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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现实 积极影响滨州

连日来，全国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无比沉痛的
心情，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卓越功勋，深刻感
悟江泽民同志的精神风范。

大家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对江泽
民同志的悼念转化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的实际行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不懈奋斗。

哀思长寄，广大干部群众深情
追忆江泽民同志光辉的战斗的一生

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百年校庆新里程纪念
碑静静矗立。碑文为江泽民同志对母校的寄语：

“继往开来勇攀高峰，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
流大学”。

默哀、鞠躬，前来献花的2021级硕士研究生
张晨怡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作为校史博物馆的
志愿讲解员，张晨怡对江泽民同志参加进步学生
抗日爱国活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等人生经历熟
稔在心。“每一次讲解，我都能感受到江泽民同志
追求真理、为国为民的信念和品格。老学长，我
们永远怀念您。”

原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公司总经
理朱晓明回忆道：“浦东开发初期，一度缺资金、
缺经验、缺项目、缺人才，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的
鼓励让我们不缺情怀、不缺智慧、不缺创业创新
的胆魄。我们非常敬佩江泽民同志的高瞻远
瞩。”

江泽民同志曾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
制造厂。今年89岁高龄的刘人伟曾是苏联援建
一汽专家基列夫的翻译，听闻噩耗，他不由忆及
几十年前与江泽民同志一起工作的情景。刘人
伟说，历史不会忘记江泽民同志对新中国汽车工
业和东北工业基地建设的贡献，他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艰苦朴素的作风、处处为群众着想的高
尚品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广大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亲历者、实践者和受益者。”正泰集团
董事长南存辉说，江泽民同志始终关心民营
企业发展。我们将牢记嘱托，继续坚守实业、
不断创新发展。

1999年5月，江泽民同志来到武汉邮电科
学研究院考察，强调要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必
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深化
改革，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
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
抵御风险的能力。

时任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器件所所长的鲁
国庆说：“江泽民同志锐意推进改革的精神时刻
激励着我们坚持面向世界信息通信发展前沿，努
力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

86岁高龄的中国奥委会原秘书长魏纪中，
追忆起江泽民同志与北京申奥的故事。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当晚，江
泽民同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和天安门广场，与各
界群众共庆这一喜悦时刻。那个情景，仿佛就在
眼前。”魏纪中说，申奥历程激励着中国人奋发拼
搏，现在国家更强大了，人民更自信了，中华民族
更加自强自立、昂扬向上。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
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
中，他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
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江泽
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时代铭记，江泽民同志带领全
党全国人民建立的功勋永不磨灭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并出
席茂名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作
为亲历者，广东茂名高州市根子镇原党委书
记黄武清楚地记得，江泽民同志发表重要讲
话，全场报以长时间掌声。5天后，江泽民同
志在广州听取省委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三
个代表”要求。

“江泽民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
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
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黄武说。

安徽合肥的科学岛上，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党委书记吴丽芳回忆起
1998年江泽民同志来岛上考察时的情景。当时
还是博士生的吴丽芳向江泽民同志汇报了离子
束技术用于诱变育种的情况。“他高度重视科学
技术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鼓励
我们继续进行科研攻关，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
献力量。”吴丽芳说。

江泽民同志与科研人员合影，并为当时的中
科院合肥分院题名“科学岛”。如今，这座不足3
平方公里的小岛，先后建设、运行包括“人造太
阳”EAST在内的多个大科学装置，一批世界级
重大科技成果在这里诞生。

1999年6月，江泽民同志到胜利油田考察，
听取了时任胜利油田计算中心党委书记徐观学
的讲解汇报。“江泽民同志和蔼亲切，听到我们取
得的进步非常高兴，欣然题词‘发扬创业精神，从
胜利走向胜利’。”徐观学说，这激励和鞭策着胜
利油田不断发展壮大，为国家发展提供可靠能源
支撑。

“江泽民同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总是把人
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依据最广大人民根本
利益来检验和推动工作。”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临河区干召庙镇广联村党群服务中心，村民王有
财与村党支部、村委会成员一起追思江泽民同志
给乡亲们带来的鼓舞与温暖。

1990年9月，江泽民同志来到村里参观果
园、了解村民整体收入情况。“江泽民同志鼓
励我们放手地干，指出党的政策不会变，让大
家吃了‘定心丸’。全村稳定实施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村民生产积极性。”王
有财说。

78岁的禹国刚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者之
一。他深情回忆道，江泽民同志支持上海、深圳
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和发展，推动我国金融体
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

“江泽民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
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
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禹国刚说，深交所是
一个窗口和缩影，30多年来，深交所上市公司

数量从“老五股”发展到今天的2700余家，未来
一定要更好发展。

江泽民同志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
量。人们深情缅怀他身体力行推动发展先进
文化。

“江泽民同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
重视，让我们备受鼓舞。”1994年6月，江泽民同
志到福建泉州考察时，观看了南音、木偶戏等传
统文化节目演出，时任泉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陈日
升回忆说，江泽民同志看得很认真，演出结束时，
他和小演员们一一握手，还饶有兴致地试吹了洞
箫。

“当时和江泽民同志握手的那些孩子，很多
后来成了传承泉州优秀传统文化的骨干。”陈日
升说，推动先进文化发展，江泽民同志念兹在
兹。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是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
告慰。

继承遗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团结奋斗

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立新乡，曾是1998年
长江洪涝灾害重灾区。这里的乡亲们清晰记得，
当年灾情最严重的日子里，江泽民同志冒雨来到
圩堤上，查看灾情，慰问群众。

“江泽民同志和我亲切握手，勉励我们上下
一心，大灾之后重建家园，给了群众巨大支持和
鼓舞。”时任立新乡车溪村村委会主任杨长枝动
情地说，“24年过去了，遇到困难我就想到他的
话，精神头有了、干事的劲足了。如今日子过得
越来越好，我们打心眼里怀念他。”

贵阳，黔陶布依族苗族乡骑龙村罗依新寨。
几天来，48岁的骑龙村党支部书记刘其云

悲痛不已。1996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贵州省
考察期间，曾前往罗依新寨看望由老鸦山迁居到
此的苗族同胞。

“江泽民同志心里装着山区的少数民族群
众，装着贫困地区群众的生活冷暖。”当时中专毕
业刚到村锻炼的刘其云记得，海拔1500多米的
老鸦山那时住着23户苗族群众，缺水、无电、没
路。为改变贫困面貌，当地在山下修建罗依新
寨，群众住进砖木瓦房，水、电、路“三通”。

“那时候我们刚解决温饱问题，现在全村年
人均纯收入突破两万元。”刘其云说，“我们要在
新时代继续书写乡村振兴新图景，用更加美好的
生活告慰江泽民同志。”

雪域高原上，藏族同胞深切怀念江泽民同
志。

听闻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84岁的洛桑
老人捧起那张他为江泽民同志敬献哈达的照片
深情回忆。

1998年3月，江泽民同志来到九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时任全国人大代表、拉萨市城关区雪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洛桑向江泽民同志献上一条
洁白的哈达，感谢党中央对西藏各族人民的关
怀。

“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
发步伐”。1999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西部大开
发”战略构想。这项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为西
藏快速发展打开新局面，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
步。

“今天的西藏如江泽民同志所愿，社会和谐
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永远怀念他。”洛桑
说。

南海之滨，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先行区，
洋浦被赋予的各项先行先试开放政策正加快
落地。

“洋浦的建设、发展离不开江泽民同志的关
心关怀。”海南省儋州市委常委、洋浦经济开发区
工委副书记任延新扎根洋浦近30年，他说，“我
们要不负厚望，继续前行，深化改革开放，坚持走
高质量发展道路，把洋浦建设成为海南发展的靓
丽名片、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亮点。”

2006年，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
审定《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曾
参与《江泽民文选》编辑工作的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第三研究部副主任张明杰深感悲痛。他
说：“江泽民同志总是紧紧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和
契机，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
验、寻找路子，脚踏实地而又开拓进取。江泽民
同志的优秀品格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教育和激励
我们。”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对江泽民同志最好的告
慰就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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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4 日电
江泽民同志逝世后，港澳台社会
各界持续以多种形式表达哀悼，
深切缅怀他伟大光辉的一生。

1200多位香港各界人士3日
来到香港中联办设置的灵堂吊
唁。其中，有香港8所公营大学的
校长及署理校长，有香港公务员
和纪律部队代表，有高校学生和
青年代表，有来自创科、工程、体
育、演艺、文化、出版、会计、法律
等领域的人士，还有政团代表、同
乡社团代表、中资企业代表等。

大批香港市民在周末自发前
往香港中联办大楼外献花致哀，
许多市民在吊唁册上写下表达怀
念的话语。香港市民王女士与亲
友一同前往献花。她说，江泽民
主席逝世，令人万分悲痛。江泽
民主席对祖国和香港作出很多重
大贡献，大家永远怀念他。

在香港，一些市民自发建立
吊唁网站，众多市民在网站上献
花、留言，表达哀思。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
表示，江泽民主席领导推进中国
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的一系列准备工作。1997年7月
1日实现香港回归。其后，江泽民
主席多次来港，与香港各界有广
泛接触，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人们将永远怀念江泽民主席对国
家作出的贡献，以及对香港的亲
切关怀和支持帮助。

4日，《大公报》、香港《文汇
报》等香港主要媒体继续刊发大
量文字和不同年代图片，回顾江
泽民主席伟大一生中的重要时
刻。

澳门中联办大楼设置灵堂以
来，每日均有上千民众前来吊
唁。“我以沉痛的心情来追悼江泽
民主席。”吊唁后，珠澳跨境工业
区商会会长陈维炽表示，江泽民
主席逝世是我们国家不可估量的
损失。他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
面，改善人民生活；实现港澳的平

稳过渡、顺利回归，推动“一国两
制”事业不断发展。

“国家好，澳门好；国家发展，
澳门也在进步。”澳门中山小榄同
乡会会长冯小龙说，澳门顺利回
归祖国，发展进入历史新纪元。
澳门各界将持续推进“一国两制”
事业，以告慰江泽民主席。

澳门工商联会会长何敬麟表
示，澳门的发展与成就离不开江
泽民主席的关怀，澳门社会将永
远铭记他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
献，化悲痛为力量，融入国家发展
大局，推进“一国两制”事业行稳
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不懈奋斗。

连日来，台湾各界持续对江
泽民同志逝世表达哀悼。台湾资
深媒体人黄智贤受访时表示，江
泽民主席在任期间，坚持“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方针，坚决遏制“台
独”。面对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
峻的形势，我们更要全力以赴，让
两岸愈加融合，促进国家早日统
一与民族复兴。

台湾企业家郭亚陶表示，江
泽民主席对两岸交流和人民福祉
的关切令人感佩。台湾企业家章
启正表示，江泽民主席的智慧与
远见令人敬佩。他提出了现阶段
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
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有力推动了
两岸关系发展。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李文
勋表示，江泽民主席在任期间坚
持改革开放、推动现代化建设，为
台商在大陆发展营造了良好环
境，让台胞得以分享改革开放红
利，与祖国发展同频共振，在大陆
安居乐业，我深深缅怀他。

台湾企业家李瑞河 1993 年
回大陆寻根、创业。他说，江泽民
主席在任期间，积极推动两岸关
系发展，坚定了他扎根大陆的信
心。近30年来，企业不断成长，自
己的梦想一一实现。衷心感谢江
泽民主席。

港澳台各界持续
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多国领导人继续向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唁电函并通过其他方式，对江
泽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表示，江泽民主席不
仅是享誉国际的中国领导人，更是深受泰国人民
敬重的家人。江泽民主席1999年对泰国进行的
国事访问极大推动了泰中关系发展。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表示，江泽民主席
为促进中国发展、提高中国国际地位作出了杰出

贡献。
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表示，赞赏江泽民主席

对纳米比亚争取独立和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的难以
磨灭的贡献。江泽民主席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
和中国共产党的损失，也是纳米比亚的损失。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表示，巴中关系在江泽民
主席任内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巴西成为第一个
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国家。谨向
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
姆、阿曼苏丹海赛姆、巴林国王哈马德、也门
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马拉维总统查
克维拉、几内亚总统敦布亚、基里巴斯总统马
茂、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穆罕默德、卡塔尔副
埃米尔阿卜杜拉和首相兼内政大臣哈立德、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
等也就江泽民同志逝世向江泽民同志家属、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多国领导人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新华社北京12月 4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江泽民
同志逝世后，海外华侨华人和友
好人士连日来表示深切哀悼。

巴基斯坦华侨华人协会会
长喇杰廉说，得知江泽民主席逝
世的消息，在巴华侨华人非常悲
痛。江泽民主席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推动改革开放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巴华侨
华人将化悲痛为力量，做好自己
在海外的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发努力。

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
会长赵骞表示，江泽民主席是伟
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
出领导者。我们将化悲痛为力
量，为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贡献一
份力量。

土耳其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会长陈伟表示，江泽民主席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
领导者，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
业作出巨大贡献。在土华侨华人
得知江泽民主席逝世消息，心情
十分悲痛。我们深切缅怀江泽民
主席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将继
续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英国华侨华人社团新华联谊
会会长杨汉新表示，得知江泽民
主席逝世的消息，不禁回想起他
在任期间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感慨万千。他说，江泽民主席
1995年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
别纪念会议上发表了《让我们共
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重要
讲话呼吁各国政治家不辜负世界
人民的期望，共同缔造一个更美
好的世界。这番讲话产生了深远
影响。

荷兰旅荷华侨总会会长胡伟
国说，江泽民主席是中国共产党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
献巨大。荷兰华侨华人将化悲痛
为力量，继续为祖国繁荣昌盛贡
献力量。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王俊晓表示，惊悉江泽民主席
逝世，不胜悲痛。江泽民主席为
中国的发展壮大、人民的幸福安
康奉献了毕生精力。他是“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作出巨大贡献。

津巴布韦前驻华大使穆茨万
格瓦发表声明说，我对江泽民主
席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江泽
民主席为津中关系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他是津巴布韦人民的朋
友。

缅甸国际合作部部长哥哥莱
表示，江泽民先生担任中国国家
主席期间，带领中国持续发展，他
的逝世对中国是巨大损失。

泰国副总理兼外长敦曾担任
泰国驻中国大使，并于2001年向
江泽民主席递交国书。敦对江
泽民主席的逝世表示深切哀
悼。他说，江泽民主席在促进中
国经济发展以及提高中国在国
际社会的地位方面所作的贡献
将被永远铭记。泰国人民感谢
他在加强泰中关系方面发挥的
积极作用。

印度全印前进同盟中央委员
会书记德瓦拉詹对江泽民主席的
逝世表示深切哀悼，高度评价江
泽民主席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把中
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国家所作出
的贡献。

（下转第二版）

海外华侨华人和友好人士
对江泽民同志逝世
表示哀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