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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至2008年5月，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領導
集體，審時度勢，針對兩岸關係形勢和台灣局勢的新變化，提
出並實施了一系列對台工作的新思想、新主張、新論述，指導
兩岸關係取得了影響深遠的發展成果。2005年3月，胡錦濤同志
提出新形勢下發展兩岸關係的四點意見，豐富了台灣工作的指
導內涵。2006年4月，胡錦濤同志又提出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主題的主張，反映了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指明了兩岸關
係發展的方向。
及後3年多來，兩岸關係取

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展現出和
平發展的新局面，總體面貌發
生了重大的積極變化。首先，
兩岸雙方在反對「台獨」、堅
持「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
礎上建立互信，求同存異，良
性互動，為兩岸交流合作、協
商談判營造了必要環境。
時光荏苒，萬象更新。今

天，兩岸關係奏響了大交流、
大合作、大發展的和諧樂章。
兩岸同胞共襄北京奧運會、歡聚上海世博會、共享廣州亞運

會、共賞台北花博會⋯⋯海峽兩岸中華兒女一次又一次的美麗
相約，掀起兩岸同胞一輪又一輪的交流熱潮。兩岸同胞風雨同
舟攜手抗震救災、並肩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再現了血濃於水的
骨肉親情和大愛無疆的民族精神，這一幕幕感人肺腑的動人樂
章，將永載兩岸關係的發展史冊。展望未來，相信在兩岸同胞
的繼續努力下，兩岸同胞的生活會更加幸福，兩岸關係的明天
會更加美好⋯⋯

《兩岸關係六十年》

六十年，在歷史長河中只是一瞬。六十年，卻也足以演繹一場跌宕起

伏、波瀾壯闊、意蘊深厚的歷史活劇。

回眸海峽兩岸關係的六十年，從完全隔絕，到打破堅冰；從敵對的政

治軍事對峙，到各方面交流在曲折中推進； 從單向的交流，到雙向的往

來；從李登輝、陳水扁當權時期「台獨」活動甚囂塵上，到如今和平發

展漸成主旋律⋯⋯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重

要講話猶在耳際：「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儘

管前進道路上還會出現困難和障礙，但只要我們堅定信心，不懈努力，

緊緊依靠兩岸同胞，就一定能夠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迎來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錦繡前程。」寥寥不足百字，已對兩岸關係六十年的

歷史經驗作出精闢概括和科學總結。

六十年的歷史活劇，是民心民意和歷史潮流的昭示。古往今來，維護

國家統一和主權領土完整，天經地義，普世公認；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

中，統一始終是主流追求，是華夏兒女的民族意志。深深扎根於兩岸同

胞和海外華人心中的反分裂促統一信念，凝聚成越來越強大的推動兩岸

關係發展的歷史潮流。

六十年的歷史活劇，是中國崛起和民族強盛的體現。貧弱就要受欺

凌，強盛是任何和平發展的基礎。大陸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國力強盛，

國際地位日高；民生逐步富足，經濟空間龐大、機遇處處。這一大背景

下，互惠互利的兩岸經濟合作和民間交流，以不可遏制之勢推進，成為

推動和平發展的巨大力量。

六十年的歷史活劇，是中國共產黨正確方針政策的驗證。六十年來，

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始終是中共四代領導人的不懈追

求。特別是改革開放後，從《告台灣同胞書》，到鄧小平提出「一國兩

制、和平統一」；從「江八點」，到胡錦濤提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

要思想和政策主張，直至反分裂法的制訂和實施，把兩岸關係不斷推上

新的發展台階。

六十年的歷史活劇，是兩岸中國人智慧能力的彰顯。從1987 年底兩岸

長期隔絕狀態被打破，到「九二共識」的達成與「汪辜會談」的舉行，

乃至國共兩黨領導人2005 年實現歷史性會談；從啟動民間經濟交往，到

兩岸全面雙向「三通」的實現，以至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署，每一

個進步，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也凝聚 兩岸人民和領袖的勇氣、智慧

與能力。

六十年的歷史活劇還在續演。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王毅2011

年初指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三個關鍵詞，一是

有序發展，二是穩定發展，三是良性發展，兩岸關係如果能夠有序、穩

定、良性發展，就一定能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的遺

訓，至今仍可以說是兩岸追求和平統一中國人的心聲。當此兩岸關係繼

續積極推進之際，讓我們一起打開《兩岸關係六十年》大型畫冊，從歷

史的軌跡和腳印中，感悟使命，堅定信心，把握規律，獲得啟迪，增長

智慧⋯⋯

■2010年4月29日，中共中央
總書記胡錦濤在上海會見前來
出席上海世博會開幕式的中國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吳伯雄
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台灣各
界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
市委書記俞正聲，中央書記處
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
劃，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
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國務委
員戴秉國，中央台辦、國務院
台辦主任王毅，上海市市長韓
正，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等參加
會見。

■從1624年至1661年，荷蘭、西班
牙殖民主義者曾先後侵佔台灣。
1661年，鄭成功進軍台灣，於1662
年趕走了荷蘭殖民者。圖為油畫

《鄭成功收復台灣》（局部）。洪瑞生
作，廈門鄭成功紀念館藏。

■1895年 4月17日，日本逼迫清政府
簽訂《馬關條約》，強佔台灣、澎湖
列島。此後，日本侵佔台灣50年。
圖為馬關條約簽訂會場照片。

■1945年10月25日，中國
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在台北
公會堂舉行。標誌 台灣正
式回歸中國政府管轄。

歷史走進1949年。遼瀋、淮海、平津三大
戰役後，蔣介石眼看敗局已定，決定將台灣
作為最後的落腳點和棲身地。毛澤東則作出
了解放台灣的戰略部署。3月15日，新華社
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時
評。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解放台灣」
的口號。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
立。蔣介石集團退踞台灣。
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加緊準備解放台灣之

際，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
隨即派遣第七艦隊入台灣海峽，公然以武力
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政府解放台灣。並
從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扶持國民黨政
權，造成海峽兩岸緊張對峙局面，台灣問題
由此產生。
蔣介石集團把台灣作為反攻中國大陸的基

地，把金門作為反攻大陸的橋頭堡，不斷對
大陸沿海進行武裝襲擾。
1966年起，中共領導人積極開展外交活

動，為解決台灣問題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自7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周恩來推動中美
關係正常化和中日關係正常化，為最終解決
台灣問題創造了不可或缺的條件。
在海峽兩岸，台灣經由50年代的白色恐

怖、60年代的經濟起飛、70年代的黨外運
動，政治、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時代在前進，同胞在呼喚，兩岸長期隔絕的
狀態不能再延續下去了。

■1956年5月
27日，蔣介石
乘坐艦艇視察
金門防區。

■1958年8月27日，
美國航母「埃塞克
斯 」 號 離 開 地 中
海，加入第七艦隊
進 入 台 灣 海 峽 附
近。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自己的書
房會見了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2月28
日，中美雙方在上海共同發表了《聯合公
報》。《聯合公報》中稱：「美國認識到，
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
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
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1958年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
部長彭德懷元帥的名義發佈《告台
灣同胞書》稱：「金門戰鬥，屬於
懲罰性質⋯⋯你們領導人與美國人
訂立軍事協定，是片面的，我們不
承認，應予廢除。」並建議結束內
戰，雙方「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
決」。

台灣：「反攻大陸」 ■2005年3月14
日上午，十屆全
國人大三次會議
在北京人民大會
堂 舉 行 閉 幕 大
會，會上審議並
高票通過《反分
裂國家法》。

中國大陸：「解放台灣」

對台工作 繼往開來捍衛一中 反獨促統

港澳回歸 成功實踐

八項主張 促進統一

■2008年8月8日，第29屆奧林匹
克運動會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
舉行開幕式。中華台北隊入場時，
受到全場觀眾的熱烈歡迎。

共襄盛舉 共享榮耀
■2005年4月29日下午，中
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國國民黨
主席連戰率領的中國國民黨
大陸訪問團成員。

反對分裂 和平發展

■2006年7月10日，國務院台辦與
華夏銀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

《支持台資企業發展合作協議》。

惠台政策 造福兩岸

■2010年5月7日，台灣會館隆重
舉行重張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中國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及夫人連方
瑀，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
主席林文漪，中共中央台辦、國
務院台辦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
陳雲林，北京市市長郭金龍，中
國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等出席儀
式並為台灣會館牌匾揭幕。

兩岸交流 精彩紛呈

■2009年8月19日，由福建省紅十
字會主辦的「閩台情深 、共渡難
關」— 福建同胞援助台灣災區賑
災晚會在福州舉行。

攜手並肩 血濃於水

■2010年8月16日，「台灣．廣東
周」廣東萬人遊台灣首團歡迎儀
式在台北舉行，來自廣東各地的
2000名遊客興高采烈出席儀式。

兩岸三通 惠及民生

■2008年6月12日，海協會會長陳
雲林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
在北京釣魚台五號樓舉行會談，
標誌 中斷9年的兩會制度化商談
正式恢複。

恢復協商 成果豐碩

■1997年7月1日，中國國
家主席江澤民出席香港回
歸交接儀式並致辭。

■1995年10月
27日，中共中
央總書記、中央
軍委主席江澤民
視察海軍部隊，
並 觀 看 海 上 演
習。

■1999年1月28日，首都各界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舉行座談會，隆重紀念江澤民
主席《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
續奮鬥》重要講話發表4周年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發表20周年。

接觸談判 兩會商談
■1991年12月16日，中國大陸成立以
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統一為宗旨的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鄭重宣
佈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政方針，呼籲兩岸進行商
談，結束軍事對峙，盡快實現「兩岸三通」，完成國家統一大業。

■201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
海南省博鰲會見出席博鰲亞洲2010年年會的台灣兩岸共同市場
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

■2009年5月25日，
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
錦濤之邀，中國國民
黨主席吳伯雄率領的
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
團抵達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中共中央台辦
主任王毅到機場迎接
並致歡迎詞。

■1998年10月18日，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
民在北京釣魚台國賓
館會見海基會董事長
辜振甫一行。

■1956年1月，毛澤東
會見參加全國政協二屆
二次會議的台盟政協委
員及列席代表。

■1950年 2月28日，朱德在北京舉行的台灣
「二二八」起義三周年紀念大會發表講話。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
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
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和平統一　打破隔絕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
召開。會議確立了黨和國家工
作中心的重大轉移，制定了包
括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在內的一
系列大政方針。圖為12月22
日鄧小平和陳雲在中共第十一
屆三中全會上。

■台灣民眾歡欣鼓舞，
慶祝台灣光復。

台灣自古即屬於中國。大量的
史書和文獻記載表明，台灣自古
稱夷洲、琉球等，中國古代先民
先後赴台灣開拓定居，歷史上，
台灣曾先後被荷蘭、西班牙殖民
者和日本侵佔過。特別是1895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日本通過發
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逼迫戰
敗的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馬關
條約》，侵佔台灣達50年之久。
1945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
後，中國政府重新恢復對台灣行
使主權，台灣不僅在法律上，而
且在事實上已歸還中國。

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和台灣
儘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
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
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
的政治對立，並沒有改變大陸和
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

2011年9月23日（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