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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发展面对面》连载⑧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被

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
港珠澳大桥于 2018 年 10 月 24
日正式通车。大桥全长约 55 公
里，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
珠海和澳门，是“一国两制”下粤
港澳首次合作共建的重大战略工
程，有力推动内地、香港、澳门互
联互通和互利合作，成为联结粤
港澳三地的同心桥、互惠桥、圆
梦桥。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一国两制”既坚持了一个国
家的根本原则，又充分考虑港澳台三地的历
史现状，具有很强的灵活度、可行性和生命
力，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
实践反复证明，这一伟大构想是实现国家完
全统一的最佳方案，是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
定、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必然选择。

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
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
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这是《七子之歌·澳门》的感人诗句。
1925年 3月，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了
包括这首诗在内的组诗，将澳门、香港、台湾、
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旅顺和大连）7
个被列强侵占的地方，比作被迫远离母亲怀
抱的 7 个孩子，用哭诉的口吻表达他们离开
襁褓饱受欺凌、渴望重回母亲怀抱的强烈情
感和愿望。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国
破山河碎、同胞遭蹂躏的悲惨历史，所有中华
儿女对此刻骨铭心。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
大代价，中华儿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
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
全统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启了建设自
己国家的伟大征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香港、澳门、台湾与祖国还处于分离状态，
统一大业尚未完成。港澳台同胞与祖国人民
骨肉相连、血浓于水。让三地回归祖国怀抱，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已经深深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
历史意识，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共
同追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各
种努力。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不良企图，解决港
澳台问题受到干扰破坏。针对这种严峻形
势，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进行了果断斗
争和积极工作。比如在台湾问题上，我们通
过“炮击金门”，打掉了国际反华势力搞“划峡
而治”“两个中国”的图谋；比如在港澳问题
上，1972 年 11 月，我国重返联合国不久，就
推动联合国通过决议，把香港、澳门从殖民地
名单中删除，从国际法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
澳门的主权，避免了港澳问题的国际化，从而
排除了外国插手港澳问题的可能性。

祖国的赤诚相待和无私帮助，赢得了港
澳台的广泛民意认同。我们着眼全民族利
益，释放出最大诚意，提出“和为贵”“爱国一

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政策，提出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的主张，连续发表多份《告台湾同
胞书》，争取岛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全
力保障香港、澳门所需物资和淡水供应。那
时，内地的经济也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说：

“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
些，不能后退。”从 1962 年起，内地除了大年
初一之外，每天向港澳开出三趟特快列车，即
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间断。据不完全
统计，三趟快车运往港澳地区的鲜活商品曾
在香港市场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猪牛羊鸡
鸭鹅等活畜禽几乎占到 100%，港澳同胞把
三趟快车称为“生命线”。

这一时期，我们作出了种种努力，让港澳
台同祖国人心更紧了、联系更多了，为祖国统
一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和民意基础；我们
探索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各种方式，为和平统
一方针政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国内
外环境的影响，统一的时机尚未成熟，港澳台
没有回到祖国怀抱。

二、前无古人的伟大构想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会
展中心，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上，米
字旗和港督旗缓缓降落后，五星红旗和紫荆
花区旗徐徐升起。两年后，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门回归祖国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
举行。一晃二十载，回想起那历史性的时刻，
我们至今还心潮澎湃，为实现中华民族百年
夙愿感到无比自豪，被“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的智慧和威力深深折服。

这一伟大构想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尊重
历史，尊重现实，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创造性
科学构想。1978 年 11 月，邓小平同志在会
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
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
些制度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
动。”可见，当时他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已
初具雏形。1982年 1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
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提
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且明确指
出，不仅是台湾问题，港澳问题也同样适用。
后来，他在多个场合对这一构想作了全面深
入的阐释，使之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科学方案。

“一国两制”，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中国
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
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项
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以往人类政治实践
中还从未有过。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香港、澳门实现了和平回归，改变了历史上但

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这是
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
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作出的新贡献。那么，这一伟大构想究竟好
在哪里呢？

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离
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
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基础和底
线，在这个前提下，什么问题都有可谈可议的
空间，离开这一前提，什么问题都别谈。对于
这一点，有一个比方说得非常形象，即香港回
归后，“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现实性和长远性相统一。古人云，欲速
则不达。解决任何问题都要考虑当时当地的
现实条件，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港澳台有其
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状
况，这一构想充分尊重三地历史文化，照顾到
了当地同胞的利益和心理，具有最大限度的
可接受度和适应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港澳
台同祖国交流交融越来越频繁充分，共识也
会越来越多。

一致性和差异性相统一。中华民族同根
同脉，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具有共同
的整体利益。实现祖国统一，符合包括港澳
台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一致利益。但
一致并不等于整齐划一，更不是“我吃掉你，
你吃掉我”，而是求同存异、并行不悖，最终统
一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中。

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成功实践，用无可
辩驳的事实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实现国
家统一的最佳选择，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
得人心的，具有强大生命力。

三、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

浩荡春风起，珠江涌新潮。2019年 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这一消息犹如一股和煦的
春风，吹遍珠江两岸，给香港、澳门繁荣发展
带来了新的无限活力和勃勃生机。

回归以来，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同呼
吸、共命运，克难关、促发展。我们战胜了亚
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等重大风险挑战，出台
了内地居民港澳自由行、在香港建立人民币
离岸市场、开通“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
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重大利好政
策，完成了深港西部通道、广深港高铁、港珠
澳大桥等重大项目，推动港澳各项事业取得
长足进步。面向未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是800多万港

澳同胞的最大福祉，也是祖国人民的衷心
期盼。

政治把准方向。“一国两制”是港澳发
展行稳致远的“方向盘”，无论遇到什么样
的困难和挑战，都必须坚定不移把握好，确
保港澳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国两
制”首先是“一国”，这是根本。我国是单一
制国家，中央对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拥有全面管治
权。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
治权不是固有的，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
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中央对高度自治
权的行使具有监督的权力，绝不允许以“高
度自治”为名对抗中央的权力。在此基础
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
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总之，坚守“一国”
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推动港澳长远繁
荣发展的根本保证。

经济增添动力。香港、澳门只有找准在
国家大棋局中的定位，才能下活自己的“发展
棋”。充分发挥港澳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
特优势，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共建“一带一
路”等为重点，拓宽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的渠
道，共同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同时，多创造条件让港澳同胞来
内地发展，在祖国的广阔舞台上大显身手，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精神凝聚共识。由香港歌手演唱的《我
的中国心》《中国人》，唱响香江之畔，唱遍大
江南北，唱出了港澳同胞拳拳爱国心。港澳
同胞都是伟大祖国的一分子，必须始终与国
家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实现中国梦的征
途上，必须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尤
其要在港澳青年心中深植国家意识和爱国
精神，让港澳同胞与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
的 历 史 责 任 、共 享 祖 国 繁 荣 富 强 的 伟 大
荣光。

四、两岸统一是历史大势

台湾诗人余光中一首《乡愁》，激起了多
少游子对家乡无限眷念和归依，触动了千千
万万人深埋于心最柔软的情愫。1972年，他
在诗歌的第四段中这样写道，“而现在，乡愁
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道出了诗人 20 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忧伤和
无奈。2011 年，他在故乡福建泉州有感而
发，为《乡愁》续写了第五段，“而未来，乡愁是
一道长长的桥梁，你来这头，我去那头”，生动
展现了大陆和台湾密切交流、频繁往来的景

象，以此表达诗人对实现两岸统
一的信心和期待。

海水悠悠、情思绵绵，台湾和
大陆已经分隔70年，但冲破对峙
隔阂、推动交流合作的努力从未
停止。从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到
形成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
统一基本方略，从达成“九二共
识”到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
晤，从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到实现
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从把台湾
当局逐出联合国到坚决挫败各种

“台独”图谋……两岸关系不断取
得历史性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审视两岸关系，
如立高山之巅望大江东去，历史潮流浩浩
荡荡，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入阐释
了我们立足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重大政策主张，集中展示了解决台湾问题
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从习近平总书记
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语中，我们深深感
到，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
所在、民心所向。

和平统一系于民族复兴。两岸迄今尚未
完全统一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台湾
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
而终结”。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脚步的不
断前进，必将创造更加充分的经济、政治、文
化等各方面条件，累积起实现祖国统一的磅
礴力量。民族复兴路上，台湾同胞定然不会
缺席，与大陆同胞共担民族大义，勠力同心共
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和平统一成于融合发展。在历史前进的
洪流中，大陆和台湾命运与共、利益相连，必
须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展望未来，实现统一
大业，最为关键的是两岸同胞心灵相通、协商
沟通、发展联通。特别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应通尽通”的要求，促进“四通”“三化”，率先
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
通气、通桥，推动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
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增
进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

和平统一立于遏制逆流。习近平总书记
用“两个无法改变”“两个无法阻挡”向世人
坚定表明：台湾回归祖国，犹如江河汇入大
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台独”是历史
逆流，在统一历史大势面前，无异于螳臂当
车、蚍蜉撼树，最终都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
得粉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最
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
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
台湾同胞。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
以开创。七十载过去了，无论有多少芥蒂、
多少怨恨、多少割裂，都会在岁月的冲刷中
逐渐消散。面向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互
信总能解开心结，交融总能化解隔阂，和平
总能战胜争斗，两岸必将共同迎来祖国统一
大业的光明前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美好未来。

血 浓 于 水 一 家 亲
——中国是如何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记者与本报
记者管斌 王金虎报道：台风“利奇马”
8月11日北上，于20时50分在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沿海再次登陆。山东严
阵以待，实时监控。辽宁启动全省防汛
Ⅲ级应急响应。台风过后，江苏部分航
班、高铁恢复运行。

“利奇马”穿江苏入海

记者从江苏省气象台获悉，11 日
12 时许，台风“利奇马”从连云港市灌
云县灌西盐场沿海入海。入海时中心
最大风力 9 级。“利奇马”以每小时 25
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
略有增强。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集团公司南
京站获悉，11日起，往杭州、启东、上海
等方向的列车已逐步恢复。当日南京
两大火车站共有 335列原计划 11日停
运的客车恢复开行。因10日台风登陆
对铁路运输秩序的影响及11日部分线
路停运，铁路南京站 11 日仍有 275 趟
列车停运，其中南京南站 131 趟、南京
站144趟。

记者从江苏海事部门获悉，台风
“利奇马”中心北上入海，对长江流域影
响逐渐减小，长江江苏段将陆续解除船
舶交通管制。11 日上午，南京禄口机
场航班起降已恢复正常。

同时，江苏省防指提醒，台风过境
之后，仍需注意防汛。根据当前江苏省
沂沭泗地区防汛形势，8 月 11 日 12 时
起，启动江苏沂沭泗地区防汛Ⅲ级应急
响应。

山东启动救灾应急响应

台风“利奇马”（热带风暴级）的中
心已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沿海再次
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9级

（23 米 ／ 秒），中 心 最 低 气 压 980 百

帕。受其影响，山东青岛、潍坊、日照、
临沂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山东省
应急管理部门于11日启动省Ⅳ级救灾
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相关地市
指导现场救援救灾工作。截至11日下
午15时30分，山东已紧急转移安置群
众10.8万人。

此外，记者从山东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了解到，截至 11 日 16 时，山东
全省有 26 座水库超汛限水位，均已
开闸泄洪。其中，沂河、弥河、中运
河、沭河、大沙河、潍河有明显洪水
过程。

目前，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防汛
抗旱技术专家组全部到位，针对水库超
汛限、河道泄洪、山洪易发等情况已展
开专业会商研判，提出专业意见。山东
省防指先后派出 8 个工作组分赴全省
16 个市现场指导台风防御工作，督促
各地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抓好防御
关键环节。

记者 11 日从山东省公安厅获悉，
全省公安机关已全面启动巡防机制，充
分发挥公安机关突击队、攻坚队的职能
作用，部署全省10余万名警力迎战“利
奇马”，全力以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辽宁全省动员防御风灾

随着台风“利奇马”继续北上，气
象部门预报，辽宁全省大部分地区将
有大雨，局地大暴雨。辽宁启动全省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加强预
警预报、旅游景区关闭、部分地区学校
停课。

在沈阳，全市大中小型河流未出现
明显水位上涨，全市拦河闸坝运行正
常，12 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
运行，各险工险段巡查值守和布控都已
到位。沈阳市要求各防汛单位立即启
动防汛应急预案，全员上岗，布防到位，
提前做好防汛准备。

在大连，记者看到老虎滩渔港里
游览游艇和钓鱼船纷纷上岸避风，一
些小船也在加紧做好防护。11 日，大
连港至烟台、威海航船班期全部取
消。全市 808 支抢险救援队伍集结待
命，52687 名抢险人员随时做好抢险
救援准备。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全面
加强水库、河道、尾矿库、各类企业等
重点部位，以及城区城镇、沿海和海上
及山洪泥石流易发区等重点区域的
防守。

在抚顺，市住建系统6项措施应对
城市内涝，对城市29处积水点，加强值
班巡查，台风期间畅通排水，实施安全
隔离。抚顺县 150 人的应急抢险队伍
到岗待命，各乡镇也成立了不少于100
人的防汛抢险应急队伍。清原县关闭
红河峡谷漂流等旅游景区，并做好游客
的疏导和疏散工作，同时停止涉河施工
作业。

在葫芦岛绥中县，全县高中小幼及
培训机构停课停训。电力部门加强巡
护，保障用电安全，严防路灯漏电伤
人。加强项目工地管理，停止高空和基
坑作业。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抓好防御关键环节——

“利奇马”继续北上 各地区紧急应对

本报北京8月11日讯 记者郭静原报道：立秋以来，我国多
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西南地区东
部等地纷纷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
偏多。受“利奇马”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三天，黄淮中东部、华
北东部、东北地区大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
大暴雨。

气象部门预计，12 日，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有暴雨，局地
大暴雨；13日，吉林西部、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偏南地区、河北东
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加强防范暴雨洪涝
及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

未来三天暴雨仍将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