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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建忠
綜合報道）正在
廈門出席第七屆
海峽論壇的中國
國民黨副主席郝
龍斌昨日表示，
回顧歷次海峽論
壇，可以看出兩
岸民眾是兩岸關
係發展最有力的
推動者，兩岸民
眾對和平繁榮的
追求，對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持續努力，能使兩岸關係行穩致遠。
郝龍斌在當日舉行的論壇大會上致辭時作上述表
示。他介紹，2005年時任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
陸之後，兩岸關係明顯緩和。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
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兩岸
關係迅速發展。尤其兩岸實現「三通」後，兩岸民眾
通過積極溝通、交流、交往，明顯化解了兩岸之間的

隔閡。「唯有民眾接觸、溝通、認識與了解，才有和
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郝龍斌並評估了海峽論壇在兩岸關係發展中的重要

作用。他說，海峽論壇邁入第七個年頭，今次論壇不
僅有論壇大會、青年交流、基層交流、經貿交流四大
主題，還包含17項活動，主要涉及青年、影視、婦
女、文創、職工、民生、文化、科技、金融等，議題
可說包羅萬象，「體現了海峽論壇是兩岸規模最大的
盛事，不管是交流的深度與廣度都可說在兩岸交流活
動中首屈一指」。

年輕人是掌握和平發展關鍵
本屆論壇以「關注青年、服務基層」為主題，「青
春色彩」更見濃郁。郝龍斌對於本次論壇所舉辦的青
年論壇寄予厚望，對希望通過青年論壇增進兩岸年輕
人的認識深表歡迎，「畢竟年輕人是掌握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關鍵」。
此外，郝龍斌對兩岸間的文化交流亦有很深的感

受。他說，兩岸同文同種，同屬中華民族，都是中華
文化的繼承人。「本屆海峽論壇也舉辦紀念媽祖的活
動，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建忠、盧麗寬
綜合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
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第七屆海峽論壇開幕
式致辭中表示，本屆論壇以「關注青年、
服務基層」為主題，充分體現了論壇面向
兩岸基層民眾的方向，彰顯了「兩岸一家
親」的理念。兩岸交流，歸根到底是人與
人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心靈溝通。

同胞間交流要從「心」開始
俞正聲說，60多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歷

程，就是兩岸同胞衝破隔絕藩籬、走向交
流合作的歷程，也是一家人由分離隔閡重
新走向交融交心的歷程。兩岸同胞的交
流，增進了彼此理解，拉近了心理距離，
為台海擺脫動盪不安，推動兩岸關係向前
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也拓展了兩岸交流
領域，豐富了交流內涵，給兩岸同胞帶來
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俞正聲指出，「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

動破壞兩岸關係發展，是阻擾兩岸同胞交
流、實現心靈契合的最大障礙。我們將始
終如一地支持兩岸同胞交流、堅決維護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堅決反對「台獨」
分裂勢力的阻擾破壞。繼續推動兩岸同胞

擴大交往，讓更多台灣同胞參與到兩岸交
流的大潮中來。

俞正聲強調，同胞之間的交流關鍵要從
「心」開始，促進心靈契合。心走近了，
海峽就是咫尺；心走遠了，咫尺也是天
涯。希望兩岸多舉辦促進同胞交流的活
動，尤其是貼近基層民眾生活和情感的
各種交流，增加聯繫理解，交流生活感
情，拉近心理距離。對於思想認識的差
異，可以相互尊重，逐步聚同化異、增
進認同。

讓青年成促進兩岸關係生力軍
俞正聲又指出，青年是兩岸關係的未

來，我們要更多關注兩岸青年成長，為兩
岸青年交流創造更多機會，讓兩岸青年早
接觸、多交往，加深了解，增進友誼，成
為共同打拚的好朋友好夥伴，成為進一步
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生力軍。
俞正聲最後表示，兩岸同胞是一家人，

兩岸關係的前途掌握在大家手中，兩岸關
係的未來需要大家共同開創。只要兩岸同
胞齊心協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就
會更加光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就
會早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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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建忠、翁舒昕、盧麗寬、蘇榕

蓉 廈門報道）第七屆海峽論壇昨日在福建廈門舉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出席論壇開幕式

並致辭。他在開幕式上表示，將進一步為兩岸同胞交流創

造更好條件，包括對台胞來往大陸免予簽注，適時實行卡

式台胞證。

台胞赴陸將免簽 適時改發卡
俞正聲出席海峽論壇 宣布促進兩岸交流新策

俞正聲 13 日下午來到廈
門市海滄區青礁村院前社
出席兩岸「同名村、心連
心」交流活動，並與部分
前來參加第七屆海峽論壇

的鄉親座談。俞正聲指出，同名村也是
同根村、同心村，它飽含着同胞們的愛
鄉愛土之情，也是在告訴後人，兩岸同
胞是一家人。

「開台王」挖井寄鄉思
正在廈門參加第七屆海峽論壇的台灣

同名同宗村交流中心主任陸炳文給記者
講述了一段歷史。「海滄青礁村有兩口
井，一口四川井，一口三川井，當地人
統稱『七星墜地』，是青礁顏氏開基祖
選擇定居地時幾經卜地後所挖。」陸炳
文說，「開台王」顏思齊在台灣的居住
地台南雲林縣水北村顏厝寮，也有一口
七角井，是當年顏思齊和漳泉先民開墾
台灣時挖的。

「當時當地缺水，他們到了以後先要
挖井，想到老家的『七星井』，就把這
口 井 挖 成 七 邊 的 ， 來 紀 念 自 己 的 故
鄉。」陸炳文說，這口井至今已有380多
年的歷史。「水緣也是血緣和親緣，現
在很多宗親都不知道這段歷史，我希望
能通過兩岸同名同宗村文化論壇讓更多
人了解。」陸炳文感歎道。

據悉，有淵源關係的閩台同名村（同
宗村）有95對。台灣基隆大岝村、台北
許厝、新北板橋、桃園同安里、台南紅
厝里、台南錦湖里、高雄茄萣區、花蓮

吉安鄉等地的100多位台灣「同名村」鄉
親這次跨海而來，與對應的大陸「同名
村」同胞匯聚廈門，共敘血脈親情。

台學生：我們根在這裡
在今年參會的台灣宗親中，22歲的台

北大學生李建毅尤其引人注意。首次來
大陸的李建毅在家中排行老二，家裡其
他成員都沒來過大陸，此次他是跟着其
他宗親一起過來。「沒來廈門前，以為
廈門很小，是一個村。來了之後，覺得
很意外，原來廈門是一個現代都市。」
他略顯不好意思地告訴記者。

「無論相隔多遠，我們的根在這裡，
我們始終是一家人。」李建毅說，年輕
一輩的宗親來到大陸尋根謁祖、探親訪
友、參與共建，「這樣的活動大大增進
了認同感」。 ■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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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俞正聲宣布台灣民眾赴大陸免簽注，台灣
方面陸委會當日已作出回應：因為大陸尚未

公布實施的具體細節，台灣方面後續將進一步了
解相關措施。陸委會稱，對於大陸方面提出台灣
人員赴大陸的相關措施，台灣方面認為，雙方都
必須秉持尊重與尊嚴原則，朝有助促進彼此了
解、有利雙方互動等原則的方向前進。
陸委會表示，台灣方面已表示會密切關切大陸

提出的後續相關具體執行細節，以期兩岸交流過
程中，讓兩岸人員的交流互動能有序健康地發
展，增進民眾權益與福祉。
福建方面對此是否有進展？福建省公安廳宣傳

部門人士當日亦對本報記者稱，目前對此尚不知
情，待後續了解。

專家籲兩岸「雙向」簡化
對於台胞來往大陸將免簽和適時改發台胞卡，
有台灣專家稱兩岸關係跨出了一大步。
台灣競爭力論壇執行長謝明輝直接將這一舉措
稱為兩岸之間跨出的「一大步」。他亦希望台灣
也能盡早簡化大陸赴台遊的手續。謝明輝坦言，
現在台灣的政治情形仍然不夠明朗，如果國民黨
能在2016年的選舉中獲勝，或許離這一政策的出
台就不遠了。「我們需要足夠的耐心來等待，因
為台灣的經濟體較小，大量陸客湧入台灣，勢必
會造成台灣的壓力。大陸作為老大哥，理應先行
一步，未來台灣再跟上大陸的腳步。」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也指出，對

台胞來往大陸免予簽注，必將加強兩岸的交流。
「兩岸之所以會存在敵意，很大原因是因為兩岸
交流不夠，接觸不夠。如果這一政策能落地，未

來將給兩岸發展創造更多機會。」他亦希望大陸
赴台的手續也能進一步簡化。李菲表示，只有雙
方都最大程度開放，才能真正達到兩岸互通。

倡取名「中華卡」增民族認同
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亞中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這是一個非常
大的進步。對台胞往來大陸免簽注，用台胞卡取
代台胞證，能減少金錢和時間成本。張亞中建
議，未來在落實時，用「中華卡」名稱較「台胞
卡」更好，可以消除「台胞」與「大陸民眾」間
的區分感。
張亞中表示，他長期主張應採行「中華卡」來

取代「台胞證」，不僅可以便捷兩岸交往，節省
金錢與時間，又可以減少兩岸的分別心，強化兩
岸的民族認同，意義非常重大。持卡人應可享有
與大陸民眾相近的權益，它的功能就應該像是一
張「長期居留權」的卡。

消息樂翻出席論壇台胞
大陸將對台胞免簽的消息，亦使在廈門參加海

峽論壇的台籍人士歡心鼓舞。台灣中華婦女總會
理事長黃巧勻表示，在台灣可免簽地有140多
個，只有台胞證要多次簽，浪費了時間還多花
錢，「相信實行免簽全台灣人都會很高興」。
台灣「人民最大黨」主席許榮淑表示，這一舉

措對台灣民眾來說是「天大的好消息」。她對記
者說，「兩岸來往就跟交朋友一樣，多走動兩次
就會彼此熱絡起來。就像我和你，今天我們第一
次見面，下次再見面，我們就會多一份熟悉感。
這樣我們就多收穫了一個朋友，何樂不為」。

郝龍斌：民眾是兩岸關係最有力推動者
兩岸同名村 同根心連心

「七朝元老」交流不缺席
70歲的台灣顏氏宗親顏貽發，算得
上是兩岸同名村交流的歷史見證者。
他告訴記者，每一屆海峽論壇的同名
村交流活動，他都不會缺席，今次已
經連續第7年。

「只要是有關兩岸同宗交流的活動，我都會參
加。4月份兩岸共祭保生大帝文化節，我也有來。
我覺得這樣的活動真的是太有意義了。今年為了響
應論壇大會聚焦青年的響應，我特意帶了女兒一起
過來。」顏貽發說道。
顏貽發亦邀請記者有空去台灣看看，「現在兩岸
交通已經很便利了，通過『小三通』可直達金門。
大陸和台灣要多交流、多往來，才能兩岸一家
親」。 ■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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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海峽論壇大會昨日在廈門舉行。 新華社

■■顏貽發連續第七年參加兩顏貽發連續第七年參加兩
岸同名岸同名（（同宗同宗））村文化交流村文化交流
論壇論壇。。 翁舒昕翁舒昕攝攝

■22歲的李建毅是第一次來到大陸。
翁舒昕 攝

■■郝龍斌在郝龍斌在
海峽論壇上海峽論壇上
致辭致辭。。

米南米南 攝攝

■■俞正聲昨日出席海俞正聲昨日出席海
峽論壇開幕式並致峽論壇開幕式並致
辭辭。。 新華社新華社

台胞證屬臨時證件 有效期五年
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

行 證 ， 簡 稱 「 台 胞
證」，是台灣地區居民
往來大陸地區所持有的

證件。台胞證的有效期是五年。
「台胞證」的有效期均從證件簽發

之日起計算，而且「台胞證」上也明
確注明了有效期的起止時間。簽證又

分單簽和多簽。單簽即為一次簽證有
效，多簽是指在有效期內多次簽證有
效。台胞證的有效期均從證件簽發之
日起計算，而且證件上面也明確注明
了有效期的起止時間。而不是有些台
胞所理解的，從他們進入大陸之日起
計算台胞證的有效期。

■記者翁舒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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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證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