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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
《兩岸關係六十
年》大型畫冊首發儀式於9月23日下午在北京隆重舉行。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蒞臨儀式表示
祝賀。該畫冊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全面展示兩岸關係
發展歷程的巨著，以四百餘幅珍貴的歷史圖片與精粹文
字，記錄了六十年的重大歷史事件，
展現了兩岸關係的發展軌跡，並為未
來兩岸關係發展提供經驗與啟示。

該 畫冊由香港文匯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
社、華懋慈善基金會、中華文化交流協
會聯合出版。畫冊分為「歷史歸屬」
、「隔絕對
峙」
、「交流往來 和平發展」三個篇章，以兩
岸關係發展進程為主線，特別記錄了1979年至
2010年期間兩岸打破隔絕、接觸談判、反獨促
統、三通交流、共襄盛舉等內容，昭示了和平
統一進程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

兩岸三地政要親筆題詞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周鐵農為
畫冊親筆題詞「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
全國政協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為畫冊
親筆題詞「共創中華民族美好未來」
。國務院僑
辦主任李海峰、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
林、全國台聯會長梁國揚、國台辦常務副主任
鄭立中、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等也親筆題
詞，以祝賀畫冊出版。
台灣、香港政要高度關注這本畫冊的出版。中
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
伯雄、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台灣新黨主席郁
慕明、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為畫冊題詞。同
時，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行政會議召集人梁
振英，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施子清、楊孫西，
全國人大代表袁武、黃玉山、王敏剛、梁劉柔
芬、楊耀忠等擔任畫冊榮譽顧問，顯示出對促進
兩岸關係、港台交流發展的高度熱忱。

《兩岸關係六十年》畫冊

昨在京隆重首發
記錄台海一甲子重大事件 周鐵農等到賀
■台盟中央副主席黃志賢、原
新華社副社長徐錫安、全國政
協辦公廳新聞局局長張敬安、
中國外文局常務副局長郭曉
勇、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
曹萬泰、澳門特區政府駐京辦
主任康偉、香港文匯報副總編
輯吳明、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社長韓建民為北京161中學學生
贈送《兩岸關係六十年》畫
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添翼 攝

首發儀式冠蓋雲集
在首發式上，華懋慈善基金理事會主席、華
懋集團管治委員會主席龔仁心，香港文匯報董
事長、社長王樹成，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
德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永遠榮譽會長林正茂
分別致辭。
首發式上嘉賓雲集，台盟中央副主席黃志賢，
新華社原副社長徐錫安，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畫
家王林旭，中國外文局常務副局長郭曉勇，全國
政協辦公廳新聞局局長張敬安，國家民委國際交
流司司長俸蘭，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曹萬
泰，澳門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康偉，中華文化交
流協會秘書長胡國亨，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榮譽副
會長王偉標，外交部港澳台司副司長王冬，國務
院港澳辦聯絡司副司長周駿，台盟中央宣傳部部
長鄭世凱，教育部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宋波，中國
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所長余克禮，北京市政府新聞
辦副主任張勁林，北京市台辦副主任高振生，香
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副總
編輯吳明，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社長
秦占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社長韓建民，龔仁
心夫人龔劉元春及華懋慈善基金會慈善公益交流
團成員，以及大陸涉台問題專家學者等出席了當
天的活動。
主辦方在儀式現場向國家圖書館贈送畫冊。
首位在台灣成功舉辦個人演唱會的軍旅歌唱家
陳思思女士到場獻歌致賀，曾在台灣舉辦畫展
的著名畫家馮冰先生贈予書畫作品助興，均為
儀式增添了光彩。

■國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副司長周駿（左一）
與中華文化交流協會秘書長胡國亨（右一）
、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榮譽副會長王偉標（中）
交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茜婷 攝

王偉標：

畫冊出版 利兩岸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中華文
化交流協會榮譽副會長王偉標向本報表示，這本
大型畫冊的出版，有利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等
方面的交流。海峽兩岸只有更加緊密地攜手合
作，才能使中華民族更加繁榮昌盛。增強兩岸同
胞的民族意識、凝聚共同意志，形成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我們責無旁貸。作為民間組
織，我們會盡力把好事辦好。

龔仁心：華懋願為民族復興發揮作用
■ 康 輝 朗 誦 《 鄉 ■陳思思獻唱《美
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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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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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在一小時的
首發儀式上，充滿 時尚元素
的沙畫創作，著名青年歌唱家
陳思思美妙、悠揚的歌聲、中
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康輝深情
動人的詩朗誦以及北京市學生
代表合唱的《同一首歌》，不
斷烘托 兩岸一家親、骨肉不
分離的溫情。

採訪側記

沙畫繪畫兩岸簡史

隨 燈光的逐漸變暗，會場
兩側的大屏幕上出現了一條由
沙子繪畫而成的「中國龍」，
沙畫者在琵琶樂的伴奏下，自
如地用沙子繪畫出兩岸簡史，
大屏幕上一會出現兩個嬉戲的
孩童，一會變為中國的版圖，
一會又幻化成一雙緊握的手。幽暗的
燈光與沙畫的光影相互交錯，將在場
嘉賓的思緒慢慢地引入童話般的歷史
長河中。
作為第一位在台灣開個人演唱會的
大陸軍旅歌唱家，陳思思昨天亦出現
在首發儀式上，為嘉賓們高歌一曲
《美麗之路》
，引來滿堂喝彩。

誦《鄉愁》盼望兩岸同胞團聚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
頭，大陸在那頭。」主持人康輝深
沉、凝重地朗誦 余光中先生的《鄉
愁》
。這首膾炙人口的詩歌，將兩岸同
胞渴望團聚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華懋慈善基金理事會
主席、華懋集團管治委員會主席龔仁心在首發式致辭中表
示，華懋從事慈善公益事業，不僅體現在積極幫助弱勢群體
解決實際困難，還致力於文化、教育、醫療等公益事業，更
願意為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發揮積極作用。
龔仁心表示，六十年來，兩岸從最初的兄弟對峙，一步一
步走到今天的交流合作，這符合中華民族每個同胞的願望。
這本《兩岸關係六十年》大型畫冊正是記述了這一發展歷
程。對華懋慈善基金而言，能夠為兩岸的和平統一盡一份力
量，不僅是責任，更是一種榮耀。

王樹成：銘記歷史 藉以鏡鑒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在首發式致辭中指出，六
十年來的兩岸關係，演繹的是跌宕起伏、晴雨變幻的歷史風
雲。兩岸政治生態可謂陵谷遷移、滄桑巨變，而不管其間有
怎樣的曲折反覆，從對峙到對話，從隔絕到合作，無疑成為
令世界關注、眾望所歸的時代潮流和民族大勢。
王樹成指出，六十年的兩岸關係，不僅彰顯出兩岸當局順
逆民心、興廢自明的執政法則，更湧動 華夏兒女嚮往和
平、復興中華的共同心願。他說，我們之所以精心編撰推出
這本《兩岸關係六十年》巨著，正是試圖銘記這段波瀾壯
闊、蘊藉深厚的特殊歷史，藉以昭顯執政鏡鑒，感受人心向
背，推衍時代趨勢，振興民族輝煌。

馬德秀：高校可推動兩岸文教交流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表示，兩岸文化同根同種，

■內地著名畫家馮冰向龔仁心贈予書畫作品。
文匯報記者記者王添翼 攝
一脈相承。作為人才培養、科技創新、文化傳承重要載體的
高等學校，上海交通大學必將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尤
其是在共同繼承和弘揚中華文化優秀傳統，加強兩岸青少年
交流，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方面，發揮獨特作用。

林正茂：求統一潮流不可擋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永遠榮譽會長林正茂為首發式發來致賀
函表示，祖國統一，民族強盛，是億萬華夏兒女的共同願望
和不懈追求。《兩岸關係六十年》大型畫冊，以大量珍貴的
歷史資料，形象描繪了六十年歷史軌跡，展現了華夏兒女的
願望和追求，昭示了反分裂、求統一、必強盛的歷史潮流不
可阻擋。

畫冊入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兩岸關係六十
年》大型畫冊首發式上，上海
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代表
出版方向中國國家圖書館贈送
畫冊，中國國家圖書館業務管
理處副處長孫伯陽代表國圖接
受贈書，並頒發收藏證書。
孫伯陽表示，《兩岸關係六
十年》大型畫冊是新中國成立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馬德秀
以來首部全面展示兩岸關係歷 （左）代表出版方向中國國家圖書
程的巨著，讀者可以通過畫冊 館代表孫伯陽贈送畫冊。
中大量珍貴的歷史圖片和精粹文字，了解兩岸關係六十年的歷史發
展軌跡，這本畫冊將成為國家圖書館館藏中頗具價值的史料文獻之
一。

龔仁心：兩岸是兄弟
家事無需外人插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華懋慈善基金理
事會主席龔仁心在出席首發式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當前擺在兩岸中國人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和平統
一。他指出，兩岸問題是兄弟間的事情，無需他人插手。
被問及美國近日對台軍售一事，龔仁心說：「有些
外人不希望看到兩岸和睦，不希望中華民族大家庭重
新凝聚。中國人自己的家事無需外人插手，兄弟間的
事情可以坐下來慢慢談，沒有什麼不好說的。希望歷
史不要重演，中國人不應再打中國人了。」
龔仁心呼籲，兩岸十幾億中國人每個人都出一點
力，促進兩岸和平統一。他希望《兩岸關係六十年》
畫冊日後可以在台灣發行，讓台灣的中國人也熟悉兩
岸關係發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