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庆典，担任香港侨界联会首席主

席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兼

职副主席余国春更加忙碌了。25

年来，每年此时他皆如此。

“香港侨界自发组织了各类

庆祝活动。大家都很开心，希望

通过自己的方式表达喜悦，也期

待迎来香港一个全新的未来。”

余国春说，“侨界始终是爱国爱

港的‘铁杆’。”

爱国爱港，对于出生在爱国

华侨之家的余国春来说，从来都

是责任使然。6岁随父辈从印尼

回国落户香港的他，始终记得父

亲当初决定回来创办“裕华国

货”的初衷。“他希望将中国优质

产品经香港卖向海外，这可以增

加国家的外汇。”

发展自己，也要不忘回报国

家，这是从小父亲给他的教育。他

也始终记得，在港英时代，即使面

临阻挠，每年 10 月 1 日，父亲都

会带领公司员工升起五星红旗，

和中华儿女一道喜迎国庆。“时至

今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着。”

余国春说，这几十载，他亲

眼见证了许多香港侨界同胞都

是如此，对国家，对香港，

对故乡，对同胞，始终怀有

淳朴的爱。这是香港侨界

普遍具有的爱国情怀。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融

之地，香港与海外华侨华

人有广泛的联系，因此，香

港也是海外归侨的重要居

住地。余国春表示，不同身

份的归侨汇聚在香港，成

为香港市民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爱国爱港的中坚

力量。

“特别是香港回归祖

国 25 年以来，香港侨界更

加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着。”余国春说，参与国家

发展、推动香港与内地的交流交

往、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

护香港的繁荣稳定……香港侨

界在方方面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不同时期，为了国家，为

了香港，我们侨界都是旗帜鲜

明、不辱使命的。比如在非法‘占

中’的时候，‘修例风波’的时候，

抗击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时

候，我们都敢于担当，积极贡献。

必要的时候，一定要站出来，不

负国家，不负香港。”

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和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香港带来更

大舞台和更多机会，余国春表

示，侨界如何更好地立足香港发

挥作用，也备受香港社会关注。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香港侨界将进一步发挥联

通海内外的优势，凝聚共识，同

心同行，团结壮大爱国爱港力

量，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

讲好中国的发展故事，向世界传

递正面、积极的中国声音。”余国

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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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港两院院士：

身在香港、心怀祖国、放眼世界

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

年的大日子，香港街头的庆回归气

氛渐浓，已悄悄地融入每个角落。

100 多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和香港特区区旗高悬于香港

利东街中庭上空，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25 周年。

6月 16日至 8月 9日，香港

屈地街电车厂至跑马地总站来回

有数辆电车车身张贴出庆香港回

归祖国25周年等广告字样，在闹

市中心穿梭出红火动感。

香港维多利亚港两岸多座

标志性建筑打出“同心庆回归，

同行创未来”等大型标语。大街

小巷都可见庆祝回归的标语和

广告，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路灯杆也换上了新的彩旗，庆回

归气氛渐浓。

香港特区政府于 6 月至 10

月推展“花悦满城”计划，分阶段

在全港各区共 51 个主要公园及

地点进行园景美化工作，包括设

置色彩缤纷的花海、花墙、主题园

圃、迷宫花园等，让市民欣赏色彩

缤纷的园林景点和造型优美的花

艺摆设，感受庆回归的热烈气

氛，见证香港七彩缤纷且多元包

容的文化，喜迎更美好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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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推出庆祝香港回归

祖国 25 周年主题曲《前》，由 28

位香港和内地歌手共同演唱。

为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香

港 26 个省级同乡社团还联合举

办“同乡社团青年千人快闪庆回

归”活动。快闪行动６月17日在

金紫荆广场、乌溪沙青年新村等多

个地方进行，各个社团的 500多位

青年们身着统一服装齐聚一堂，

用嘹亮的歌声、青春的姿态表达

出自己的爱国爱港情怀，为香港

回归25周年增添喜庆。

2017 年 6 月，24 名在港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给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写信，表达报

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发展创新

科技的巨大热情。习近平对此高

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并迅速部

署相关工作。

陈清泉是发起写这封信的

在港两院院士之一。

陈清泉出生在印尼的一个

华侨家庭。1953 年，陈清泉回到

祖国攻读电子工程，后到香港大

学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港，1997 年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示中强

调，促进香港同内地加强科技合

作，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支持香港科技界为建设科

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他强调，要重视香

港院士来信反映的问题，抓紧研

究制定具体政策，合理予以解

决。

“习主席很牵挂、关心香港，

指示的内容很具体。”陈清泉说。

“现在内地科研资金可以过

境香港使用、内地人类遗传资源

过境香港作研究用途获放宽，香

港科学家参加内地科技项目的

规模和力度也提升了。”另一位

参与联名写信的中科院院士、香

港科技大学教授叶玉如说。

叶玉如在香港出生成长，中

学毕业后赴美国深造，取得博士

学位后回港发展，是香港著名的

神经生物学家。

习主席的关心关怀有力激

发了香港科技界报效祖国发展

创新科技的巨大热情。

徐立之对人类基因组的研

究有重大贡献。在他看来，国家

陆续出台的措施对香港的科研

人员有很大帮助。他希望在香港

建立跨领域的研究所，汇聚香港

各所大学的尖端研究学者参加

跨学科研究，按照国家“十四五”

规划纲要定位，将香港打造成一

个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习主席支持香港成为国际

创新科技中心，我们身在香港、

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要利用‘一

国两制’的优势作出更多贡献。”

陈清泉说。

“欣悉习主席将出席香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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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的心情十分高兴、十分激动，

我谨代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暨

百万闽籍乡亲，热烈欢迎习主席，

衷心感谢习主席和党中央对香港

市民的关怀！”全国政协委员、香港

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说。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

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大胜利

召开之年。近几年来，习近平主

席对香港工作作过一系列重要

指示和讲话，极大地丰富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香港

“一国两制”实践指明了航向、规

划了蓝图，受到全港市民的衷心

拥护。

吴换炎认为，当前香港正处

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习主席

将出席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

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

府就职典礼，是对香港社会各界

热切期待的响应，必将有力鼓舞

爱国爱港阵营的士气和信心，必

将进一步增强香港同胞对中央的

拥护和真挚情感，进一步提升广

大市民对香港作为国家一部分的

强烈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1959 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

件发生后，大批华侨来到香港。

为了做好华侨工作，中国银行总

行从福建和广东选调了多位精

兵强将到香港，林广兆就是其中

一位。“工作困难比较大。第一，

香港都是讲广东话的，文件都是

英文的，不会英语就很吃亏。所

以我们要向同事学习广东话，晚

上还要到英语夜校去补习英

语。”

如今，离地不离腔的林广

兆，不仅成为中银的“长青树”，

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培养爱国

爱港人才，关心家乡发展，身兼

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香

港福建商会永远荣誉会长等多

项职务。“福建社团联会原来不

是一个法人组织，我接手做主席

的时候，就把福建社团联会改成

法人组织，这样我们组织架构更

加规范。福建社团联会也得到了

社会的认同，称赞我们是铁军。”

回忆起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的发

展，林广兆如是说。

展望香港未来，林广兆表

示：香港经济开始复苏，最重要

的原因是香港由治及兴，有国家

的支持，习主席也心系香港，对

香港非常关心。香港的“一国两

制”也是非常成功的，我也对香

港是充满信心的，我们要维护香

港的“一国两制”，要维护我们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把香

港建设得更加美丽。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福建社

团联会荣誉主席吴良好，25 年

来一直参与香港福建社团联会

的领导工作，积极参与香港社会

事务。

最令其记忆犹新的有两件

大事：一是，在 2014 年的反占中

行动中，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第一

次发起浩浩荡荡的大游行。吴良

好指出，“他们的声音猖狂，我们

也得发出我们的怒吼”。

二是，在 2019 年的“北角保

卫战”中，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一

众领袖毫不畏惧“黑暴”，第一时

间组织发起“止暴制乱 反独保

家”誓师大会，并创造了警民合

作的一个典范。

吴良好认为，以李家超为特

首的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管治

团队，不仅有坚定的爱国爱港立

场，而且有涵盖了方方面面的专

业人士。今年是良政善治的开局

之年，也是香港回归五十年不变

的后二十五年的开局之年，他期

待李家超领导的特区政府以后

会做的更好、香港的经济发展民

生问题会做得更好。

宏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曾琦说：我是一个香港

人，我更是一个中国人，从移民

到创业，从香港到厦门，我从来

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祖国

坚定不移的信念也从来没有丝

毫变化。

“还记得 1997 年 7 月 1 日，

香港正式回归祖国怀抱，当五星

红旗伴着国歌缓缓升起，我和很

多在场的中国人一样热泪盈眶，

心中自豪之情喷涌翻动：祖国强

大了，我们的腰杆就能挺直了；

国家在心中，做企业就有了使命

感；心中有信念，遇到挫折就不

会退缩。”曾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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