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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 19日晚出席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
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回归祖
国以来的 20年，是澳门历史上经
济发展最快、民生改善最大的时
期，也是澳门同胞共享伟大祖国
尊严和荣耀感最强的时期。澳门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化，
得益于“一国两
制”方针的全面贯彻，
得益于中央
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得
益于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积极作为
和澳门社会各界的团结奋斗。

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宴会
厅内，
气氛喜庆热烈。18时许，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澳门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和夫人霍慧
芬陪同下步入大厅，全场起立，
鼓
掌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
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
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时隔 5年再次
来到澳门，深切感受到澳门发展
日新月异，澳门同胞当家作主风
貌昂扬向上，澳门特别行政区前
进步伐坚实有力。

习近平指出，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坚持把
“一国两制” 原则要求同澳门实
际相结合，勇于探索和创新，使澳
门“一国两制”实践呈现出许多
亮点：爱国爱澳成为全社会的核
心价值，宪法和基本法权威牢固
树立，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行，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主动，包容
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70年来，
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经过奋发图强、艰苦奋
斗，我国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

越，社会保持长期稳定，创造了人
间奇迹。现在，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大发
展大作为的时代，
也是澳门与祖国
内地共繁荣共奋进的时代。
习近平表示，具有澳门特色
的“一国两制”实践一定能够取
得更大成功，澳门同胞一定能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更大贡献。
崔世安在致辞中表示，在即
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成立 20周年之际，我们怀

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习主席再
次莅临澳门。澳门成功实践“一国
两制”的最宝贵经验，就是全面准
确实施宪法和基本法，其核心是
澳门对国家政治体系、国家核心
价值的准确理解和真心拥护。澳
门发展的一切成就，离不开习主
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大力支
持。我们坚信，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
和全力支持下，第五任行政长官
贺一诚先生必将带领新一届特区
政府和广大澳门居民，继续全面
准确贯彻基本法，
不断推动“一国
两制”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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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与厦门的渊源颇深，很
早就有往来。
” 厦门著名人文学
者、原厦门市文化局局长彭一万
告诉记者，在澳门半岛北部有一
个古村落，名叫望厦，又名旺厦，
据说是明朝洪武十九年开村的，
其与厦门的渊源十分深厚。
“为了考证这个村落与厦门
的渊源，我曾经去过那里多次。
”
彭一万说，据望厦村何氏宗祠门
联，该村有许多人就来自福建厦
门。因此，
“望厦”的命名，有遥望
厦门的含意。此外，谐音“旺厦”，
则有期望厦门兴旺发达之意。
可以说，无论“望厦”，还是
“旺厦”，都蕴含着福建人的思乡
之情，也可见澳门与厦门之间交
流历史源远流长。
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
在。
“如今，
随着时代的变迁，越来
越多的厦门人选择去澳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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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澳门，两颗镶嵌在“海
上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自古
以来就联系密切。如今，随着时代
变迁，两座城市的交流变得更加
频繁，在教育、经贸等领域均取得
了不错的成果。今天是澳门回归
祖国20周年纪念日，记者采访了
多位文化、教育、经贸界人士，为
您讲述厦门与澳门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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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大学澳门校友会成立，为推动
门的福建人都非常重视闽澳之间
澳门与厦门、厦门大学的交流做
的交流和联系，每年厦门的‘9
·8
了许多贡献。近年来，厦门大学与
投洽会’和福州的‘6
·18海峡项
KTUVWXYZ[
澳门高校师生之间的交流越来越
目成果交易会’，大家都会积极参
除了历史渊源颇深，在教育
频繁。仅近三年，厦大已有近200 加。我们与厦门金旅合作，就是在
方面，澳门与厦门的交流也很频
位老师应邀赴澳参加各类学术研
有一年的‘6
·18
’会上碰到的，随
繁。据悉，厦大是中国第一所华侨
讨会或短期学术培训，
100多名学
后一拍即合。
”张明星说，
澳门拥有
创办的大学，其自创办以来就面
生到澳门参加交流。
辐射东南亚和广大葡语系国家强
向南洋招收华侨学生。
今年夏天，
厦大原创话剧《哥
大的影响力，近年来，吸引着越来
资料显示，
1956年，高等教育
德巴赫猜想》在澳门大学上演。该
越多包括厦门在内的福建品牌商
部委托厦大等三所学校负责组织
剧讲述著名数学家、
厦大“科学精
家进入，
未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归国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的补
神” 代表人物之一的陈景润攻克
澳门厦门联谊总会永远会长
考，厦大由此开始了为新中国积
世界著名数学难题 “哥德巴赫猜
曾志龙也表示，在经贸交流方面，
极争取澳门学生回内地投考高等
想”中的“1+2”勇攀科学高峰的
厦门、澳门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其
学校的工作。同年，厦大成立中国
人生故事，也得到了澳门大学师
中，厦门、澳门、金门共同举办的
第一个华侨函授部，主要为南洋
生的热烈欢迎。
“三门”青年论坛，就为三地青年
培养中学师资。
搭建了彼此交流交往、共话创新、
据澳门 《市民日报》 报道， KV\]^_I`abc
共谋创业的重要平台。曾志龙认
1980年5月，
厦门大学复办海外函
澳门与厦门经贸交流也十分
为，澳门与厦门在人工智能产业
授部，吸引了不少澳门同胞参加。 密切。扎根厦门的金龙旅行车有
等方面或有更多的合作空间。
1985年，厦大开始通过联考招收
限公司近年来就与澳门经销商合
澳门晋江青年联合会理事
澳门本科生，后又开始招收澳门
作，打造了属于金旅客车的澳门
长、艺龙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生。
1980年至今，厦大通过函 “朋友圈”。
执行董事蔡思伟说，
福建是“21世
授、联合招考等形式培养澳门本
据厦门金旅客车在澳门的经
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澳门是
专科生、
研究生达1000多人。
销商——
—新雄星集团主席张明星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为
2006年，厦门大学与澳门大
介绍，该公司自2013年开始携手
此，
澳门青年要发挥澳门“葡语国
学建立姐妹学校关系。
2013年，厦
厦门金旅客车共拓澳门市场。
“澳
家联络人”的独特优势，与厦门、
也有很多澳门人来厦门闯荡，并
成就一番事业。
”彭一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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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支持福建“海丝”核心区和自贸
试验区建设，联合开拓葡语国家
市场，
切实推动福建、
澳门、
葡语系
国家三方经贸交流与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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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在厦门生活、奋斗的澳
门商人也非常热衷公益事业。
2017年，由澳门厦门联谊总
会、厦门中澳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厦门中奥游艇俱乐部有限
公司共同捐资40万元修缮的泉上
华侨农场“侨胞之家”，在福建三
明顺利完成。另外，厦门市侨联、
厦门市侨商还积极牵线厦门中澳
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厦门中
奥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捐资10万
元，助建福建宁化湖村镇中心校
“互联网+”侨爱心教室。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澳门企
业家在祖国发展大潮中受益良多，
我 们 十 分 感 恩 ，也 应 该 积 极 回
报。
”在澳门厦门联谊总会相关人
士看来，
随着未来内地与澳门联系
愈加密切，
会吸引越来越多澳门人
参与内地公益事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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