船赛在维多利亚港

举行。帆手们乘风破浪、奋勇争先，展现了

香港同胞同舟共济、扬帆万里的精气神。

潮涌香江千帆竞，勠力同心再启程。

回望过去，沐世纪风雨，经百年沧桑，“东方

之珠”在南海之滨绽放异彩。展望未来，

700多万香港市民抖擞精神，续写狮子山

下发展新故事、繁荣新传奇。“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实践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感召和

团结广大中华儿女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香江水澎湃不息，紫荆花永远盛开。

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祝福香港，祝福祖

国！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紫荆花永远盛开

■新华社记者 周欣 陈浩 刘旸

4金2铜，中国花样游泳在国际泳联第

19届世界游泳锦标赛上留下浓墨重彩——

创造在世锦赛的历史最佳战绩。对于中国

花样游泳队来说，世锦赛佳绩不足为喜，她

们希望“在突破中传承，在传承中突破”，目

光已锁定2024年巴黎奥运会。

布达佩斯是中国花样游泳队的“福

地”。2017年世锦赛，中国队首次登上非

奥项目集体自由组合的冠军领奖台；这一

次，中国队更上一层楼，在所有参加的六项

比赛中斩获双人和集体四个奥运项目的金

牌，混合双人也从上届世锦赛的第五、第六

名提升到两枚铜牌。

赛前，国际泳联官方网站预测，花样游

泳霸主俄罗斯队缺席本届世锦赛后，中国

队将成为最大赢家。比赛结果证实了这一

点，很多人惊呼，世界花游进入“中国时

代”。中国花游队教练组组长张晓欢很冷

静：“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年轻的中国队的

进步。站在奥运亚军这么高的起点上出

发，我们肩负着前辈们的梦想，既是压力、

责任，更是光荣和力量！我们要更好地传

承和发展，始终把自己当作最大的对手。”

新老交替 狠抓体能

花样游泳自从 1986年成为游泳世锦

赛正式比赛项目以来，中国队从未缺席，且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世锦赛、奥运会等大

赛的成绩一直在突破：20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姑娘们取得历史性突破，获得集体铜

牌，此后在伦敦、里约、东京连续三届奥运

会摘银，排在俄罗斯之后稳坐世界第二把

交椅。

东京奥运会中国花游收获集体和双人

亚军后，完成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双重换

血”：去年 12月集结时，队内只有冯雨、肖

雁宁和王芊懿三位奥运选手，其余大都是

没有经受过国际大赛考验的新人，平均年

龄21岁；东京奥运教练组只有张晓欢一人

留任。

新人们的“进队第一课”就是提高认

识——“花样游泳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怎

样读懂吃透规则？”国际泳联花样游泳技

术委员会委员刘岩提炼出了“花游五要

素”——体能突破是前提，音乐编排是灵

魂，同步技术是核心，精彩的难度托举和

艺术表现力是突破方向。

队员们遇到的最大难关就是“体能”，

“水上问题水下找，水下不足陆上找”。长

跑拉练、瑜伽、舞蹈、50米潜泳、夹球转体、

双人成套、集体成套、水中拔河……这些东

京奥运周期“玩”过的体能训练，新一代国

家队队员们迅速捡起来，积极配合体能教

练兼科研人员赵丹彤的指导，逐步解决基

础体能和专项体能、体能的水陆转化、运动

员整体竞技能力提升及短板补充等方面问

题，通过精准、定量化的训练提升运动员的

耐力和专项能力，使其迅速达到东京奥运

会成熟阵容的体能标准。

终于，豪约什·奥尔弗雷德游泳馆的户

外泳池，在看台上当地华人华侨自发组成

的强大粉丝团面前，姑娘们一扫训练时的

苦与泪，流露出灿烂自信的笑容。

传承与接力

从运动员到教练员，张晓欢经历过 5
届奥运会和9届世锦赛。看着年轻的队员

们在世锦赛比赛场上绽放光彩，第一次挑

大梁带队的张晓欢心存感激。

“备战世锦赛期间，我们遇到了重重困

难，但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南京体育学院

和北京木樨园体校的大力支持和科学保

障，使我们能够安心训练，顺利参加世锦

赛。”一提起这些，张晓欢的声音就哽咽了。

“我们特别幸运，受益于长期以来各省

市队、国青队的人才梯队建设，奥运后迅速

召集来有实力的新人进入国家队。”

“我们也特别感恩，得到了很多人的支

持帮助，包括我的恩师汪洁在东京奥运会后

退休了，但她依然定期出现在国家队，进行

技术指导和精神鼓励；王芳教练为混双训练

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身兼多职的体能教练

赵丹彤为队员带来了全方位的提升……”

“汪教练始终是我的榜样，让我产生了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希望传承中国花

游人的优良传统，把队伍带向新时代。”张

晓欢说。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赵健认为，在巴黎新奥运周期的第一场

国际比赛中，年轻选手们实现了几代中国

花游人的梦想，也发扬传承了前辈的拼搏

精神，充分展示自己。“我们实现了锻炼新

人、查找问题的参赛目标，看到了队员的进

步和成长，有勇气去迎接充满挑战的未

来。”赵健说。

新周期新目标

布达佩斯世锦赛后，适用于巴黎奥运

周期的花样游泳新规则将正式启动。新规

则更加注重托举难度、动作编排和艺术表

现力，这对于含蓄害羞的中国姑娘来说有

些困难。

张晓欢说：“我们的优势是动作完成质

量，但表现相对含蓄。我们要向着‘更快更

高更强’、更具有表现力和冒险性的方向去

努力，希望借助更多的专业力量和跨界思

维，在音乐、编排、舞蹈、服装设计上有所突

破。”

不可否认，俄罗斯的缺席成就了中国

花游的历史性突破，但中国花游并不纠结

于此。“对手在进步、项目在发展、规则在变

化，我们要积极适应新规则，发挥自己的特

长，做好吃苦准备，巴黎奥运会上才会有更

好的表现。我们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张

晓欢说。 （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26日电）

“在突破中传承，在传承中突破”
——中国花游“远眺”巴黎奥运会

在香港尖沙咀拍摄的香港岛灯光秀。随着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香港

喜庆气氛越来越浓。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