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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同志对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以及侨务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方针

政策，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阐述。习近平继承了前任领导人的许多侨务思想，包括：华侨华人具有爱

国情怀；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华侨华人是中

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要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等等。习近平侨务思想的重要创新是“根”
“魂”“梦”。习近平的一系列关于侨务的重要论述和指示，对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实现中国梦，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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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Xi Jinping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comments and elaboration about the 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significance，guiding ideology，basic tasks and polici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Xi Jinping has inherited many thoughts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from former leaders，including the ideas

that overseas Chinese penetrate with patriotic feeling，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enjoy a unique opportunity of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a，that overseas Chinese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and that we should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verseas Chinese，etc.. The“ROOT”，“SOUL”and“DREAM”are the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which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and the achievement of Chin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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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对海外侨胞的地位、作用以及侨

务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方针政

策，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阐述。认真学习、探究

习近平有关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刻理解

侨务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最

广泛团结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辑了一本《习近

平同志侨务工作论述摘编（2015 年版）》，其中“重

要论述编”主要内容为党的十八大以来至 2015 年

9 月习近平同志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计

37 篇。“学习参考编”收集的时间是 1991 年 11 月

至 2012 年 10 月，习近平任地方领导、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家副主席期间有 25 篇关于华侨华人方面

的论述。本文选择习近平同志的若干重要论述进

行分析、解读。

1991 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在黄乃裳开垦“新

福州”90 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号召要学习和发扬黄乃裳先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要学习和发扬黄乃裳先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要

学习和发扬黄乃裳先生不懈探索、追求进步的精

神。习近平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爱国

华侨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昌盛作出了巨大贡

献。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积极为

祖国捐资赠物，兴办公益事业，投资合作，为中外

进行合作起了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了海峡两岸的

交往与进步[1]78-84。可以说，华侨华人在推动祖国统

一方面始终是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积极的力量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要让它发扬光大。

1995 年 4 月，习近平发表《“大侨务”观念的确

立》一文，指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应该是全社会都

应该关心参与的大事，它不应该只限于侨务部门。

并且，他具体提出了几个转变：即要改变侨务部门

唱“独角戏”的局面，各级各部门都应参与侨务工

作；鼓励海外华侨华人回国进行交流与合作，引资

创业；不但要做老一代华侨的工作，而且更要做新

一代侨裔和华侨新移民的工作；要打破本土的亲

缘、地缘关系，在更广的范围中寻找新的合作伙

伴；要由主要做国内归侨、侨眷、侨属的工作，转向

国内外兼顾，侨务工作要积极主动[2]。习近平的这

篇文章就是后来学术界和侨务部门提倡的“大侨

务观”的源头，也是我们从事侨务工作研究的指

南。

1998 年 11 月 27 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侨务工

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状

况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是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

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分布在西方发达国家

中的华侨华人，有许多是著名科学家、有一批分布

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高科技领域的中青年科技人

才。充分发挥这支富有爱国情怀的科技力量，对我

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跨世纪侨务工作最具潜力和最富前景

的优势所在。”[1]95 华侨华人中拥有大量科技人才，

我们今天进行深度改革开放，特别要重视华人科

技人才的引进和利用。

1999 年 9 月 5 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福建

同乡恳亲大会上致辞：“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

社会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综合经济实力显

著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福建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海外

乡亲和港澳台同胞的鼎力支持。长期以来，广大海

外乡亲和港澳台同胞心系故乡，为支持家乡建设

做出了巨大贡献。”[1]99-103 海外的侨胞心系家乡的那

种感情，正是中国侨乡获得新发展的重要资源。

2000 年 5 月 15 日，习近平在接受《人民日报》

采访时说：“在世纪之交，福建将进一步做好‘侨’

的文章。比如积极拓展侨务工作的视野和领域，在

继续做好老一代华侨华人工作的同时，着力加强

同二、三代华侨及新区域、新移民的沟通联系与合

作；努力提高利用侨资的水平；引进华侨华人智力

等。”“我们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确

定了福建对外开放首先是对华侨、华人开放的战



略思想。”[3]事实证明，引智引资特别是引进海外华

侨华人的智慧与资金的抉择是完全正确的。

2005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在浙江省侨务工作

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新形

势下侨务工作的决策和部署，要紧密结合浙江侨

情和侨务工作实际，争取认识和妥善处理涉侨工

作方面的五个关系，即侨务工作为浙江发展大局

服务与为侨服务的关系；国内侨务工作与国外侨

务工作的关系；立足浙江籍侨胞与面向全世界华

侨华人的关系；侨务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

系；调动涉侨部门积极性与发挥侨务部门职能作

用的关系。”“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侨

服务，加强广大归侨侨眷的联谊服务工作，是侨务

工作的基础。”“侨务工作的主体在海外，优势在海

外，因此要结合海外侨情的新变化、新特点开展工

作，明确重点、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努力把浙江省

侨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1]123-124 十年过去了，

习近平的处理涉侨的五个关系，将永远是我们从

事侨务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方针。

2006 年 5 月 7 日，习近平在纽约华人华侨欢

迎晚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浙江是中国的主要侨

乡之一。居住在世界五大洲 12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万浙江籍华人华侨，勇于吃苦，敢为人先，团结

互助，在诸多方面卓有建树。如：维护华人华侨的

正当权益，传播中华文化，反对“台独”，促进了居

住地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推动了居住

国与家乡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1]69。华人华侨具

有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是祖籍国的形象代表。

2011 年 12 月 23 日，华人华侨各界举行欢迎

习近平的晚宴。习近平在晚宴上发表重要讲话，他

指出，泰国华侨华人是中泰友好合作的亲历者、见

证者、推动者。他称赞华侨华人为中泰友好事业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希望泰国华侨

华人继续为中泰两国繁荣昌盛、为中泰友好事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69。中泰一家亲，这是中国与泰

国永恒、相同的主题。

2012 年 2 月 16 日晚，洛杉矶华人华侨举行欢

迎习近平副主席访美的“侨宴”。在侨宴上习近平

对旅美华人华侨为中美两国作出的重要贡献予以

充分肯定，同时向美国华人华侨提出三点殷切希

望：他希望华侨华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

居住国人民和睦相处；希望华侨华人利用熟悉住

在国和了解祖籍国的独特优势，与世界各国人民

友好相处；希望华侨华人继续努力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1]147。习近平讲话虽然在洛

杉矶，但是这不仅体现了他对洛杉矶侨胞们的关

爱，也包含了他对全世界华人华侨的关爱。

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最多的国家之

一。2013 年 10 月 4 日，习近平到访马来西亚。马来

西亚各界华侨华人代表举行欢迎午宴。习近平此

时发表讲话，称中马关系快速发展华侨华人付出

了心血和努力，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来华投资兴业，

捐资助学，推动两国文化交流，是中马友谊和合作

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推动者[4]。马来西亚华侨华人

为马来西亚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

习近平主席强调华侨华人为各国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的积极贡献。他在 2015 年 9 月 23

日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招待会上说：今年是美国太

平洋铁路修建 150 周年。150 年前，数以万计的华

工来到美国，当时美国正值建设横跨美国东西部

的铁路，华工用简陋的工具创造了当时的工程奇

迹，华工以血肉之躯铺就了这条通往美国西部的

战略大通道，进而带动了美国西部大开发[5]3。当年

有超过 1.2 万华工到美国修铁路，其中九成来自广

东当时的四邑一带，这是一座华工的历史丰碑。

以上主要是 199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习

近平同志从担任地方领导，再到担任中央政治局

常委和国家副主席、国家主席期间涉侨方面的论

述。习近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华侨华人为中国和居

住国的发展，为福建、浙江的发展做出的重要贡

献。华侨华人能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敢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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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互助。我们要进一步做好“侨”的文章。

二、习近平对前任国家领导人侨务思想的传

承

从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辑的《习近平

同志侨务工作论述摘编（2015 年版）》一书来看，习

近平的侨务论述如此之多，是历史上领导人少有

的。他继承了前任领导人的许多侨务思想，包括：

华侨华人是爱国的，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的独

特机遇，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使

者，华侨华人是中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要

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等等。习近平的侨务论

述对新时期培育、保护、发展侨务资源,巩固统一战

线，实现祖国统一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

1.华侨华人具有爱国情怀

2015 年 9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在颁发“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仪式上发表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

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空前团

结起来，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

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

爱国主义篇章。”[1]71 在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进程中，华侨华人踊跃捐款捐物，参军参

战，用热情和鲜血捍卫了正义一定能打败邪恶的

真理，体现了华侨华人的家国情怀。

2015 年 9 月 23 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

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发表讲话时指出：旅美侨

胞敬业爱国，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70 年前为了

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旅美侨胞捐款捐

物，积极支援祖国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改革开放

以来，旅美侨胞踊跃支持祖国建设，积极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1]125-126。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

初期，国内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方面都很缺乏，许多华侨华人来华投资创业，起

了示范作用。

习近平主席说华侨华人爱国，是继承了前任

领导人关于华侨华人爱国的思想。邓小平认为，

“海外关系是一个好东西”，并认为海外侨胞是爱

国的。这就明确了海外侨胞的爱国性质，这是认识

和处理侨务关系的基础，也是邓小平侨务思想的

认识基础[1]71-72。邓小平对海外侨胞的定位认识，是

在客观、历史地分析了中国侨情的基础上提出来

的，邓小平关于“海外关系是一个好东西”的著名

论断，为侨务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从近代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民

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海外侨胞

始终关注祖国的进步事业，出钱出力。辛亥革命

前，许多华侨携资回国办厂；辛亥革命时,华侨坚定

地追随并大力支持孙中山；抗日战争时期，以陈嘉

庚为代表的华侨为拯救祖国，不惜一切代价，甚至

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侨华人积极投身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捐资助教，发展侨乡经济[6]。

2.华侨华人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

习近平在马来西亚各界华侨华人代表欢迎午

宴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梦的发展将惠及世界，但

首先将惠及邻国。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必将为周边

国家带来更多机遇。他希望华侨华人抓住机遇，奋

发努力，为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进步作出新的贡

献。2013 年 9 月 25 日，习近平在致第十二届世界

华商大会的贺信中说：广大华商应该发挥自身特

点和优势，抓住机遇，关心、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在此过程中壮大自身事业[7]。

习近平继承了前任领导人关于“独特机遇论”

的思想。邓小平把华侨华人看成是中国大发展的

独特机遇，这不仅是对华侨华人的赞扬，也表明中

国应该利用好这一宝贵的侨务资源[1]8-9。这就是邓

小平最著名的独特机遇论。1990 年邓小平在会见

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时说：“我们还有几千

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

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

展起来。”习近平同志认识到，我们有几千万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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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

贡献，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独特资源。

江泽民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机遇论”。他说

小平同志把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作为我们国家

一个独特机遇, 中国的大发展离不开华侨华人，这

非常重要，并且强调要加强同华侨华人的经贸合

作与科技交流，吸引更多的华商来中国投资办厂，

开展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8]。海外华侨华人既是

我国的发展机遇，又是中华民族的资源宝库，还是

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

3.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2014 年 3 月 25 日，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

发表的署名文章《特殊的朋友，共赢的伙伴》中说：

“50 年来，两国人文交流从未间断，推动着中法两

大灿烂文明的交流互鉴，拉近了两国民众心与心

的距离。”[9]2014 年 7 月 3 日，习近平在韩国《朝鲜

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的署名文章中说：坚

持人文交流，搭建友谊桥梁。中国将一如既往鼓励

和支持中韩民间外交和人文交流，广结善缘[1]25。习

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

因互鉴而丰富，文明因包容而发展。”我们应正确

认识文明的差异，理解文化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增

强文明的兼容性和互补性，使世界不同文明之间

取长补短、和谐相处。

长期以来，华侨华人是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

重要角色。江泽民在 1997 年 11 月 1 日会见波士

顿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时说：波士顿有多所世

界著名的大学，是中国赴美留学人员和华人学者

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华侨华人与留学生为祖国

的发展和促进中美人民的友谊发挥了积极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1]39。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许多

华侨华人曾经为美国、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华侨华人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贡献了

特殊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股华侨华人特殊力

量在未来将继续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挥特

殊作用。

2007 年 6 月第四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

期间，胡锦涛于 6 月 20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全

体代表并作重要讲话，肯定广大华侨华人的积极

贡献。他盛赞华侨华人在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积极推进中国统一、传播中华文明方面发挥的积

极作用[10]186。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华侨华人群体

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是推进我国现

代化建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重要力量。

4.华侨华人是中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

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第七

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他指出：作为

中华大家庭的成员，一代又一代海外侨胞长期以

来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作出了重要贡献[10]207。和平统一大业是一项艰巨的

历史任务。习近平继承了三代领导人关于“华侨华

人是中国统一大业的重要推动力量”的重要思想。

1979 年 2 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他为《美洲华

侨日报》题词：“愿你们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

统一大业，作出更多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为了让

国际上了解我们，可以通过华侨华人这个渠道，华

侨华人是一个窗口，是对外宣传的桥梁。他在接见

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人时发表讲话，希望大家

常回家看看，更多地了解国内发展情况，积极发挥

作用，促进祖国的统一和四个现代化建设[1]37。邓小

平清楚地看到，在实现祖国统一和现代化进程中

可以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

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侨务思想中关于祖国统

一的思想。他指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为促进两岸

关系、和平统一功不可没。他希望广大港澳同胞、

海外侨胞为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振兴中华作出

新的贡献，他相信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目标一定

能够实现[11]。

2007 年 6 月，胡锦涛会见第四届世界华人社

团联谊大会代表，指出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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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胡锦涛在中共十七

大报告提出，两岸统一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紧密

团结、共同奋斗。发挥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

中国统一过程中的作用，并号召他们参与到这一

进程当中来，这是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12]14。

尽管华侨华人长居海外，但是他们是维护民族团

结，反对分裂的重要力量，是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的积极力量。

5.要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权益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

立 65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要加强同海外侨胞、

归侨侨眷的联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我

国第三代领导人所倡导的维护海外侨胞的合法权

益的侨务思想。

邓小平多次强调, 要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努

力做好华侨和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他在和华侨

代表的谈话中说：“在这方面,如果做得不够或不合

理的，各位可以经常向我们反映情况，我们有些做

具体工作的人，对政策理解不够。你们有什么事情

向侨办机构反映,他们会帮助你们……。如果做得

不好,你们可以批评。因为有了这个庙,这个庙不灵,

就应该批评。”[12]14 江泽民多次提出维护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问题。江泽民指出，各级侨

联要进一步密切联系和广泛团结归侨、侨眷和海

外侨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及时反映他们的意

见和要求[13]。他要求各级侨务部门“要努力保护华

侨和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广泛团结海外侨

胞和归侨、侨眷。”[12]16 胡锦涛也反复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切实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

益，诚心诚意为广大侨界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坚

持以侨为本，为侨服务[14]。

近年来涉侨经贸摩擦和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我们要加强与侨胞住在国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合

作，妥善处理涉侨经贸摩擦与一些突发事件，我们

既要维护海外侨胞正当合法权益，也要维护国家

关系稳定，这符合侨胞的长远利益。

以上表明，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侨务工作，把

它摆在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位置。习近平同志

从担任地方领导，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

席，再到国家主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

示，这些论述是开展侨务理论研究的理论指导，对

于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把握发展机遇，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三、习近平侨务论述的创新性

习近平侨务思想的重要创新是，“根”“魂”

“梦”。习近平主席两次谈到“根”“魂”“梦”。第一次

是，习近平任国家副主席时，他在 2010 年 7 月 25

日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式

上指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

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

华儿女共同的梦。”[12]16 中华民族讲究一种故乡故

土观念、认祖归宗。海外中华儿女到中国寻根，说

明海外侨胞、华裔对祖籍国有一种强烈的亲近感，

愿意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第二次是，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

联谊大会代表时发表讲话：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15]。由于

具有相同的根，使得海内外中华儿女亲如一家；由

于有共同的魂，使得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心相连；共

同的梦，使得我们志同道合、不忘初心。这三句话

讲出了海外华人的心声，只有牢记中华民族的

“根”，学好中华文化的“魂”，才能实现中华儿女共

同的中国梦。

从“根”说起。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奋进的民

族，这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我们具有共同

的地缘和生活环境，因此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但更重要的是，共同的历史命运把我们联结

在一起、密不可分。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共同的民

族认同意识。中华民族之所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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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这面中华民族发展的伟

大旗帜，海内外中华儿女在这面旗帜下始终自觉

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再说“魂”。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

的魂和精神纽带。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虽历经沧

桑，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文化。多难兴邦，铸就了中华魂。中华民族孕育了

5 000 年的辉煌，5 000 年的历史，留下了璀璨的传

统文化。5 000 年中华文明连续不断，这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财富。中华民族的发展靠什

么？靠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强

大精神支柱。什么才是中华魂呢？“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中华魂，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

发图强的精神。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传承中华文

化，共筑精神家园。

最后是“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

难的民族，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承受了无穷的

灾难。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西方列强和封建统治奋

起抗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

命推翻帝制，使中国人民醒过来了。新中国的成

立，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使得海内外中华儿

女感到无比的自豪[1]137-139。“中国梦”让海外华侨

华人更有底气。实现中国梦，是当代中国高昂的主

旋律和精神旗帜；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而华侨华

人正是实践这“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侨务思想，

是对“中国梦”的具体阐释。习近平主席说：“每个

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

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

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共同为之努力。”习近平主席说：“我坚信，到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

现。”[1]2-4 中国梦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广大海外

侨胞有着赤忱的爱国情怀、雄厚的经济实力，智

力资源丰富，商业人脉广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

要力量。我们也坚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

中，华侨华人也将有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习近平主席的这三句话，说出了我们中华儿

女的心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

女的精神家园。几千年岁月沧桑，几千年文化积

淀，培育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精神。这种伟大的

民族精神，体现在海外侨胞身上，就是吃苦耐劳、

合群随众、团结互助、恋祖爱乡，它是广大海外侨

胞情系桑梓的精神纽带，是自立自强、生生不息的

民族情怀，是推动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向着中国

梦前行的强大力量[5]59。中国梦和“侨胞梦”是相通

的，海外侨胞是中国梦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

者。

习近平总书记侨务论述具有鲜明的特点，习

近平侨务论述结合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努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愿景，传承了我党重视

侨务工作的优良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根、魂、

梦”的思想[16]。习近平侨务论述内容丰富，创新性突

出，指导性很强。

总起来说，199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9 月无论

是习近平同志担任地方领导还是担任中央政治局

常委和国家副主席，期间有大量关于华侨华人方

面的论述。习近平继承了前任领导人的许多侨务

思想。如果说创新，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侨务理论的

新贡献就是，关于“根”“魂”“梦”的侨务思想。这些

论述对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最终实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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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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