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收看了建党 100 周

年庆祝大会后，最受触动

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中国强大了。中国共产

党是一个立足于人民、依

靠于人民、团结带领人民，

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所

以它必然能获得人民的全

力支持，取得史无前例、举

世瞩目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

中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

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

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愿望，共创民族复兴的

美好未来。我们要以实际

行动，促进两岸交流。

立足于人民
张黎 厦门市政协委员、厦门大学台籍老师

有幸生活在这样伟大

的时代，感到非常自豪。中

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带领中华儿女团结奋进，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让中华民

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

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

丽篇章。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关键一招。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

放发展的脚步不断加大。

回溯上世纪 80 年代初，与

许多华商一样，我回到内

地创业发展，为个人事业

奋斗的同时，也为国家现

代化建设拼搏。

“一国两制”是一项伟

大创举。在“一国两制”方

针指引下，历史遗留的香

港、澳门问题得到顺利解

决，这改变了历史上但凡

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

所谓定式；回归后，港澳在

变与不变中稳步前行，港

澳同胞真正实现了当家作

主，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

候都更加广泛的民主权利

和自由。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是

中国共产党一个新的前所

未有的里程碑！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以人民为中心

的伟大执政理念。百年征

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伟大、光荣、正确

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

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

岁！伟大的祖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和世界带来深刻改变
许荣茂 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

前所未有的里程碑
张宗真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五届政府行政会委员

厦门，是最接近台

湾的地方，也是台胞台

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第一

站。值此建党百年之际，

台胞台商共同见证党的

百年华诞。在聆听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的重要讲话后，许多在

厦台胞台商纷纷表示自

豪与幸运。自豪的是国

家从贫穷走向繁荣，从

弱小走向富强，幸运的

是自己身为中华儿女，

感受到党和国家的关爱

与培养。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经历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

程，在新的百年，中国共产

党会带领我们，从胜利走

向胜利！

鲜艳的五星红旗是革

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它

时时刻刻告诉中国人民：

不忘历史，居安思危，中国

的繁荣与和平来之不易。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

随风飘扬，像是那些先烈

的英魂在注视着这由他们

的血肉身躯所拼搏出来的

解放的、和平的、富强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身为中华

儿女，何其幸也！

从胜利走向胜利
陈岱桦 建霖集团总裁

不忘历史，居安思危
高青卿 九玖通国际货运（厦门）公司董事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强调指出，落实中

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

管治权，是中央对港方针

政策的重要宣示，对未来

“一国两制”新实践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只有落实中

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全面

管治权，才能确保“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才能确保香

港繁荣稳定的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给广大香港同胞

吃了定心丸，也是对境外

反华势力诋毁“一国两

制”、诋毁香港国安法的

言行最有力回击！中国共

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

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

人民根本利益。党之所以

强大，关键是守住了 14

亿多人民的“人心”。香港

回归祖国 24 年来“一国

两制”的伟大实践，特别

是抗击新冠疫情以来中

央对香港的关怀爱护，让

每一位香港人都深切感

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施

政理念，这就是始终坚持

“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

人民谋幸福。举目望去，

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哪一

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

样？中国有共产党是中国

人民之福。中国共产党理

应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

内的 14 亿多中国人民的

衷心爱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一国两制”的论述有三

个要点，这是中央对港方

针政策的重要宣示，对未

来“一国两制”实践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第一，全

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特

区全面管治权。第二，落

实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

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特区

的社会大局稳定。第三，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与祖国命运与共。中

央一直全力支持香港发

展，确保香港保持长期繁

荣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

一”重要讲话，追溯了党

100 年来的发展历程，令

我与一众澳门青年都深

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

民。一百年的时间，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

成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日

的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

大业上比以前任何时期

更有信心及力量，任何人

或国家都阻挡不了中国

前进的步伐、更阻挡不

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

业。

澳门回归 20 多年来，

青年对于祖国的认同感是

与日俱增的，并且已逐渐

形成了“爱国爱澳”的核心

价值观。澳门能有今日的

回归及回归后的繁荣发

展，这根本在于有共产党

的领导。澳门居民能有今

日的幸福生活，这根本更

是在于共产党领导下的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尤

其是疫情期间，中国共产

党与全国人民上下一条

心，不分你我、守望相助抗

击疫情的场面，更让我感

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带

领下，我们才有今日的安

全、繁荣、富强的社会稳固

根基。因此在未来，我与澳

门青年也将持续传承爱国

爱澳精神，拥护“一国两

制”，支持落实“爱国者治

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方针，为澳门未来融入

国家新发展格局，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力量。

给广大香港同胞吃了定心丸
吴换炎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

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吴良好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荣誉主席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
宋碧琪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福建省政协委员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陈聪聪 中国侨联常委、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副主席

中国共产党是“一国

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

者、践行者和维护者。“一

国两制”在港澳付诸实

践的过程中，党和国家

在许多重大会议、决策

和发展规划中赋予港澳

重要功能定位，提供广阔

的发展空间。展望第二个

百年，在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下，在新中国

成立一百年之时，必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作为一名残疾人工作

者，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凝聚为

残疾人事业奋进的力量。同

时作为一名在厦青年金胞，

我企盼能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让中国儿女能携手共创

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在

厦金胞，有幸观看并聆听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我倍感振奋，备受鼓

舞。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的

当下，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怀

抱中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当

下美好的生活，是先烈们用

生命换来的。不论身处何方，

强大的祖国是永远坚强的后

盾。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

耻，砥砺前行，强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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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港澳台同胞强烈反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港澳台同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为能躬

逢盛世感到无比自豪，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取得辉煌成就欢欣鼓舞。

作为一个台湾青年，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

对于青年人的殷切期望让

我备受鼓舞。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

时代，不负韶华！只要我们这

一代两岸青年携手，坚定在

大陆发展信心，一定可以干

大事、干实事，完成民族复兴

的使命，做骄傲的中国人！

7 月 1 日，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金胞

的关注和热议。两岸青年

金胞自收听收看大会盛

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后，备受鼓舞，纷纷

表达自身的爱国之情、强

国之志、报国之愿，希望在

新征程中，为加强中华儿

女大团结、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共创民族复兴美好

未来而奋斗不息。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当

以实现中华民族之复兴为己

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要

主动扛起时代重任，把握历

史机遇，融入发展，为两岸百

姓之健康幸福生活而奋斗。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范姜峰 启达台享创业服务公司总经理

为两岸百姓

之健康幸福生活而奋斗
张阳扬 厦门长庚医院中医科中医师、台湾

台籍陆医医师协会秘书长

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郑晓虹 厦门市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职员

勿忘国耻 砥砺前行
曾华隆 厦门华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综合中新社、福建省委统战部、厦门市委统战部资料）

生于台湾，做中国人，

何其有幸。我是 1992 年厦

门大学第一位正式录取的

台湾籍研究生。到福建定

居三十年了，亲身见证祖

国日渐国强民富。历经百

年沧桑，中国人终于挺直

腰，站起来了。自己虽不是

一名共产党员，但是每听

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和“我的中国心”这

两首歌，心中就澎拜不已、

感同身受。衷心地祝贺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衷心地祝福伟大的祖国繁

荣昌盛、国泰民安。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吴清菊 在闽台胞画家

坚持“一国两制”

港澳写就发展新篇章
施家伦 全国人大代表、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