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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兩岸全方位交流
重申「九二共識」維護「一中框架」共同認知

■台灣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法師：兩岸一家親，未來
要多來往，要有誠心、誠信，促進彼此團結，要相
互說好話，做好事。

■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江廣平：未來要團結兩岸職工為
兩岸關係貢獻力量，服務兩岸職工，加強兩岸工會
交流合作。

■北京大學校長王恩哥：未來兩岸文教領域交流將迎
來新時期，兩岸文化教育宜登高望遠深化合作，擴
大領域，建好兩岸共同精神家園。

■國民黨中評會主席團主席蔡鈴蘭：兩岸婦女界交流
不可或缺，可為兩岸交流增添美麗元素，並可為兩
岸搭建全方位交流合作橋樑。

■新華社副總編輯彭樹傑：兩岸媒體多增進兩岸同胞
相互理解，營造兩岸一家親理念，並建設拓寬合作
領域，盡快開放兩岸媒體互設常駐機構。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中國夢與台灣前程息息相
關，不可分割，兩岸合則雙贏，分則雙輸。

■本報記者 葛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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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

沖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

俞正聲昨日（19 日）指

出，未來兩岸除要繼續推

進ECFA後續協商外，還

應推進兩岸事務主管部門之間建立和完善常態

化的聯繫溝通機制，要實現海協會和海基會互

設辦事處，適時啟動文化、教育、科技、農業

等領域商談並簽署有關協議，兩岸應該加緊推

進綠色經濟創新增長領域的務實合作，擴大深

化兩岸產業合作、金融合作和現代農牧業合

作，探索兩岸經濟功能區的合作，為兩岸交流

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俞主席大秀幽默
讚星雲奔波兩岸

「大家下午好。我這問候
方式是跟台灣朋友學的習
慣。」昨日下午，俞正聲輕
鬆幽默的開場白，不僅贏得
在場台灣各界代表的會心笑
聲和熱烈掌聲，也一下子拉
近彼此之間的距離。

來自台灣的星雲法師已92
歲高齡，行動不便要坐着輪
椅參會。觸景生情，俞正聲

說，「我就想我能不能活到92歲，如果能活到92歲不知
道能不能像他這樣奔波於各地，這都難以想像。」 為此
他對星雲法師92歲高齡仍奔波於兩岸間「深感敬佩」。

除了大打柔情牌，俞正聲亦展現自信風趣一面，令現
場笑聲不斷。他坦言，在地方工作時，沒覺得兩岸間有
許多論壇，到了中央才發現兩岸間有許多論壇，甚至開
始時還在心裡想會不會論壇太多了，特別是「像郭台銘
這樣的老朋友會不會忙着掙錢，沒時間參加」，但實際
上卻發現多數論壇上都能看到很多台灣的朋友們出現，
「也都有郭台銘」，為此深受感動。

在打趣之餘，俞正聲不無深意地指出，
「這反映出大家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信
心和期盼，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兩岸民
眾福祉的關切。」 ■本報記者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 國民黨主席馬英
九昨日表示，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正在大陸訪問，也見到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這類訪問越多越好，
讓大家有更多機會了解對方，增加
友誼、創造互信。
據台灣媒體報道，國民黨中常會

邀請陸委會負責人王郁琦報告「訪
問大陸成果說明」。馬英九聽取報
告後，肯定王郁琦這次訪問大陸行
程，以及連戰與習近平18日的「習
連會」。
王郁琦指出，對於這次參訪的重

要意涵，包含推進兩岸官方交流正
常化，與兩岸關係制度化；促進雙
方客觀面對彼此、正視兩岸現實。
馬英九表示，王郁琦這次出訪，

就連民進黨主席蘇貞昌都肯定，是
「郁琦超過預期」。而「習連會」
這類的訪問也是越多越好，讓大家
有更多的機會能夠了解對方，可以
增加友誼、也能夠創造更多的互
信。。
馬英九並表示，王郁琦這次訪陸

有成就，但也還有許多待辦的事
情，需要繼續努力，大陸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不久的未來還要來台灣訪
問。馬英九說，兩岸還有許多議
題，包括人道探視、互設機構及進
一步擴大交流，都還可以繼續再討
論，「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
始，也讓雙方的互信能夠更為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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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倪永杰
表示，從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8日「習連會」談話
中的「三個有利」來看，「習馬會」可能性是有
的。
據中央社報道，倪永杰指出，「三個有利」是

指習近平在會面時表示：「只要是有利於增進台
灣同胞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事，只要是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
益的事，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辦好，使廣大台灣同
胞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更多受益，讓我們所有
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倪永杰表示，習近平在會面時提到「習馬

會」，這顯示習近平對連戰的重視，且尊重連戰
的意見。也顯示習近平關注這個議題，願意以積
極的態度促成。
倪永杰認為，從習近平「三個有利」的談話來

探討「馬習會」，可能性是有的，只是要在時機
和條件找到合情合理的安排。

學者：「習馬會」有可能台媒：習氏風格剛柔並濟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主要媒體19日均以顯著版面報

道了「習連會」並發表評論，高度評價「習連會」。
有評論表示，習近平首次細緻闡述了對台、兩岸問題
看法，展現「習氏風格」，身段靈活，剛柔並濟。

充實鞏固「一中框架」內涵
據中新社報道，《聯合報》記者分析文章說，習近
平這篇以「兩岸一家親」為主軸的講話，可說是他一
次完整的對台新策略與對台工作論述，強調全面與台
灣各行各業交流的意圖，目的是充實並鞏固「一中框
架」的內涵。
《聯合晚報》記者特稿說，習近平與連戰深談兩岸
關係，把自己習式風格的兩岸主張，趁此場合提出。
這是他上任後，第一次對於兩岸關係提出較為集中、
聚焦的主張。而習式主張中最鮮明的一條綱領，就是
「兩岸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把兩岸
拉到一條路上，都要為「中國夢」奉獻與努力，藉着
擎起一個高巍的目標，得以泯除或減弱現在彼此間的
政治分歧。

《中央日報網路報》的社評指出，眾所矚目的「習
連會」，對於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深化雙方交流合
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迴避敏感問題充滿自信
《中國時報》記者分析文章說，習近平18日會見連

戰一行，首次細緻闡述了對台、兩岸問題看法，也在
台灣賓客面前展現「習氏風格」，身段靈活，剛柔並
濟。如提到兩岸一家親，「不論幾百年前跨越黑水溝
到台灣討生活，還是幾十年前遷徙到台灣，廣大台灣
同胞都是我們的骨肉天親。」習氏語言讓人感覺真
誠，且易懂。而「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
制度和生活方式，也願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
遇」一語，合情合理，令人難以抗拒。對政治分歧提
出「平等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則顯示習近平
對敏感問題不迴避，充滿自信。
文章認為，作為首次重要對台講話，習近平心中的

對台建構或已完整呈現，即「中國夢是兩岸共同的
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

連戰以破蛹成蝶喻渡深水區

「外界所謂『深水區』的看法，
就好像兩岸關係的船已進入『深水
區』。其實這是一個關鍵階段，就

好像蝴蝶將完成蛻變，破蛹而出，
要展翅飛舞的階段，是一個關鍵時
刻。」

昨日座談會上，連戰以破蛹成
蝶形象地妙解兩岸關係「深水
區」，贏得約二百名兩岸各界代
表熱烈掌聲。儘管身處「深水
區」，但連戰對兩岸關係前景非
常樂觀。他形容，「兩岸目前正
走在富強康樂的康莊大道上，並
且會越走越遠，越走越高。」在
致辭結尾，連戰意味深長地說，
「雖然北京仍春寒料
峭，但在大家卻感覺
非常溫暖。」

■本報記者葛沖

俞正聲對兩岸關係發展四看法
■進一步凝聚共識，保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良好勢頭。
■進一步完善機制，形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性框架。
■進一步創新思路，尋找兩岸交流合作的新的增長點。
■進一步融洽親情，培養兩岸同胞命運共同體的關係。

■本報記者 葛沖整理

俞正聲昨日下午同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起在北
京出席兩岸各界人士座談會並發表講話。俞正聲表

示，18日習近平總書記同大家親切見面，闡述了兩岸一
家親、共圓中國夢的理念和前景，「充分表明了我們努
力促進兩岸同胞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謀求
中華民族復興的真誠願望。」

兩岸主管部門溝通應常態化
對於兩岸關係未來發展，俞正聲具體提出四點看法（見

附表）。他指出，兩岸同胞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就是
在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增進政治互信，鞏固共同基
礎，是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只要雙方在反對
「台獨」、堅持「九二共識」基礎上，維護和深化對一個
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兩岸關係就會行穩致遠。
俞正聲表示，兩岸除了繼續推進ECFA後續協商外，

「張王會」雖已舉行，但還應該推進雙方兩岸事務主管
部門之間建立和完善常態化的聯繫溝通機制，要實現海
協會和海基會互設辦事處，適時啟動文化、教育、科
技、農業等領域商談，簽署有關協議，對兩岸各領域的
和平發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兩岸各界在交流中也可以通
過簽署備忘錄、合作意向或協議的形式，使關係固定
化、常態化，深入開展下去。
俞正聲指出，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兩岸雙方應順
勢而為，轉變思路，加快各領域合作，才能找到新出
路。兩岸應該加緊推進綠色經濟創新增長領域的務實合
作，擴大深化兩岸的產業合作、金融合作和現代農牧業
合作，探索兩岸經濟功能區的合作，為兩岸交流合作注
入新的動力，共同壯大中華民族的整體實力。

籲多做有利共同家園事
俞正聲表示，兩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兄弟姐妹，是命

運共同體。「只要大家凡事都從同為一家人的立場考
慮，以親情相待，多為對方着想，多做有利於我們共同
家園的事，兩岸一家親就一定會變為現實。」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夢與我們所提的振興中華
有許多契合之處，都是在謀求人民幸福美滿的生活。」
連戰表示，雙方可以在這些共同的思想基礎上讓兩岸關
係更上一個台階。希望通過台灣各界人士的多元參與，
讓兩岸之間能有更寬廣的接觸與交流，為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累積更多互信與合作基礎。
在座談會後，連戰接受俞正聲設晚宴款待。連戰今天

（20日）將轉往瀋陽、哈爾濱等地參訪數日，屬於私人
行程，其中包括為其外婆掃墓，並將與大陸海協會前會
長陳雲林見面。

各界人士盼兩岸誠心合作

連戰昨日攜夫人訪問北京大學，接受北京大學
名譽教授稱號。連戰母趙蘭坤女士上世紀30年代
曾就讀北大，連戰親切地稱為「『母校』，母親
的學校」。圖為北大校長王恩哥向連戰頒發名譽
教授紀念牌。 ■中新社

■俞正聲和連戰一起出席兩岸各界人士座談會。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在習近平
總書記闡述的「兩岸一家親，共圓中國夢」的基礎
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再次重申從民族發展的高
度來把握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將台灣前途納入到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來。對此，中國社
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王建民昨日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俞正聲主管對台工作，這一表態令新一
屆中央領導對台政策顯得更有誠意，更令人印象深
刻。
在昨日會談會上，俞正聲再次強調了處理兩岸關係

的原則，即雙方在反對「台獨」和堅持「九二共識」
基礎上，雙方加大各領域交流合作，推進相關議題的
協商，發揮好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聯繫溝通機制，
同時讓兩岸更多的階層參與到兩岸交流合作中來。這
在王建民看來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比如，兩岸事務
主管部門建立直接溝通機制，將為兩岸交流建立新的

更高層次平台，並為理論上進行重大議題談判掃清障
礙。
王建民說，隨着溝通機制常態化，兩岸料將借此

新平台談及很多重大議題，比如，兩岸政治定位、
兩岸發展共同目標、兩岸在國際事務中的交往、共
同參與區域經濟集成、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刪除敵
對狀態、「一中」框架的確認、兩岸共識制度化的
確認、共同宣言等。
至於這個溝通機制能夠發展到何種程度，解決什

麼樣的問題，王建民認為，還取決於兩岸關係的發
展。王建民強調說，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障礙依然
存在，結構性矛盾沒有大的改變，要深化與鞏固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擴大交流與合作、
開創兩岸關係發展的新局面，還需要
在增進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兩岸
各界做出更大、更艱巨的努力。

大陸對台政策更顯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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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各界人士座談會現場。 本報記者葛沖攝

■星雲法師在座談會上發
言。 中新社

■馬英九在國民黨中常會上發言。
中央社

獲「母校」頒授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