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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香港中學生國情與國民教育讀本》 

延伸閱讀及知識欄 
 

 

 

第２章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延伸閱讀 01： 

《長津湖》 

《長津湖》於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中國上映，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合執導，並由中國

著名演員吳京、易烊千璽、段奕宏、歐豪、朱亞文、李晨、胡軍、韓東君等領銜主演的抗美援朝

電影 。 

 

這部電影主要以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二次戰役——長津湖戰役為背景，講述當中一段波瀾壯闊

的歷史。當時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嚴寒殘酷的環境下，憑鋼鐵意志和英勇的精神，收復了「三八

線」以北的東部廣大地區，體現了志願軍戰士視死如歸、永不退縮的革命精神，為長津湖戰役勝

利作出重要貢獻。 

 

在 2021 年 11 月 24 日，《長津湖》的預售票房已超 56.95 億，超過了《戰狼Ⅱ》，成為中國

影史的票房冠軍，同時掀起一股愛國熱情，在投疫期間為民眾打下強心針。 

 

 

 

延伸閱讀 02： 

 

習近平除了提出中國夢的願景，他更如何帶領全黨將這個計劃付諸行動？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落下帷幕。在開幕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作了

全面的報告，公佈未來五年及之後的發展計劃。習近平在報告中概括了中國發揮全球領袖作用的

目標。這是他一直以來公開宣佈的計劃，特別是在今年的一系列國際活動上。 

 

從 1 月份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到 5 月份的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再到 

9 月份的廈門金磚峰會，習近平的聲音越來越響亮，宣告中國致力於進步、和平、不斷深化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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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決心。很多西方民主國家民粹運動興起，社會秩序遭到破壞，政治對立根深蒂固，政府為

這些問題焦頭爛額。相比之下，中國堅持務實、負責任和創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經濟強勁增

長，政治局面穩定，社會平等進一步擴大。習近平在細數本國取得的成就時說，「中華民族是歷

經磨難、不屈不撓的偉大民族，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人民。」 

 

不過他也警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任重而道遠。「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和「中國夢」這兩個概念高度概括了他的願望，是他第一個任期內頻繁使用的詞彙。習近

平的報告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標題，為「兩個

一百年」的奮鬥目標鋪平了道路。當這兩個宏偉目標實現時，中國將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繁榮先進

的國家之一。第一個目標是到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目標是到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習近平為第二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制

定了具體的時間表。他說，到 2035 年，共產黨將領導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那時，

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生態環境根本

好轉。第二個階段從 2035 年到本世紀中葉，屆時中國將基本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到那

時，他說，「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從未有一個政黨領導人能構

想出如此宏大的計劃，並且親力親為、帶領全黨將這個計劃付諸行動。管治中國需要一個有效的

政治體系，能夠使大量政府機關部門相互配合，構成統一整體。此外，在一個幅員如此遼闊、人

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唯有建立一條清晰的指揮鏈才有可能進行有效管治，而且在處理對外關係

時，這樣的指揮鏈也是一大優勢。 

 

——Elenoire Laudieri Di Biase(埃莉諾·勞迪瑞·迪比亞斯)，習近平主席的中國夢願景，詳見天

大研究院編：《新時代 新思想——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全球評論與報導

選輯》，頁 734-735。 

 

 

 

延伸閱讀 03： 

 

習近平主席如何一直致力打擊貪污，建設一個高效率的廉潔政府？ 

 

為期 16 天的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落下帷幕，創下全國

人大會議最長記錄。最後，習近平以全票再次當選國家主席，並獲得可長期執政的憲法保障。他

在閉幕會上以滿腔熱情宣揚民族主義，暢想中國的美好未來。習近平表示：「中國人民是具有偉

大夢想精神的人民……今天，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我相信，只要 13 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夢想精神，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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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敗鬥爭範圍擴大 

 

今天上午，全國人大通過了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草案，旨在將反腐監察對象從中共黨員擴

大至全體公職人員，從國企非黨員管理人員到鄉村教師均包括在內。來自甘肅的范鵬是一名黨

員，也是一位鄉村教師，他同許多人一樣，在投票中支持成立這一新委員會。他表示，要把反腐

敗鬥爭從中共黨內擴展至整個國家，就有必要制定新的監察法規。如今，所有公職人員均囊括在

監察範圍內。領國家工資的人理應受到適當監督。要消除腐敗，此舉勢在必行。 

 

超級監察機關 

 

不過，有評論人士警告稱，應確保該紀律監察機構始終效忠國家機器。它被稱為「超級反腐

機構」，在打擊腐敗、職務犯罪方面權力極大，可提起訴訟，開展調查，作出懲罰決定，可不經

司法機關批示自行採取最長六個月的留置措施。 

 

提拔支持者 

 

為推行其治國理政方針，習近平在全國人大上提拔了多位盟友，例如由王岐山出任新一屆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一直追隨習近平，在過去五年中執掌中國權力極大的反腐機構。最耐人尋味的

人事變動當屬劉鶴。這位習近平的經濟參謀在政府體系內繼續攀升，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Axel Dorloff(阿克塞爾·多羅夫)，習近平暢想中國未來美好藍圖，詳見天大研究院編：《新

時代 新思想——習近平再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1119-1120。 

 

 

 

延伸閱讀 04： 

 

作為中華民族的兒女，我們該如何編織踐行屬於我們的中國夢？ 

 

2012 年 11 月 1 日，在中共十八大新聞中心啟用儀式上，主持人表示：希望廣大記者向世

界介紹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共產黨，全面真實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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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出生背景、不同成長經歷、不同觀察角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對於一

個全面真實的中國共產黨集中體現在哪些方面，會有不同答案。在我看來，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

共產黨，集中體現在她的「負責任」上。 

 

我出生在廣東潮汕，是戴着紅領巾、唱着「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長大的。我的父親是一

位抗美援朝戰場上的醫護人員，母親是一位基層醫院的後勤人員。從孩提時代起，父母就經常嘮

叨做人做事的道理，反覆講述新舊中國的故事，潛移默化地進行歷史情操與愛國主義啟蒙教育。

我沒有切身經歷過那五千年一遇的悲慘國運民生境地，但僅僅從那上百萬逃離戰亂遠涉他國謀生

的父老鄉親的背影和滄桑，即可感同身受那個年月同胞的無助與無奈，即可感悟理解那個年月人

民的期盼與渴求。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緊要關頭，挽狂

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體現了對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負責任，贏得了人民的敬仰與愛戴。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共產黨開始糾正「文革」時期所犯的「左」的錯誤，實行以經濟

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國家發生巨大變化。上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我到深圳上中學、進大學。

那時的深圳，到處是建設工地，人們忙忙碌碌，只爭朝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向世人展現

了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與自信自強。 1986 年春，深圳漁民村的鄧村長告訴我說，以前日子窮，

村民經常冒險跨過邊境，跑去香港幹活賺錢。現在政策好了，有活兒幹，很多人回來，家家戶戶

蓋起小洋樓，萬元戶不算富。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這是以習近平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中國

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人民對民族負責任的最生動的體現和最莊嚴的承諾；這是最鏗

鏘有力、最富有底氣的「中國聲音」。 

 

世上沒有絕對完美的東西。作為一個從革命硝煙中一步一個腳印成長成熟起來的政黨，中國

共產黨也有過挫折、有過失誤，但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強的自我批評、糾錯、修復能力，

具有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頑強生命力。十八大報告指出：「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

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

危險、脫離羣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新一屆中共中央，抓住問題本

質，迅即出台作風建設「八項規定」，擲地有聲地發出了加強黨建第一個號令。 

 

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 《復興之路》 展覽時強調，每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回顧過去 20 年成長歷程，

我對此深有同感。不管身在何處，開拓何種事業，我始終和着時代的脈搏，與改革開放同行同向，

懷着一顆拳拳的中國心，編織着踐行着我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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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負責任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方文權，我的中國心 我的中國夢——從個人經歷感受中國共產黨是負責任的政黨，詳

見天大研究院編：《中國夢 復興夢——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代後

記。 

 

 

 

知識欄 01： 

鴉片，又叫阿片，俗稱大煙，源於罌粟植物蒴果，屬初級毒品。 

 

知識欄 02： 

道光，是清朝第八位、清軍入關後的第六位皇帝清宣宗愛新覺羅・旻寧的年號。 

 

知識欄 03： 

林則徐（1785 年 8 月 30 日－1850 年 11 月 22 日），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俟村老

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櫟社散人等，福建侯官縣人，中國清代後期政治家、

文學家、思想家，民族英雄。 

 

知識欄 04： 

虎門銷煙，指中國清朝政府委任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東虎門集中銷燬鴉片的歷史事件。此事

後來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南京條約》也是此次戰爭時簽訂的。 

 

知識欄 05： 

大沽口，因位居大沽河（今海河）入海口而得名。位於天津市東南 50 千米海河入海口南岸，

隔河與塘沽相望。西連海河平原，東瀕渤海灣。 

 

知識欄 06： 

通商口岸，是指西方列強通過戰爭等方式，強迫清政府開放沿江沿海等城市作為貿易口岸。

西方通過打開中國市場，對中國進行侵略和掠奪。 

 

知識欄 07： 

洪秀全（1814 年 1 月 1 日—1864 年 6 月 1 日），太平天國天王，清末農民起義領袖，族名

仁坤，曾用名火秀，後來為了避上帝名諱而改為秀全，廣東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新華鎮福源

水村人，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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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欄 08： 

馮雲山（約 1815 年—1852 年），又名乙龍，號紹光，廣東花縣（今屬廣州市）禾落地村人。

漢族，原籍廣東龍川縣石灰窯村。是拜上帝會的始創人之一，太平天國運動初期的重要領袖之一。

自幼喜讀經史、天文、地理，曾參加科舉考試，後在村中設館授徒，以塾師為業。 

 

知識欄 09： 

葉名琛（1807 年—1859 年），字昆臣，自號海上蘇武，湖北漢陽（今湖北省武漢市漢陽區）

人，清朝末期南疆重臣、名臣，官至兩廣總督兼通商大臣，體仁閣大學士，一等男爵。 

 

知識欄 10： 

《天津條約》是清咸豐八年（1858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強迫清

政府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主要包括《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

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 

 

知識欄 11： 

1858 年，根據《天津條約》中的有關原則規定，英法美三國脅迫清政府分別簽訂《通商章

程善後條約》，規定了鴉片貿易合法化；商稅率比 1843 年《五口通商章程及稅則》降低，對一

般進出口貨物按「值百抽五」（5%）抽稅，貨物轉口運銷除徵 2.5%的子口稅外免徵一切內地稅。 

 

知識欄 12： 

圓明園是中國清代大型皇家園林，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始建於 1707 年（清康熙四十六年），

由圓明園及其附園長春園和綺春園（後改名萬春園）組成，也叫圓明三園，有「萬園之園」之稱。

清帝每到盛夏就來此避暑、聽政，故圓明園又稱「夏宮」。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圓明

園被英法聯軍洗劫，為了銷燬證據並將其燒燬，故址現為圓明園遺址公園。 

 

知識欄 13： 

東學黨的創始人崔濟愚（1824—1864 年）是一個不得志的士子，他有感於官方的壓迫和基督

教的擴張，創立了號稱集儒、道、釋精髓而為一的「東學」信仰。朝鮮政府視它為邪教而加以取

締。 1863 年崔濟愚被捕，次年被李朝政府以「傳播邪教」罪處死。 

 

知識欄 14： 

《天津會議專條》又稱《中日天津條約》或《朝鮮撤兵條約》，是指 1885 年（清光緒十一

年，日本明治十八年）4 月 18 日中國清朝政府代表李鴻章與日本明治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在中國

天津簽訂的條約，該條約是為解決上年朝鮮甲申政變所引發的中日衝突的遺留問題而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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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欄 15： 

《馬關條約》是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於 1895 年 4 月 17 日（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

三日）在日本馬關（今山口縣下關市）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原名《馬關新約》，日本稱為《下關

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馬關條約》的簽署標誌着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束。中方全權代表為

李鴻章、李經方，日方全權代表為伊藤博文、陸奧宗光。 

  

知識欄 16： 

孫中山（1866 年 11 月 12 日—1925 年 3 月 12 日），名文，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又

名帝象，化名中山樵，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創立了《五權憲法》。他首舉徹底反帝

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兩千年封建帝制」。 

 

知識欄 17： 

興中會是中國國民黨最早的前身，是孫中山於 1894 年 11 月 24 日在檀香山創建的中國近代

史第一個民主革命團體。宗旨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 

 

知識欄 18： 

中國同盟會，亦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是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一個統一的全國性

資產階級革命政黨。 

 

知識欄 19： 

鄭觀應（1842 年—1922 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偫

鶴山人。廣東省廣州府香山縣（今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

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啓蒙思想家，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者。 

 

知識欄 20： 

《盛世危言》是鄭觀應編成於公元 1894 年（光緒二十年）的論文集。全書貫穿着「富強救

國」的主題，對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方案，在當時是

給甲午戰敗以後沮喪、迷茫的晚清末世開出了一帖拯危於安的良藥。 

 

知識欄 21： 

梁啓超（1873 年 2 月 23 日—1929 年 1 月 19 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

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 

 

知識欄 22： 

《立憲法議》是近代梁啓超創作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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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欄 23： 

《光明日報》創刊於 1949 年 6 月 16 日，是中共中央主辦，以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思

想文化大報。 

 

知識欄 24： 

「兩個凡是」指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

文件抓好綱》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

始終不渝地遵循」。其實質是又延續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阻撓撥亂反正的進行。它違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基本原理，違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在 1977

年 5 月 24 日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知識欄 25： 

《中美關係白皮書》（英語：The China White Paper），正式名稱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注

重 1944 年至 1949 年間》（英語：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又稱《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是由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迪安・艾奇遜

主導發表對國共內戰及中國問題立場的政治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