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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盼兩岸青年多交流
重返北大會舊友 鼓勵學生闖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蘇榕蓉、
翁舒昕 福建報道）昨日舉行的
「習朱會」引起大陸台商強烈關
注。有台商接受本報採訪表示，
習近平提出的 5點主張，包括
「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
互利雙贏，增進兩岸同胞福祉，
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宗
旨」，極大利好台商在大陸投資
的未來。

倡台青登陸創業
平潭台商協會副會長薛清德在

福建平潭經營台灣服裝、珠寶達
14年之久，他熱切期待「兩岸關
係能持續和諧發展」，他表示，
「習朱會」表明兩岸未來和平發
展可以預期，台資在大陸的投資
信心或因此可以提升。
廈門市台商協會會長陳信仲告

訴記者，大陸有那麼大的市場空
間與產業機遇，台灣應該堅持
「九二共識」，推

動台商在大陸尋求更大的發展。
今年72歲的陳信仲，1989年到廈
門投資，2002年投資上億元人民
幣開發溫泉休閒旅遊產業，他認
為，在廈門經濟轉型發展的大背
景下，風生水起的服務業讓他的
事業很有起色，「借助『 習朱
會』的東風，大陸尤其要有更加
開放的心態，創造條件，讓台灣
的青年來大陸創業」。

把握自貿區平台
福州市台商協會會長陳秀蓉曾

說過「我不是過客，希望長久地
生活在這裡」，1989年便在福
建投資的她，今次對「習朱會」
亦有自己的理解，「大陸方面多
次強調願意與台灣分享發展機
遇，今次大陸主導的亞投
行 和『 一帶一
路 』

開發建設，為兩岸更加緊密的經
濟交流提供了難得的平台，而台
商也將能分享其中龐大的商
機」。
平潭、廈門、福州正是福建自

貿試驗區的三個片區所在地，在
採訪三地台商協會負責人時，他
們亦認為，「自貿區正是台灣青
年在大陸創業的好平台，通過減
免關稅、減免審批等新制度，可
以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與其稱我朱主席，還是稱我『朱老師』
親切些。」昨日下午，朱立倫在北京大學光
華管理學院與師生座談時這樣說。師生們回
憶1995年朱立倫在北大給94級會計系本科
生執教的情形，同學稱對朱立倫的印象是
「高大帥」，老師則稱他為「鄰家兄弟」。
朱立倫讚北大學生讀書刻苦，上課前就會把
書本念三遍。他還笑言，希望能再嚐嚐學院
教授曹鳳岐包的餃子。

最愛到學生宿舍吃飯
朱立倫回憶道，當時有北大學生自願給他

當導遊，一起結伴騎自行車遊覽京城，還幫
他在琉璃廠殺價，給他買最優惠的景點門
票。他雖然住在外師公寓，但最喜歡的還是
拿着鐵飯盒去學生宿舍吃飯。

朱立倫在北大任教時期的會計班班主任黃老
師稱朱立倫為「鄰家兄弟」。她指朱立倫平易
近人、幽默且博學，深受同學們喜愛，當時的
學生都以接受過他的教導為榮。她還說，希望
朱立倫以後能再回光華當「朱老師」。

曾聽過朱立倫課的學生馬越在座談會上分
享道，當時同學們對朱立倫的印象是「高大

帥」、幽默、有學識、有人文關懷，是一名
出彩的「段子手」，喜歡打趣當年的美國總
統老布什和他的副手，能通過幽默的語言賦
予會計學新的含義，深受學生歡迎，因此
「每堂課都會爆滿」。

同學缺油水請吃大餐
馬越又「爆料」，朱立倫非常愛護學生，

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很多同學缺油水，
朱老師帶我們到校外打牙祭」，自己第一次
吃必勝客就是朱老師和他妻子帶着去的。對
這些回憶，朱立倫笑說感覺「好像時光隧道
一樣回到20年前」。

朱立倫還在現場講了一個當年的笑話：大
陸的學生如果不來上課，通常說自己生病；
台灣學生喜歡說「塞車」；美國的學生則喜
歡說「祖父、祖母去世」，但這樣的借口
「一個學期只能用一次」。他笑稱，自己確
實「本性還算幽默」，但對師生們給予他
「高大帥」的評價則表示否認，說老婆經常
叫他「看看鏡子就知道了」。

■記者江鑫嫻、
實習記者許一傑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許一傑 北京報道）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日下午到訪曾任教的北京大學，與北

大黨委書記朱善璐舉行會談，並同北大師生座談，與昔日學

生、同事叙舊。他對在場來自兩岸的學生說，未來機會不只在

大陸或台灣，而在全世界，故應多走出去，勇闖世界。他更希

望兩岸青年學生有更多交流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昨日在北京會見率團到訪的中國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據中新社報道，
台灣各界密切關注相關即時訊息，多
認為此次會面將務實引導兩岸關係下
一階段的和平發展。
台灣當局領導人辦公室發言人陳以

信4日轉述，馬英九對於國共兩黨堅
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繼續深化兩
岸交流表示肯定與支持。
知名學者、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院

長邵宗海分析，朱立倫向大陸明確表
示國民黨會堅持「九二共識」，並指
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正是大

陸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他
認為，習近平總書記也間接提醒了民
進黨，不管以後情勢如何發展，都不
能迴避對「九二共識」的認同。

深化兩岸交流 助台解決經濟難題
台灣統派團體、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召集人吳榮元不諱言當前兩岸關係面
臨台灣政治現實的挑戰，他分析，當
前台灣民眾特別是勞工的經濟處境，
與全球化造成的負面效果有關，解決
之道仍在深化兩岸交流；國民黨應將
兩岸和平紅利與分配正義作為台灣社
會改革的起點，結合現有執政基礎，

力爭開創兩岸關係新前景。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4日傍晚即召

集多位知名台商研討「習朱會」對兩
岸關係、對大陸台商的影響。台灣上
櫃公司連展科技總經理陳鴻儀指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亞投行籌設
工作的推進，大陸由世界工廠變為世
界市場，進而將主導區域經濟整合態
勢。台商需要穩定的兩岸關係，以利
於進入大陸正積極拓展的歐亞市場；
務實看待過去近十年的發展，「九二
共識」提供了兩岸和諧發展的架構，
多數企業界人士希望這個方向不要發
生改變。

與前日的復旦演講不同，朱立倫在北大
光華管理學院的活動會場並未被佈置

成講台和坐席對應的「演講模式」，而是開
啟了「座談會模式」。身穿淺藍色襯衫的朱
立倫，與北大領導、教授、學生代表圍坐一
圈，面對面交流。
朱立倫在座談會上表示，重新回到校園，
很想和大家一起來做經濟發展方面的研究，
研究如何達到經濟發展、全民受益和共享的
目標。
他說，20年前，整個大陸的人均國民所得
是625美元，現在大陸人均GDP已經超過
10,000美元；20年前台灣人均所得是12,000
美元，現在是22,000美元。看到這麼快速的
經濟增長，他認為，未來20年更重要的問題
是「怎樣更公平正義地分配」。

「機會不只在兩岸 更在全世界」
被一位北大台灣籍學生問及「畢業後何去
何從」的問題時，朱立倫表示，機會不一定
只在自己家，不一定在大陸，可能是在全世
界。「以前老一代人希望世界走進來，現在
我們則希望走出去，看看全世界。」他極力
鼓勵同學們「出去闖一闖」。「下一個時
代，是我們要走向世界的時代。」他笑稱，
「當老師最高興的就是同學超過自己，從政
的人就未必有這樣的胸懷」。
朱立倫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淵源深厚。20

年前，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建
院10周年之際，朱立倫作為
台灣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代
表，在該學院訪問，並給學院
會計系94級本科生系統講授
了兩個月的中級財務會計課程。在1998年北
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朱立倫隨台大訪問團
全程參加了校慶活動，並見證了北大光華管
理學院1號樓的落成。

「一日北大人 終身北大人」
在座談會上，北大校長林建華向朱立倫介

紹稱，北大非常重視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
目前北大與17所台灣院校，包括台灣大學、
「中研院」等，建立了合作關係。北大在
1979年就開始招收台灣學生，是最早向台灣
地區招生的大陸大學。目前共有468位台灣
學生在該校學習，每年還有近百名交換生來
到北大。
朱立倫表示，他希望兩岸青年學生有更多

交流機會。畢業於台灣大學的他稱常與人說
「一日台大人，終身台大人」。這句話也適
用於自己曾經執教過的北大，可以說「一日
北大人，終身北大人」。
朱立倫昨日下午還率國民黨大陸訪問團赴

北京香山碧雲寺拜謁孫中山先生衣冠塚，並
於晚間結束全部大陸行程，離開北京返回台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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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的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再次迎來兩岸
關係發展的重要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與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在這裡舉行
會晤。這是時隔六年，國共兩黨最高領導
人再次在福建廳聚首。
在兩岸關係中，福建廳堪稱「聖地」。

2005年4月29日，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
的連戰率團到大陸展開「和平之旅」，時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與他在福建廳
進行了兩小時四十分鐘的長時間會談。這

次會晤是兩黨最高領導人時隔60年的首次
會談，開啟兩岸和平發展新篇章。
2008年5月28日，還是在福建廳，時

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時任中國國民
黨主席吳伯雄親切握手。「胡吳會」不僅
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兩岸兩會協商，還開啟
了國共高層維持每年一會的新傳統。

國共政治互信增強
如今，在兩岸關係處於新的重要節點

上，福建廳又迎來了「習朱會」。如果說
六年前的「胡連會」是將兩岸關係從瀕臨
戰爭邊緣拉回到和平發展軌道，那麼此次
「習朱會」不僅顯示國共兩黨政治互信的
增強，也有望開啟兩岸合作的新空間和新
方向。
可以說，福建廳見證了兩岸關係的諸

多重大歷史時刻，而它本身，也已經融
入於歷史、定格於歷
史，成為這個國家發展
的一個部分。

■記者 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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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各界撐堅持「九二共識」

舊生讚「高大帥」老師稱「鄰家兄弟」
■■北大學生向朱立倫提問北大學生向朱立倫提問。。中新社中新社

■■朱立倫朱立倫（（前前
右右））登上孫中山登上孫中山
衣冠塚所在的金衣冠塚所在的金
剛寶座塔石券門剛寶座塔石券門
石塔的塔頂極目石塔的塔頂極目
遠眺遠眺。。 新華社新華社

■朱立倫（右）訪問北京大
學，與師生座談。圖為朱立倫
會後與一名北大老師交流。

中新社

■■朱立倫和北大師生握手朱立倫和北大師生握手。。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