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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Xi Jinping was being the party secretary of Fuzhou，then to do the national vice president，and is
now be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China，he has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overseas Chinese，and made a lot of dis－
cussion onoverseas Chinese. The main content of Xi Jinping’s paper is：Overseas Chinese has made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in their living country；at the same time，overseas Chinese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China’s development，construction and reform.Overseas Chinese have patriotic feel－
ings，it is China’s precious wealth and resources，can play airreplaceable and speci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of
“Two Centenary Goal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Xi Jinping’s paper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is composed of sev－
en parts；which are the“dedication theory”and“patriotism”and“opportunity theory”，“innovation”and“link
theory”and“advantage theory”and“theory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Earnestly study and understan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ussion on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fo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Chi－
nese affairs，the work of the Feder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strategic position，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unite the Chinese people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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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务

习近平侨务论述的主要内容和构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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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从当福州市委书记，再到当选国家副主席直到当选总书记后，一直关心海外华侨华

人，并作过许多论述。习近平侨务论述的主要内容是：华侨华人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同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华侨华人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华侨华人具有爱国情怀，是

中国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在“两个一百年”建设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习近平侨务论述由七部分

构成其体系。即是“奉献论”“爱国论”“机遇论”“创新论”“纽带论”“优势论”“大侨务论”。认真学习和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刻理解侨务工作、侨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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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习近平；侨务论述；主要内容；构成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25（2017）01-0042-07

［收稿日期］2016-10-13；［修回日期］2017-01-14
［作者简介］李其荣（1954- ），男，湖北洪湖人，丽水学院特聘教授、华侨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研究中

心/国务院侨办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主任、教授。研究方向：国际移民与海外华人。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侨务工作论述研究”（课题编号：15BZQK101）阶段性成果。

2017 年 3 月
第 1 期

八 桂 侨 刊
Overseas Chinese Journal of Bagui

Mar．2017
No．1

- 42 -



近年来，学术界非常重视对习近平侨务论述

的研究。关于习近平侨务论述的学术研讨会，在国

内已经成功举行三届。第一届是 2014 年 8 月 30
日由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五邑大学广东侨

乡文化研究中心在江门市联合主办的全国首次

“习近平侨务论述研讨会”。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

究所所长张春旺表示，本次研讨会是全国首次学

习领会习近平侨务论述的专题会议，也是作为理

论研究的首次会议，是侨务理论界的政治自觉、理
论自觉、行动自觉。习近平总书记的侨务论述继承

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侨务思想，是做好新时

期侨务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五邑大学副校长、广
东侨乡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国雄称，习近平近年

来对侨务工作的重要作用、指导思想、基本任务和

方针政策，对华侨与中国梦等，做过一系列重要的

指示和论述，这对华侨历史、侨乡文化、侨务工作

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
第二届是 2015 年 11 月 24 日，由中国华侨华

人历史研究所和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联

合主办的“2015 习近平总书记侨务论述研讨会”。
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的“根、魂、梦”思想是论述

核心，极具创新性和指导性[2]。
第三届是 2016 年 10 月 22—23 日，由中国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五邑大学中国侨乡文化研究

中心在北京主办的“2016 习近平侨务论述研讨

会”。本次会议有四个特点：一是人员广泛，出席

本次会议的有 2/3 的代表是每届参加，而且本次会

议还邀请了习近平曾工作过的福建、浙江、上海

等地的侨联负责同志参加；二是学科多样性，从

不同角度来解读中国侨务与中国方案；三是会议

上产生思想碰撞，有利于帮助理解习近平的侨务

论述；四是讨论务实，主要是从事侨务工作的几位

领导的发言，结合地方侨务实际解读习近平侨务

论述。
习近平同志对海外侨胞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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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习近平同志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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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侨务论述

习近平从当福州市委书记，再到当选国家副

主席直到当选总书记后，一直关心海外华侨华人，

并作过许多论述。习近平侨务论述的主要内容是：

华侨华人为住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同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华侨

华人是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华侨华人具有

爱国情怀，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在“两个一

百年”建设中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时任福州市委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大侨务”观
念的确立》[3]的文章，该文详细阐述了什么是大侨

务观念以及如何确立大侨务观念，此番论述亦即

习近平早期的侨务思想论述。习近平在该文中首

先对“大侨务”这一观念进行阐释。他指出，“新时

期的侨务工作要打破地域的界限，跳出侨务部门

的范围，使之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大事，成为全社

会共同关心、参与的大事”[4]这就是后来我们经常

主张的“大侨务”观念的源头。
1995 年 12 月，习近平在福建华侨历史学会编

辑的《华侨历史论丛》[5]第八辑的前言中写到：“我

省华侨众多，占全国总数的 1/3，大多分布在东南

亚。华侨出国历史悠久，早始于唐，经历明末清初、
鸦片战争后‘契约华工’和抗战时期三次出国高

潮。有着不同于西方殖民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广

大海外华侨通过长期艰苦奋斗，惨淡经营，逐步发

展，使华侨华人经济与当地国家的民族经济的关

系，水乳交融，是当地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而，如何看待华侨出国史，如何分析华侨华人的

资本形成、发展及其转化，正确论断华侨华人企业

集团性质和发展，正确看待华侨华人经济地位、作
用，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了解侨情、理解侨

心，制定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侨务法规政策，

为进一步调动侨资，运用侨力，提供科学依据。”[6]

习近平同志在 1998 年 11 月 27 日福建省侨

务工作会议上对侨界人才工作做了精辟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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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是世界

著名科学家，有一批分布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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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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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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确，世界

华侨华人中有一大批科技人才，有的甚至是知名

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宝贵财富，我

们要充分加以利用。
1999 年 9 月 5 日，习近平同志在第三届世界

福建同乡恳亲大会的致辞中说：“天涯若比邻，闽

台一家亲。”“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海外乡亲和港

澳台同胞，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家乡的改革开放

与发展，加强与家乡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

海内外各项事业的发展。”[8]

1999 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为

《改革开放与福建华侨华人》[9] 的序言中写到：“海

外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处于甚么

时代，全世界华侨华人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在

一起，始终与祖国同步发展，始终是祖国革命、建
设的重要力量。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但

广大华侨华人无论身处何地，总丢不掉深深的中

国情，忘不了生养自己的那片热土，即使几代人在

海外，还是忘却不了他们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

缘。”“近观 20 年改革开放，福建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之所以能跃居全国前列，实际利用外资能始终

排名全国第三、四位，公益事业保持十分强劲发展

势头，是与我省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对我省改

革开放、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作出的重大贡献分不

开的。到 1998 年底，福建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 270
亿美元，其中 70%源于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闽籍

乡亲在家乡办公益事业捐赠近 70 亿元人民币，极

大地推动了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10]时任福

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为《浓浓赤子情》[11]的序

言中写到：“海外侨胞历来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优势，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

和资源。”“研究海外侨胞历史，既要重视静态研

究，又要重视动态研究。要善于把研究成果应用到

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理论水平，起到资

政、智囊作用，为改革开放服务，为促进祖国统一

大业服务。”[12]

2009 年 12 月 15 日，习近平副主席在日本进

行正式访问，在东京出席了由日中友好七团体及

侨界四团体举行的欢迎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他在

讲话中向旅日的六十余万华侨华人长年来为促进

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并邀请

大家“常回家看看”。[13] 邀请六十余万旅日华侨华

人“常回家看看”，要求华侨华人加强和祖籍国的

联系。海外侨胞虽然身在海外，但与中国有着剪不

断的情缘。
2010 年 7 月 25 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在海外华裔及港澳台地区青少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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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梦是凝聚

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的无穷精神动力。
2011 年 6 月 17 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了出席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第二届

会员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他说，“中国侨商投资

企业协会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具有重要意

义，标志着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力量不断壮大，

凝聚力、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他指出，“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是历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宝贵资源，

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

独特优势。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为中国社会主义

革命、建设、改革做出了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历

史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中，广大侨胞、归侨侨眷做出了新的贡

献。”[15]这充分肯定了侨胞和归侨侨眷对我国的重

要作用。
2011 年 12 月 23 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曼

谷出席泰国华侨华人各界举行的欢迎晚宴并致

辞，习近平说，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发

展、为中国与世界的友好合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泰

国华侨华人众多，能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也为泰

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泰国华

侨华人见证了中泰友好事业的发展，并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16]。2012 年 2 月 16 日

晚，洛杉矶华侨华人举行欢迎习近平副主席访美

的“侨宴”[17]。对此，习近平副主席专程前来看望侨

胞并出席“侨宴”。期间，他一方面充分肯定旅美华

侨华人为中美双边关系所作的贡献；另一方面，向

美国华侨华人提出殷切希望，他希望华侨华人要

与住在国人民和睦相处，继续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18]。这不仅是对洛杉矶侨胞们的

关心和关爱，也是对全世界华侨华人的关心、关爱

和重视。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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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展览时讲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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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梦的

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

政府秉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了实现

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所有的力量，坚持特色社会

主义中国道路。中国梦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是引

领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9 月致第十二届世

界华商大会的贺信中指出，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

人在海外艰苦创业，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人

民和睦相处，为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

积极贡献。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也

得益于广大华侨华人。华侨华人具有资金、技术、
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华侨华人用自己的

汗水和智慧，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共同愿景”，“为广大华商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20]。
习近平表示，实现中国梦，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的共同愿景，它不断为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利

益，同时也为广大华商施展抱负提供了广阔舞台。
我们要深化改革，依法保护华商的投资兴业权益，

鼓励和支持广大华商为中国发展作贡献。习近平

希望广大华商把握机遇、发挥优势，积极关心和参

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动中国人民同

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合作，同时在互惠合作中实

现华侨华人自身事业更大发展[21]。
2013 年 10 月 4 日，习近平在马来西亚进行国

事访问，出席吉隆坡各界华侨华人欢迎午宴。习近

平在致辞中表示，马来西亚是海外华侨华人聚居

最多的国家之一。称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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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说中国

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
力前行，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同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对世界发展有利，当然首先是惠及邻国。
他希望“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朋友抓住机遇，继续发

挥优势，促进中马合作，实现自身事业更大发展，

为中马共同发展多作贡献，为中马友好大业再立

新功。”[22]

2013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

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留学

人员“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有生力量”。他希望广大留学人员把自己

的梦想与“中国梦”结合起来，把爱国爱乡的情感

与行动统一起来。为此，习近平主席希望广大留学

人员坚守爱国主义精神，矢志刻苦学习，奋力创新

创造，积极促进对外交流。并且给各级党委和政府

提出了要求，这就是“要健全工作机制，增强服务

意识，加强教育引导，搭建创新平台，为留学人员

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23]

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第

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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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赞赏华侨华人

为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促进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

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并且希望广大海外侨胞运

用自身优势和条件，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

力出力，有智出智，团结一心，努力奋斗[24]。
2014 年 10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在致集美校

友会的信中写到：“值此陈嘉庚先生诞辰 140 周年

之际，我谨对陈嘉庚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向陈嘉

庚先生的亲属致以诚挚的问候。陈嘉庚先生是‘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我曾长期在福建工作，对陈嘉

庚先生为祖国特别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

身感受。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

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

艰苦创业、自强不惜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

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

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陈嘉庚先生

等前辈先人的毕生追求。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

‘嘉庚精神’，身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

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25]

2015 年 9 月 23 日，习近平出席了美国侨界欢

迎招待会。习近平主席说：“长期以来，广大旅美侨

胞秉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顽强拼搏、艰苦创业，

在实现人生梦想的同时，也为美国发展繁荣作出

了贡献，赢得了美国人民尊重”。他强调：旅美侨胞

有着勤奋敬业的优秀品质，也有着爱国爱乡的优

秀传统，你们情系桑梓，关心祖国前途命运。旅美

侨胞是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最后，

他鼓励旅美侨胞“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推动当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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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发展；希望广大侨胞发挥学贯中西、融通中

美的优势，为中美互利合作牵线搭桥；希望大家积

极主动宣介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26]

二、习近平侨务论述构成体系

从习近平的侨务论述可以看到，习近平侨务

论述由七部分构成其体系。笔者试图在体系归纳

上有所创新。
一是“奉献论”。他强调华侨华人为各国经济

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比如：他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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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的华工飘洋

过海来到美国，参与建设这条横跨美国东西部的

铁路。他们拿着简陋的工具，在崇山峻岭和绝壁深

谷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往

美国西部的战略大通道，创造了当时的工程奇迹，

带动了美国西部大开发，成为旅美侨胞奋斗、进
取、奉献精神的一座丰碑。”[27]

二是“爱国论”。广大海外侨胞与祖（籍）国有

着重要的情感和文化纽带，海外华侨华人推动了

中国的繁荣发展，功不可没。2013 年 10 月 4 日，习

近平在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在吉隆坡出席马

来西亚各界华侨华人欢迎午宴上说，“马来西亚华

侨华人是中马友谊和合作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

者。你们到中国投资兴业，捐资助学，推动两国文

化交流，为中马关系发展牵线搭桥。没有华侨华人

的努力，就没有中马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28]

三是“机遇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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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多作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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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华商

把握机遇，发挥优势，积极关心和参与中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在互惠合作中实现自身事业更

大发展。
四是“创新论”。2013 年 10 月 21 日，习近平在

欧美同学会成立 10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希

望广大留学人员奋力创新创造。他认为，“创新是

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

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29]他希望广大留学人员“积极投身创新创造

实践”。
五是“纽带论”。2014 年 6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代表时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有

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
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

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

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希望大家继续弘扬中

华文化，不仅自己要从中汲取精神力量，而且要积

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

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六是“优势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华侨华人

具有“资金、技术、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
谈到留学人员，习近平认为，广大留学人员不但具

有国内人际关系，而且在海外接受了世界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经验丰富，留学生可以成为

许多外国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桥梁，同样中国

人也可以通过留学人员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
七是“大侨务论”。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发表《“大侨

务”观念的确立》一文。侨务工作不仅是侨务部门

的事，而且是全党和各级政府都应该管的大事，打

破部门和地域界限，号召全社会参与近来，这就是

“大侨务论”。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健全工作机

制，增强服务意识，加强教育引导，搭建创新平台，

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
我们要大力涵养、努力维护、有效使用侨务资源，

把握新机遇，谋求新发展。
由上可见，习近平从以上七个方面肯定了华

侨华人的作用和优势，海外侨胞对居住国和祖籍

国都作出了奉献，海外侨胞本质特征是爱国的，中

国的发展需要华侨华人，这对华侨华人来说也是

发展的机遇，华侨华人具有创新思维，华侨华人具

有独特优势，可以在中外之间起到纽带作用，今天

我们要做好侨务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

这就是大侨务观念。

三、习近平侨务论述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侨务论述具有时代性和创造性，对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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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有全球视野和

国际眼光，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结合侨务工作实

际，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一）涵养侨务资源，构建大侨务发展格局

习近平早在 20 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提出大

侨务观念。今天世情、国情、侨情都在发生变化，我

们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侨务工作实际出发，

按照“培育、开发、利用、保护”的八字方针，涵养侨

务资源，全心全意为侨胞服务，从多方面促进侨务

资源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找准侨务工作为国家大局服务的切入

点和着力点；要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更加注

重侨务资源涵养、维护和利用的有机统一，在现有

工作基础上构建大侨务发展格局；要加强统筹协

调、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在更高层面发挥政府侨

务部门对侨务工作的主导作用，推动构建大侨务

工作体系[30]。
李海峰指出，海外侨胞是全国各地共同享有

的宝贵资源，只有树立“大侨务”观念，打破省籍地

域局限，真正认识并充分发挥侨务工作的巨大优

势，才能释放出它蕴藏的巨大潜力；侨务工作对象

多元，涉及领域和地域广阔，只有坚持“大侨务”观
念，以开放的理念，整合协调社会各方面资源共同

办侨务，侨务工作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广[31]。

（二）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的努力。同样，也需要凝聚侨心、侨力，让海外侨胞

同圆共享中国梦。要实现中国梦侨胞梦，和谐侨社

建设是汇聚侨胞力量的牢固纽带，谋求侨胞福祉

的可靠途径，实现侨胞梦想的坚实根基[32]。以“根、
魂、梦”凝聚海外侨胞力量成为指导侨务工作的重

要论断。广大海外侨胞有着赤诚的爱国情怀、雄厚

的经济实力、丰富的智力资源、广泛的商业人脉，

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今天的中国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这其中华侨华人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最大限度地凝聚侨心、发挥侨力，是中国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是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的

需要；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和国家“软实力”的需要[33]。为实现中国梦，今天我

们更加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同德、齐心协力、
共同奋斗，形成实现民族梦的强大合力。

（三）发挥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独特作用

“一带一路”是目前中国的大战略。经过三年

的努力，“一带一路”建设扎实推进，梦想的引力让

中国与世界携手前行。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100 多个国家和国家组织的支持和参与，“一带一

路”正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华侨华人占海外华人总

数的一半以上。“一带一路”连接海外华侨华人，与

华侨华人的发展息息相关，事实证明：海外华侨华

人是连接所在国与中国的桥梁，是非常重要的合

作伙伴。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为海外华侨华人提

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也

是“一带一路”建设目标实现的推手和纽带，其作

用不可替代[34]。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我

们应该充分考虑华侨华人的积极因素和重要作

用。

（四）发挥华侨华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参与作用

2016 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亟待加强全球经

济治理，但是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提出“美国优

先”，区域化走向分裂，全球陷入迷途。欧洲自顾不

暇，美国战略收缩，在这样的背景下，需要新的力

量、新的方案引领全球治理迈向新阶段。中国是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方案将为全球化注入新动

力。共同的目标需要共同的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

中应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我们将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顺应时代潮流，

坚持“四个自信”，充分发挥华侨华人的特色和优

势，务实创新，为弘扬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建
设美好世界作出积极贡献[35]。

综上所述，从习近平侨务论述中可知，在习近

平看来，华侨华人在实现中国梦和“一带一路”战
略的进程中，可以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总起来

看，习近平的侨务论述，阐述了新时期中国的侨情

思想，重视侨务工作的思想，利用侨务资源的思

想，维护侨胞利益的思想，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同祖

国人民一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的思

想。我们今天要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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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稳中求进，扬帆驶向新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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