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對於
「張王」今日在上海將再度會面，清華大學台研
所副所長殷存毅對本報認為，雙方所涉內容將不
會超過框架下的共識，但亦有可能會交流探索性
的政治議題。「只要兩岸和平發展的局面繼續保
持，『習馬會』有望實現」。

「二會」或探索政治議題
殷存毅分析，在今日進行的張王閉門會談中，

雙方可能會涉及事務性議題，但亦不排除上演探
索性議題。「可以預見會談內容將不會超越當下
兩岸關係已經取得的成果，所涉及內容亦不會超
過框架下的共識，但同時也會有探索性的政治議
題。」殷存毅認為，出於傾聽各自需求的目的，
雙方或會就深化兩岸關係發展，交流探索政治上

的各自看法。
至於未來「習馬會」的可能性，殷存毅表示，

若兩岸和平發展的局面繼續保持，他對「習馬
會」將報樂觀態度。「『習馬會』可能會在習近
平主席在任期間實現」，但對於馬英九來說，他
以什麼身份會面，也會導致會面意義不盡相同。
殷存毅表示，雖然習馬會面的意義和價值因時

間段不同而有所區別，「但不管是什麼時間段，
只要能會，在兩岸關係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事情，
對兩岸和平發展有正面意義」。
針對未來可能的會面地點，殷存毅認為，這取

決於會面者的身份。若馬英九不具備所謂的「總
統」身份後，會面可以參考連戰訪陸的模式，
「若馬還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那麼北京以外的
會面地點將更為可能」。

兩岸局面好「習馬會」有望大陸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
辦主任張志軍 12日上午參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時表示，兩岸同胞
是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要
對日本右翼危險勢力的挑釁行
為予以堅決回擊。

兩岸同胞 榮辱與共
張志軍表示，南京大屠殺是
所有中國人心中永遠的歷史傷
痛。當時我們的民族積貧積
弱，慘遭日本軍國主義的野蠻
入侵和蹂躪，國破山河碎，億
萬同胞家破人亡。在民族危亡
的緊要關頭，全體中華兒女團
結起來，不畏強暴，奮起抗
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
最終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
利，同時光復被日本殖民統治
長達50年之久的台灣。
他指出，兩岸同胞都是炎黃
子孫，是血脈相連的骨肉兄
弟，是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

體，民族貧弱時就會挨打。我
們都要牢記這段民族苦難史，
對日本國內那些企圖翻歷史鐵
案、仍在向中華民族歷史傷口
上撒鹽、公然挑戰抗戰勝利成
果和戰後秩序的右翼危險勢力
大聲說「不」，對其挑釁行為
予以堅決回擊。

和平發展 同建家園
張志軍說，兩岸之間縱然有

再多的分歧和差異，但在涉及
民族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面
前，都要表明共同的立場和態
度。兩岸同胞更應珍惜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努力
建設我們的共同家園，實現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歷史的
悲劇不再重演。這是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最好的告慰。
張志軍此次來南京是與台灣

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王郁琦
會面，就推進兩岸關係有關問
題廣泛深入交換意見，並達成
了積極共識。

張志軍呼籲：兩岸共同回擊日挑釁

張王「二會」不安排採訪

11日「張王會」結束後，國台
辦主任張志軍於南京紫金山莊設
晚宴歡迎台灣方面陸委會負責人
王郁琦一行，雙方除了享用地道
的江南菜式外，還小酌紅酒、茅
台慶賀，氣氛輕鬆活躍。席間，
張志軍與王郁琦互贈禮物，張志
軍贈與繡有中山陵的南京特產雲
錦，王送出的是刻有「玉見台
灣」字樣的花蓮玉。

雲錦為南京特產提花絲織錦
緞，因其絢麗多姿，美如天上雲
霞而得名，已有近千年歷史。

雲錦是中國古代三大名錦之
首，元、明、清三朝均為皇家御
用品貢品，以織金夾銀為主要特
徵，因其豐富的文化和科技內
涵，被公認為「東方瑰寶」、
「中華一絕」。

花蓮地處台灣東部，是富藏礦
石的寶地，擁有全台灣九成以上
的石材資源。

花蓮更是台灣美玉的故鄉，所
產的墨玉着墨黛黑，光鑑碧色；
藍玉燦然蔚海，天空淨闊；玉髓
透色晶粹，潛質明心，每一方玉
材都價值不菲，蘊含魅力。

■據台灣網

南
京
晚
宴

互
贈
雲
錦
玉
石

■國台辦主
任 張 志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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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參觀侵華
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
他表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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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共同體，
要對日本右
翼危險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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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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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許娣
聞南京報道）王
郁琦12日下午在
南京大學以「一
誠天下動」為題
進行演講，指兩
岸關係進一步發
展有賴青年一代
共同尋找對策。
王郁琦並笑談24
年前他與南京大
學 「 特 殊 緣
分」。
在演講的開

場，王郁琦就向
現場近200名師
生回憶起他與南
京大學「特殊的緣分」。

代表台大與南大辯論
他說自己1990年曾代表台灣大學參加在新

加坡舉行的第三屆亞洲大專辯論賽，辯題是
「人類和平相處是一個可能實現的理想」，
台大作為反方須否定這一命題。機緣巧合的
24年後，當年一再論述的「不可能」，如今
自己從事的事業卻是來證明「可能」。
王郁琦說，在前年接任陸委會負責人後，

任務就是尋找海峽兩岸和平相處的可能。就
是要以更實際的行動來證明，人類和平相處
是一個可能實現的理想。
王郁琦表示，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有賴青

年一代共同尋找對策。

王憶24年前「南大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林舒婕福州報道）國台辦
主任張志軍與陸委會負責人王郁琦今日將於上海
二度會面，對於這一「計劃外」的安排，島內專
家學者認為，雙方料在重點議題上均有進一步交
換議題的迫切性，同時，在首度會面的基礎上，
為兩岸商談進入「深水區」，創造更好的環境。

有望開放兩岸媒體常駐
時事評論員田金麗稱，儘管雙方在首次會面的記

者會上均表示未談及「習馬會」相關議題，但「張
王會」為兩岸領導人會面創造最佳環境和條件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我認為，在經過11日試探性溝通
後，雙方接觸的議題從點對點擴展至線、面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而為『習馬會』排除障礙，就是一個
需要雙方通盤考慮的全面性選題。」

但她提醒，從台灣的角度看，兩岸領導人會面
的瓶頸在於馬英九以何種身份登陸，「兩岸領導
人的會面，必須建立在為兩岸關係加分的前提
下，我相信大陸方面也能認同這一點。」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郭正亮則認為，雙方

二次會面，極有可能在開放兩岸媒體常駐這一議
題上有所突破。「就現階段兩岸議題來看，開放
媒體常駐是能夠立竿見影，且在落實上沒有難度
的選題。以此作為兩岸事務部門負責人首次正式
接觸的階段性成果，相信雙方都不會反對。」
高雄輔英科技大學蘇嘉宏教授亦認為，由於互

設辦事處還短時間之內無法一步到位，「開放兩
岸媒體常駐的問題已經延宕多時，大陸方面也多
次呼籲，相信在這個場合雙方若能達成明確共
識，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計劃外」行程 求重點突破台灣專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慶舒北京報道）據本
報從國台辦獨家獲悉，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台灣
陸委會負責人王郁琦今天在上海的再次會面，是
屬於茶敘性質，將不安排記者在場採訪。有分析

人士認為，這次會面還會圍繞如何推動兩岸發
展，就經濟、文化、教育領域展開交流，並有可
能在事務性溝通以外包括政治議題上也有所涉
及，交換雙方的各自看法。

王郁琦和陸委會一行昨日穿深色
服裝拜謁中山陵，王郁琦先在

孫中山的坐像前獻上署名花圈，瞻
仰石棺，隨後宣讀祭文。他在祭文
中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
華」，「中山思想，共同資產」。
「『九二共識』，求同存異」，
「和平發展，共創雙贏」。

王郁琦：務實穩固兩岸關係
王郁琦在隨後發表的講話中並
說，兩岸在2008年之後，在「九二
共識」基礎上，以制度化協商及交
流合作，促進了和平穩定發展。
「今後雙方要務實面對問題，解決
問題，才能建構長遠穩固的兩岸關
係，增進人民的福祉，將台灣海峽
建構為和平及合作之海。」
對於王郁琦在講話中談及「孫
中山創立中華民國，已經 103 年
了」，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回
應詢問時表示，孫中山先生是中
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受到
全體中華兒女的尊敬。他103年前
領導辛亥革命、開啟中國前所未

有社會變革的那段歷史，其豐功
偉績已經載入史冊。在新的歷史
條件下，兩岸同胞要繼承孫中山
先生的精神，共同致力於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

馬英九：交流史重要里程碑
另外，對於首次張王會面，台灣

的領導人馬英九昨天發表講話，指
過去5年來，兩岸關係發展有相當進
步，已簽署19項協議，「『張王
會』是兩岸65年來，第一次有主管
兩岸事務的負責人正式會面，可說
在兩岸交流史上是一個重要里程
碑。『張王會』的意義在於使得兩
岸關係長期往前發展，奠定歷史性
基礎。」
而曾任陸委會負責人的「台北

論壇」董事長蘇起表示，首次
「張王會」的象徵意義較大，
「第一次會面，不可能把很多事
情一次談好，不過門既然開了，
以後就比較好溝通；現在兩岸關
係發展穩定就好，下次『張王
會』應會有具體成果。」

王郁琦南京謁陵 籲共同繼承孫中山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許娣聞 南京綜合報道）台灣方面

陸委會負責人王郁琦昨日展開在大陸的第二日行程。昨天

上午，王郁琦一行拜謁南京中山陵，並在謁陵後發表講

話，希望兩岸務實解決問題。對於王郁琦在講話中指「孫

中山創立中華民國，已經103年了」，國台辦發言人馬曉

光回應詢問時表示，孫中山先生103年前領導辛亥革命、

開啟中國前所未有社會變革的那段歷史，其豐功偉績已經

載入史冊。兩岸同胞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精神，共同致力

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兩岸共襄民族復興國台辦：

白宮表歡迎 國際媒體盛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美國白
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資深主任梅代
羅斯（Evan Medeiros）昨日就「張
王會」表態，稱台海兩岸事務首長
會面非常值得鼓勵，美方歡迎兩岸
就改善關係採取的所有步驟，這是
非常重要的發展。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薩基莎琪
（Jen Psaki）昨日亦表示，美國歡迎
台海兩岸就降低緊張與增進關係所
採取的步驟。美方鼓勵兩岸持續改
善關係的建設性努力。
另悉，「張王會」引發全球各大
媒體關注，並紛紛以兩岸建立聯繫
溝通機制和可能的「習馬會」為報
道重點。

美媒：兩岸關係和緩
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王

張會」是1949年國共戰爭兩岸分治
後首度直接對話，並引述學者指
出，雙方會面與同意設立溝通機制
已是實質進展。
《紐約時報》則認為，這是國共

內戰後兩岸首度官方會面，象徵兩
岸關係和緩。
《明鏡周刊》網站和《世界報》

等德國媒體報道，在南京舉行的兩
岸首度政府層級會面，是一個重要
里程碑。
新加坡《聯合早報》與《海峽時

報》昨日皆以頭版報道，並形容這
是具有象徵意義、歷史性的會面，
代表兩岸將建立制度性的溝通管
道。

韓媒：有利政治互信
韓國《朝鮮日報》昨日在國際版

頭條報道指出，此舉意味着兩岸繼
「經濟統合」之後，已進入推動
「政治統合」階段。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習近平

與馬英九都認為兩岸進入官方直接
會面，有利於台灣海峽局勢的長期
穩定，能避免引發軍事衝突等不測
的事態。但是，有關將來統一的問
題，雙方想法還有很大落差。
印度各主要報章昨日報道提到，

台海兩岸關係升溫，雙方有意為更
廣泛交流鋪路。
印尼主流報紙《時代報》指出，

「王張會」是兩岸多年來致力於關
係正常化的成果，顯示兩岸互信增
加，未來關係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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