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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總書記「四不」原則為兩岸關係發展安下「定海神針」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台灣發生「反服貿」事件後，會否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今後的兩岸關係將如何發展？備

對「台獨」倒行逆施劃出清晰紅線

獨」，破壞兩岸融合的大好局面，是「台獨」勢力企
圖重新發圍的一種表徵。「反服貿」運動結束不久，
習總書記會見宋楚喻，一位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台灣泛藍領袖，並傳遞「制止『台獨』分
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的強烈訊號，就是對近
期台灣發生一系列問題的明確回應，特別是對「台
獨」的倒行逆施劃出清晰紅線。
兩岸經濟融合乃大勢所趨，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希望
所在，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兩岸民眾的共同利益。
「台獨」勢力煽動民眾尤其是對兩岸服貿協議缺乏了解
的青年學生「反服貿」，反對兩岸和平發展，企圖破壞
兩岸互信合作，掀起新一輪「台獨」濁浪，這與兩岸和
平發展的大潮背道而馳，對台灣整體經濟的安定福祉，
民眾的安居樂業百害而無一利。習總書記藉與宋楚瑜的
會面，表達堅定反「台獨」的態度，給予「台獨」勢力
當頭棒喝，有力遏制「台獨」氣焰再度囂張。
習總書記還提出，「只要我們都從『兩岸一家親』
的理念出發，將心比心，以誠相待，就沒有什麼心結
不能化解，沒有什麼困難不能克服。」這說明，習總
書記對台灣同胞由於特殊經歷所具有的特殊心理感受
的理解，期望讓台灣方面能誠意回應大陸的善意，以
「兩岸一家親」的同理心對待大陸的反「台獨」意
志，採取積極有效作為，化解台灣內部的「台獨」因
素，並通過兩岸更全面深入的溝通交流，讓台灣民眾
充分認識兩岸合作的利害所在，不斷增進「反獨促
統」的新生力量，擁護兩岸互利雙贏合作。

「反服貿」運動是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獨」勢力
在背後組織策劃，其本質就是要「反中」、促「台

大陸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針不變

受關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日前會見台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一行時，提出「四不」原
則：一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二是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
務實舉措不會放棄；三是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四是制止「台獨」分
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習近平的講話，既表達了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的誠意，也對「台
獨」的倒行逆施劃出清晰紅線，整體表明大陸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政策方針不變的態度，
顯示出大視野與大決心，為兩岸關係持續發展安下「定海神針」。

以真心誠意打動台胞
近 6 年多來，兩岸關係進入最好時期，和平發展進程
得以持續。然而，兩岸相隔時間畢竟太久，隨着兩岸
關係發展進入「深水區」，要形成更緊密的融合，路
途還很遙遠，還可能出現新的波折，最近發生的「反
服貿」運動，難免讓人擔憂兩岸關係發展可能遇到阻
礙。此次與宋楚瑜會見，習總書記提出四個不會：
「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
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
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制止
『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習總書記
還提到，未來會更加注重台灣基層民眾的需求，務必
讓台灣人民在兩岸經合的協議下受益。
習總書記的講話，表明兩岸經濟融合的整體方針
不會因台灣有人「反服貿」而改變，體現大陸對台
政策的延續性，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政方

針充滿信心和決心，不會被一時的「風風雨雨」所
干擾；同時，大陸亦充分認識兩岸關係發展中遇到
的挑戰與困難，不急於求成，能夠面對現實、實事
求是地尋找化解問題的辦法，用真心、誠心做台灣
民眾的工作，有信心有耐心有能力引領兩岸同胞共
同攻堅克難。
習總書記特別強調對台灣弱勢群體利益的重視，這既
體現出習總書記一貫的親民務實作風，也說明大陸對台
政策將更加周全，更多注重台灣基層民眾的現實需求，
盡可能照顧弱勢群體並讓其直接受益，通過更細膩深入
地把握台灣民心民情的感受，不斷增進理解，拉近心理
距離，更好地適應兩岸關係不斷深入發展的需要，為推
動兩岸關係突破「深水區」積累更堅厚的社會基礎。

習總書記高規格接
待宋楚瑜一行，受到
台灣各界高度關注。
台灣輿論認為，習總
書記的講話，傳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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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政策方針不變的態
度。
台灣《旺報》認為，習近平的講話，表達了大陸
對兩岸和平發展政策方針不變的態度，「無疑為學
運後搖擺的兩岸關係安下定海神針」。《工商時
報》的社論指出，習近平的「四不」，對於最近遭
受過太陽花學運衝擊的兩岸關係，頗能發揮穩定作
用。《聯合報》文章稱，習近平在台灣學生「反服
貿」活動後，首次對兩岸關係發展傳達新要求，顯
示出大陸方面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視野與
大決心。台灣「中央社」文章稱，儘管習近平話講
得柔軟，連「四不原則」中的前三不—不改變兩岸
政策、不放棄兩岸交流、不減弱兩岸團結，都有北
京不受「反服貿」影響的溫情喊話成分。但第四
不—「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
搖」，卻是他代表中共劃出的紅線，有着軟中帶硬
的意味。
可見，台灣島內的主流輿論已經清楚看到，習總書
記的講話顯示大陸既定的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
策，不會因為一場學運而轉折，將會持續實行。這讓
兩岸經貿界乃至島內民眾特別感到安心。

鴿黨退硬「真普聯」
組「温聯」搶回話事權

■經民聯準備康乃馨和朱古力花，向母親們獻上心意。

經民聯派花敬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在本月 6 日的「佔中商
討日」，選出 3 個均有「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騎劫了整個反對
派陣營，亦令其推倒政改的圖謀暴露無遺。溫和反對派人士強烈不
滿，決定作出反擊，「真普聯」面臨分裂局面。消息人士昨日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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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目前民主黨退出「真普聯」的機會「高達九成」。為免被激進
「人民力量」、社民連和學民思潮等牽着鼻子走，難以與中央及特
區政府在政改問題上「討價還價」，在前主席李柱銘的「穿針引
線」下，民主黨正密謀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為首的 「香港
2020」，以及一些「溫和學者」合作，自組一個「溫和聯盟」的平
台， 誓要搶回反對派政改「話事權」。

民主黨中委會將於本周四討論是否退出「真普
聯」，有民主黨核心成員表示，目前黨內對「人

力」及社民連的背信棄義，未有投票給「真普聯」的
「三軌方案」極為不滿，預計有九成機會會退出。而
對於「人力」及社民連在「真普聯」內指指點點，各
黨派已經很不滿，故只派出助理及二三線人物出席，
不想浪費時間。

等機會跳船 要「走得光彩」
該名成員又透露，民主黨靜候一個退出真普聯的機
會，已經等了很久，難得今次「佔中」被批評有篩
選、「人力」及社民連又在「真普聯」搞事，實在是
一個難得的「黃金機會」。他又指出，「為免被『人
民力量』及社民連批評『投向中央』，需要找一個
『合理』的平台，使到民主黨走也走得光彩。」
他續稱，當初籌組「真普聯」，都是希望能夠集結
反對派的力量，與中央就政改問題「談判」，但是，
「人力」、社民連「踢極都唔肯走」，現時更把「真

普聯」騎劫了，今次民主黨便可以趁機「出走」。至
於「佔中」行動方面，他表示，當初願意與「佔中」
行動合作，大搞「佔中」誓師等活動，都是出於「互
相利用」的目的，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增加「討價還
價」能力。但沒想到由「四人幫」一手培植出來的學
民思潮，近日竟然不受控制，還與學聯走在一起。面
對兩個平台都「脫腳」，惟有另起爐灶。

李柱銘洽陳太 拉攏溫和學者
該名民主黨核心人士又指出，自從「佔中商討日
(三)」投票結果出爐後，李柱銘便立即聯絡陳方安生共
商對策，更為籌組「溫和聯盟」加快步伐，為民主黨
「跳船」鋪路。目前，陳方安生正積極拉攏其他溫和
學者及數名公民黨成員加入，希望把「溫和聯盟」的
形象，包裝得更具代表性。

鄭宇碩承認「真普聯」現危機
另一方面，「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昨日出席《城

田北辰：特權法查高鐵阻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計劃在立法會
提出引用特權法調查高鐵延誤事件。立法會鐵路事宜
小組主席田北辰昨日表示，不適宜以特權法調查高鐵
延誤事件，因這無助迫使港鐵問責，反而可能再影響
工程進度。
田北辰相信，公眾最不滿港鐵管理層推卸責任，行
政總裁韋達誠未有問責，所以當務之急是向有關港鐵
管理層問責，政府也應加派成員入港鐵董事局處理責
任問題及加強監管。

田北辰昨晨在電台節目上指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早前未有支持以特權法調查高鐵延誤，是因為港鐵及
政府提交的報告，及在立法會上的回應，已令公眾掌
握到大部分資料，且以特權法調查，既不能強迫港鐵
問責，亦可能因傳召港鐵人員，再影響工程進度。

應加派成員入董事局處理問題
他表示，除非港鐵拒絕向立法會、港鐵非執董委員
會、政府的獨立專家小組提供資料，否則都不會支持

「佔中」已成殘局
「佔中假商討日」，已經成為了反對派分裂的
導火線。主要原因是「佔中」搞手沒有誠信，前
言不對後語，最初說「佔中」目的就是表現出
「和平與愛」，結果，把反對派裡面的溫和力量
也騙倒了。「佔中」搞手更公開說要爭取最廣泛
的政治光譜，不應該單獨提出「公民提名」，以
團結反對派。
但實際上，他們幕後另有主子，到了關鍵時

市論壇》節目時承認，「真普聯」目前正「面對危
機」，但冀反對派中人能以大局為重。目前會集中準
備下月 22 日「全民投票」工作，而「真普聯」亦會於
同日進行滾動調查，包括可讓市民選擇「不接受入圍
方案」，希望調查可反映社會不同意見。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在同一場合
表示，「622 公投」目的是向中央「施壓」，但現時
缺乏溫和方案，若投票率不理想，擔心難以詮釋投票
結果向中央「討價還價」。「人民力量」政制發言人
劉嘉鴻則聲稱，大部分「人力」成員都支持「佔
中」，而「人力」亦支持「真普選」工作，揚言目前
出現批評聲音「沒有問題」，但聯盟成員不能「輸打
贏要」。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稱，反對派沒有分裂的條件，
亦沒有分裂的必要，因大家「目標一致」。他稱，目
前反對派內分為「公民提名派」及「非公民提名
派」，並暗批溫和反對派不應把「公民提名」「妖魔
化」，停止互相攻擊，以公平方式各自爭取民意。
使用特權法。
田北辰認為，目前最令公眾不滿的是港鐵管理層推
卸責任，又將所有責任推向工程總監周大滄承擔，行
政總裁韋達誠卻未有問責。最佳的做法，是政府加派
成員入港鐵董事局，由董事局考慮如何處理責任問題
及加強監管。
被問及港鐵董事局的調查是否可信，田北辰認為，
董事局的調查有足夠獨立性和客觀性，過去只是被韋
達誠架空，才會出現種種事故。
另外，田北辰指今次延誤主因是高鐵工程未立項
前，路政署和運輸署沒有政策配合，拒絕封路協助勘
探，令護土牆因地質問題延遲一年建造。當局必須檢
討，改善日後基建工程政策配套。

徐庶

刻，他們自己也作不了主，被迫急轉彎，出賣了
溫和力量。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訪問香港，是
他們轉軚的一個分水嶺。「佔中」搞手把各界提
出的方案，經過黑箱作業的篩選，只剩下十五
個，然後，在商討日由 2,500 名參加者選出 3 個政
改方案，全為含「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溫和
力量方案全部出局，後來戴耀廷說「這是一個團
體內部作出決定，所以不必涵蓋香港的所有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母親節，不少
孝順仔女一早「出動」到茶樓排隊等位，慰勞母親大
人的辛勞養育之恩。多個政黨和議員昨亦早早出動，
其中經民聯便先後在青衣和大埔區舉行「向媽媽致
敬」活動，準備約 8,000 枝康乃馨和朱古力花，向母
親們獻上心意。出身音樂世家的副主席盧偉國，更帶
備私伙色士風，即場演奏歌曲《頌親恩》、《月亮代
表我的心》等，更有小朋友當場把花朵獻給母親，逗
得媽媽笑逐顏開。
盧偉國表示，上年母親節參加社企炮製愛心
cupcake，今年就聯同該黨區議員方平、文春輝、陳灶
良，向母親們派康乃馨，象徵子女對媽媽的真摯祝
福。為了活動，他更加推遲同家人飲茶的共享天倫時
間，認真有心。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更聯同丈夫王貴國
和兒子一起派花，不少街坊上前跟她握手合照，對派
花活動非常受落。

民建聯工聯會齊出動
另外，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葛珮帆，工聯會議員郭
偉強，獨立議員謝偉俊等也到地區派花，向香港所有
媽媽致敬。

■陳恒鑌與眾媽媽拍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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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偉強向眾母親送上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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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現在問題在於，即使是反對派內部，事先已
經講好了，要全力支持「三軌方案」，結果，卻出
現了「種票」現象，又有所謂「提前預選」，事先
高調宣傳「學民方案」，這都是戴耀廷有份參與
的，他應該對於這種有控制的投票負起責任。
商討日投票後，戴耀廷又說這是香港民意的體
現，如果「公民提名」得不到實現，他們就會
「佔中」。後來，溫和力量陸續表達對投票的不
滿，表示要退出「真普聯」，戴耀廷又出來安撫
溫和力量，說「公民提名」方案綑綁不了反對
派。言下之意，投票結果沒有約束力。「佔中」

▲葛珮帆在派花期間遇
上可愛的孩子，自然要
合照一張。
fb圖片
◀謝偉俊在街頭大派鮮
花。
fb圖片

搞手拙劣的狡辯，以為可以欺騙到所有人，實際
上任何人都可以看見，其「和平與愛」，其溫和
的外衣，都是假的。「佔中」搞手實際上是要綁
架溫和力量坐上他們的戰車，拉倒 2017 年普選，
製造出一個公民黨和社民連、「人民力量」聯手
「佔中」，然後推動「五區公投」的局面，分食
民主黨的票源。
如果是這樣，又何須搞什麼「商討民主」？又何
須搞什麼投票？通通都是假的。由戴耀廷發表一個
「公民提名」的立場書就可以了。「佔中」已經成
為了殘局，誰還會去跌落這種假民主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