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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连日来，海外华侨
华人和国际友好人士纷纷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
示深切哀悼。

克罗地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陈映烈
说，得知江泽民主席逝世的消息，心情非常沉痛。
江泽民主席是中国的卓越领导人，他坚持改革开
放政策，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成功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他领导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实现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大大提高了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表示，江
泽民主席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在担任中国国家
主席期间，江泽民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毫不动摇坚
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中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江泽民主席的逝世是中国的
巨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东部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暨东部非洲
中国总商会主席韩军说，江泽民主席在任期间曾
对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并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
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中国驻肯机构的代
表，作了重要讲话，坚定了我们扎根非洲的决心。
他永远活在海外华侨华人心中。

土耳其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李木子对江
泽民主席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他说，江泽民主席
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
放。加入世贸组织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揽全局、与时俱进的
远见卓识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信心。

斯里兰卡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张旭东说，全
体在斯华侨华人对江泽民主席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江泽民主席为推进中斯双边关系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是斯里兰卡人民的好朋友。

中国—马尔代夫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莫芮德
说，江泽民主席一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辛
勤付出，我们对他的逝世深感悲痛，他的卓越领
导力和高尚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

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表示，江泽民主席对
马中关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他于 1994年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
问，并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同马来西亚领导人会晤交流，推动两国经
济贸易及其他领域合作，加强双边关系。江泽民主席始终强调改革
开放是强国之路，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他的逝世，是中国人
民的损失。

全美华人协会会长乔凤祥说，对于江泽民主席逝世，海外侨胞
感到非常悲痛。他说，江泽民主席是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深
得中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爱戴、敬仰和尊重。

连日来，国际友好人士也纷纷对江泽民主席逝世表示深切哀
悼，称赞江泽民主席成功带领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举世瞩
目的成就，为推动中国与多国双边关系稳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越共中央委员、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表示，越南党、国家和人民
将始终珍视并铭记江泽民同志为发展两党两国关系所作出的巨大
贡献。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说，江泽民主席以他的重要思想为中国
发展作出贡献，我对他的功绩表示敬意，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表示，1998年，江泽民主席对日
本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
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二阶俊博在回忆自己的访华经
历时说：“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热情接待我们的情景仿佛就在
昨天。”

斯里兰卡外长萨布里表示，得知江泽民主席逝世的消息，深感
悲痛。斯里兰卡外交部在其官方账号上对江泽民主席的逝世表示最
诚挚的哀悼，表示“他始终是斯里兰卡的真正朋友”。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表示，江泽民主席的逝世令我非常悲痛。
江泽民主席对国家的奉献将被牢牢铭记。他是新加坡的好朋友。我
们深切感念他为两国关系再上层楼所作贡献。

泰国前副总理披尼、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日前赴中国驻泰使
馆吊唁江泽民主席。披尼对中国失去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表示深切哀
悼；谢国民称赞江泽民主席为中国和世界作出的贡献。

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日前撰
文说，江泽民主席为中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在江泽民主席任
内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这届夏季奥运会被视为中国不
断融入世界的一次盛会。

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同江泽民主席会面。
他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时表示，他同江泽民主席
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双方有分歧，但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这
是一种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

美国国际问题专家、《全球策略信息》杂志社华盛顿分社社长威
廉·琼斯说，江泽民主席带领中国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他为中
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将被长久铭记。

科威特网络媒体《阿拉伯人》报总编、政治分析师法沃兹·巴哈
尔说，江泽民主席逝世的消息让人非常悲伤。江泽民主席成功带领
中国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提
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加强了各领域合作。江泽
民主席有关不同文明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彼此借
鉴，取长补短等论述为阿中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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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近
日，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斯
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瓦努阿图
总统武罗巴拉武和总理卡尔萨
考、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
特、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和国际竹藤组织负责人等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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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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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12月5日电 近
日，俄罗斯、古巴、美国、法国、英
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
亚、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白俄
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巴西、墨西
哥、委内瑞拉、阿根廷、巴拿马、
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尼加拉瓜、
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牙买加、巴巴多斯、巴哈马、汤
加、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所罗门
群岛、德国、意大利、荷兰、奥地

利、瑞典、冰岛、拉脱维亚、爱尔
兰、卢森堡、捷克、西班牙、爱沙
尼亚、波兰、希腊、塞浦路斯、斯
洛文尼亚、比利时、挪威、阿尔巴
尼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120多
国驻华使节和上海合作组织秘
书长赴外交部吊唁，对江泽民同
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使节们
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推动中
国和相关国家关系发展、维护地
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所作的重
要贡献。

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对江泽民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
负责人吊唁江泽民同志

12月5日，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

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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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的遗体在北京

火化。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到八宝山，首都各界群众纷纷来到沿途道路两旁，送别敬爱的江泽民同志，表达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11月 30日下午，敬爱的江泽民
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江苏大地笼罩
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江苏是江泽民
同志的家乡。连日来，家乡广大干部
群众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以各种形
式悼念江泽民同志，深切缅怀江泽民
同志的卓越功勋和崇高风范。

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悲痛化作前
行的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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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

“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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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人足迹长留江苏大地

江泽民同志一直十分关心江苏
的发展，曾多次到江苏视察，深入基
层一线调查研究，作出一系列重要指
示。追忆伟人足迹，江苏干部群众对
江泽民同志满怀崇敬，无比眷念。

1991年夏，江苏遭遇百年不遇的
特大洪涝灾害，心系灾区群众的江泽
民同志专程赶到苏州，先后前往吴江
太浦闸、市区胥门变电站考察灾情。

“江泽民同志看得很细致。当听
到我介绍胥门变电站积水距10千伏
开关间隔下出线带电部分仅 8厘米
左右时，他还特地半蹲着看了一会，
仔细询问洪水对变电站内设备的影
响。”86岁高龄的原苏州供电局局长
马衍修，至今难忘 30多年前江泽民
同志视察时的细致入微和专业素养。

江泽民同志曾担任电子工业部
部长，为我国电子工业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作为拥有80多年历史的国有
综合性大型电子企业，中电熊猫备受
江泽民同志关心，他曾多次到企业视
察并作出重要指示，1996年 10月 18
日还为“熊猫”建厂 60周年、创牌 40
周年题词。

“发扬老企业的光荣传统，探索
大公司的发展新路。”在江泽民同志
关怀激励下，“熊猫”大力实施整合重
组，积极推动转型升级，逐步发展成
为我国电子信息行业的骨干力量。
近年来，“熊猫”研制生产的产品装备
相继在奥运安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阅兵、建党100周年等国家重大活
动，以及“神舟”系列、北斗导航等重
点工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企业负责
人表示，面向未来，“熊猫”将聚焦高
新电子、智能装备与智能制造两大核
心主业，努力在“服务国家、奉献国
防”中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江泽民同志十分关心江苏跨江
大桥建设，为多座跨江大桥亲笔题写
了桥名。2000年 10月 20日，江泽民
同志出席润扬长江大桥奠基仪式。
这座跨江大桥，对镇江市丹徒区世业
洲居民有着非凡的意义。回想大桥
通车前后，全国人大代表、镇江市丹
徒区世业镇副镇长聂永平记忆犹新，

“世业镇作为‘孤岛’的日子一去不复
返了，那几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南与镇江市区一水之隔，北与扬
州隔江相望，润扬大桥开通前，轮渡
是世业洲居民仅有的出岛方式。“汽
渡过一次江要一两个小时，夜间汽渡
还停运，居民生产生活极不方便。”聂
永平回忆，2005年通车的润扬大桥
穿洲而过，并有双向通道与世业洲相
连，岛上居民到镇江市区开车只要
20分钟。大桥带来的不只是出行方
便，还为全岛居民开启生态美、环境
优、幸福感强的美好生活。“我们将持
续借力这座公路大桥，深化农文旅融
合，将世业镇打造成为生态旅游发展
示范区。”聂永平说。

1998年 4月 21日，江泽民同志
在江苏考察乡镇企业时强调，发展乡
镇企业是一个大战略。通过兴办乡
镇企业富裕起来的华西村村民，对江
泽民同志的逝世感到无比悲痛。华
西新市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华
西集团董事长吴协恩深情追忆道，那
年4月20日，江泽民同志到华西村考
察，在金塔15楼俯瞰村容村貌时，吴
仁宝老书记向他汇报说：“我们给社
会主义定了一个土标准，叫‘人民幸
福就是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听后
十分高兴，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江泽民同志的肯定给了华西人
巨大的鼓舞，激励我们在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上不断取得新成绩。”吴协
恩说，华西人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就是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新征程上更
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实现农业
农村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精神风范永远激励后昆

扬州东关街上，江泽民同志旧居
门前，寄托哀思的花束这些天越来越
多。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家乡人民怀
着沉痛的心情，手捧白菊，神情肃穆，
默默来到旧居门前，驻足缅怀、鞠躬
献花，久久不愿离去。

江泽民同志早年就读于扬州东
关小学，他对母校有着深切的眷恋。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课毕放学归
……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
家努力吧！同学们明天再会。”东关
小学的校歌《夕歌》一直让江泽民同
志铭记于心。

2000年 11月，在给东关小学学
生的回信中，江泽民同志殷切寄语：

“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掌握文化知识，
养成良好品德，锻炼健康体魄，树立
远大理想，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的有
用之才，将来为祖国繁荣、人民幸福
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的一份贡
献。”东关小学校长唐开权表示，缅怀
江泽民同志，就是要牢记他的殷切嘱
托，践行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培养
教育出一代又一代合格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扬州中学是江泽民同志的母

校。这些天来，学校师生对学长的逝
世表达最深切的哀悼。江泽民同志
曾多次为扬州中学题词。1991年，
扬州中学 90周年校庆前夕，江泽民
同志题词：“怀念前贤，激励后昆，继
往开来，团结奋进”；2002年，扬州中
学百年校庆，江泽民同志再次题词：

“弘扬优良传统，致力基础教育，再创
世纪辉煌”；2012年，江泽民同志为
母校建校 110周年题词：“树人堂下
教书育人桃李多芬芳，奋进路上建功
立业中华更昌盛”。扬州中学校长薛
义容说，全校师生将化悲痛为力量，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
把学校办得更好，为祖国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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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民深情
缅怀他身体力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先进文化的一幕幕场景。2001
年 6月 8日，江泽民同志考察周庄古
镇。时任镇长的庄春地对20多年前
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特别对江泽民同
志借古牌楼上“唐风孑遗”四字表扬
周庄古镇文化遗产保护记忆犹新。
一路走来，江泽民同志一直叮嘱大
家，“周庄是个宝，要认真保护好！”

“虽然这次考察前后不过一个半
小时，但江泽民同志对古镇保护的重
视一直影响着周庄人，激励着我们尽
心尽责做好保护。”退休 13年，庄春
地依旧为古镇保护出谋划策，“我们
要坚定保护古镇的决心，让古镇在现
代化建设中持续焕发新生，成为百姓
的幸福家园。”

继承遗志创造新的伟业

最深的悼念是铭记，最好的纪念
是传承，最高的致敬是奋进。江苏干
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化悲痛
为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加倍努力工
作，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
实践上显担当、见作为，用中国式现
代化的壮丽现实图景告慰江泽民同
志。

江泽民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
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苏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排头
兵，在对外开放方面作出了许多先行
探索。1995年 5月 12日，江泽民同
志视察苏州工业园区，亲笔为园区题
词：“加快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为发展
中外经济技术互利合作积累新经
验”。6年后，江泽民同志再到园区，
在会见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时说，
园区借鉴了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在开
发建设和对外招商方面取得了很大
成绩，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
口之一。

当年读到这则新闻时，苏州工业
园区制度创新局（借鉴办）借鉴合作
处处长陈强还在读大一，对苏州工业
园区这片发展热土充满了向往。6

年后，研究生毕业的陈强如愿来到园
区工作。去年2月，他调至园区制度
创新局（借鉴办）工作，站在学习借鉴
新加坡经验的第一线。陈强表示，我
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不移地推进
高水平开放创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
局，持续深化中新各领域务实合作，
打造标识性、代表性项目，为建设开
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注入
新动能，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江泽民
同志对园区的期望落到实处。

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相辅相成的事业，缺少任
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1995年 5月 13日，江
泽民同志在张家港视察时，对该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
抓”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视察之后，秦振华书记马上召
开三级干部大会，传达江泽民同志对
张家港的关心。”时任张家港市委党
校办公室副主任的金善开清晰记得，
听到江泽民同志对张家港的肯定和
勉励后，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种关怀持续激励着张家港人再接
再厉、不断拼搏。如今的张家港，坚
持把张家港精神作为城市的共同价
值取向，并赋予张家港精神新的时代
内涵，汇聚起风雨无阻向前进的磅礴
力量，正在全力打造“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县域
先行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
民同志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伟大实践中，准确把握时代特
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
位，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江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
提供了重要遵循。省委党校常务副
校长杨明表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遵循了人类历史发展进步的普遍规
律，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社会
发展进步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
利益和愿望，抓住了新形势下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
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
了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杨明指
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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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持之以恒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
引领社会革命，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
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华日报记者采写）

继承遗志扛起新使命
团结奋进谱写新篇章
——江苏干部群众沉痛哀悼和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