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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結一：福建向金門供水 為史冊再添佳話

共飲一江水 兩岸一家親

見證兩岸共飲 更盼實現全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

「今天是個
感恩與感謝的
日子，是金門
鄉親的喜事，也是福建的喜事，更
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事。從今
天起，兩岸一家親，共飲一江水成
為了事實。」金門縣議長洪麗萍，
在福建泉州市晉江龍湖水庫旁感慨
萬分，「我們懷着感恩和感謝的心
情，代表全體金門縣民見證了兩岸
歷史的心願成真。」
金門縣原縣長李沃士亦激動地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供水典禮
成功，值得慶賀。「這一刻金門
鄉親已經期待了足夠久，20 多年
來，中間亦經歷了太多的起起落
落。」李沃士說，「不過，能夠
在兩岸同胞的努力和堅持下，我
能夠看到今天這樣的成果，感到
特別欣慰和興奮。感謝大陸對金
門的關心和關愛，這也是海內外
金門鄉親最直接的感受。

&

道）「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通水現場會」昨
日在福建泉州市晉江龍湖水庫舉行。上午
10 時，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
結一，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于偉國，福建省長
唐登杰，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金門縣議長
洪麗萍共同按下通水啟動球按鈕，來自大陸
和金門的數百同胞，共同見證了福建的晉江
水，源源不斷流入金門田埔水庫。當晉江龍
湖水庫現場會大屏幕出現金門噴湧而出的大

晉江向金門供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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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水時，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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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岸同胞不懈努力，福建向金門供水
終於破除重重干擾成為現實。
劉結一說：「兩岸同胞骨肉相連，我們
對兩岸同胞真誠關愛，努力為台灣同胞謀
利造福，全力為台灣同胞幹實事，幹好
事，解難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了更
加光明前景，我們願率先與台灣同胞分享
大陸巨大的發展機遇，為台灣同胞提供廣
闊的發展空間。」
劉結一動情地說：「站在圍頭半島，眺
望一水之隔的金門島，兩岸關係的發展歷
程令人感慨萬千。」劉結一表示，這兩個
地方曾經是戰火紛飛的前線，如今變成了
百業興旺的兩岸交流前沿，這樣的歷史變
化，給了兩岸同胞深刻的啟發。
劉結一進一步指，兩岸是密不可分、休戚
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兩岸關係好，台灣民眾
才會好，台灣才會有前途。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深化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是兩
岸同胞的共同心聲。「我們就是要為包括金
門鄉親在內的台灣同胞謀福祉。」
劉結一呼籲：「兩岸同胞要團結一心，

劉結一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順利

實施，充分體現了我們為廣大台灣同胞謀
福祉的擔當。」
面對金門提出希望通水之後，金門和福
建還要通電、建橋，實現「新三通」，劉
結一回應稱，「我覺得應該不止『新三
通』，應該要全面通起來。」
「廣大金門鄉親渴望多年的大陸供水，
源源不斷地流入千家萬戶，為金門民生需
求、建設發展，解燃眉之急、免後顧之
憂。」劉結一說，這是金門發展史上的一
件大事，是兩岸同胞共同慶賀的一件大
事、喜事，更為兩岸關係史冊增添了同胞
情誼、水乳交融的又一佳話。

切實為兩岸同胞謀福址
「回顧昔日，金門縣飽受缺水之苦，民
眾生活不便，經濟發展受限，祖國大陸一
直牽掛在心。」劉結一甫上台即表示，金
門缺水之苦，福建人民感同身受，在興修
晉江水利時即預留了分享給金門的水源。

從烽火歲月到和平融合

■昨日，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右二），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于偉國（左二），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右
一），金門縣議長洪麗萍（左一）出席福建向金門供水工程通水現場會。
中新社
堅持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活動，適應
歷史大勢，共擔民族大義，共同推動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
程。」
劉結一最後表示，雖然當前台灣某些人
出於陰暗的政治目的，無視台灣同胞利
益，竟然對民眾盡早解決食用水問題橫加
阻撓，無理取鬧，但民心不可逆，民意不
可違。「正如江河中的水終將入海，兩岸
同胞對於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對兩
岸關係走近走好的一致嚮往，是任何人任
何勢力都阻擋不了的。」劉結一說。

不止於通水通電建橋
金門縣原議長王再生，最早提的議案不
止包含引水，亦有通電和建橋。劉結一回
應記者前述兩岸「新三通」時說：「我覺
得應該不止『新三通』，應該要全面通起
來。」
劉結一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針對金門
供水，島內出現了一些噪音，總有些人看

在當天上午 8 時許，金門各村鎮的鄉親，
也趕到了田埔水庫的通水見證儀式現場，圍
坐在受水池岸邊。儀式 9 時在鑼鼓聲中喜慶
開場。金門縣長陳福海說，大家是懷着感恩
的心、以辦喜事的心情來共同見證歷史時
刻。今年是「八二三炮戰」爆發 60 周年，
兩岸從烽火歲月走向和平與融合；金門從大
陸引水，自 1995 年動議至今，歷經 23 年，
寫下兩岸民生交流與合作的歷史篇章。
「兩岸通水，點亮金門。」陳福海提出，
通水只是起步，未來金門還要和大陸通電、
通橋，成為金門「新三通」。金門未來要穩
定發展，成為兩岸和平政策先行先試示範
區，成為兩岸和平、共興共榮的最佳實踐。
「你們如果 5 月來金門，就會看到田埔水
庫都是乾涸見底的。」金門縣自來水廠廠長
許正芳說，從大陸引來的水對提升金門民眾
用水質量、地下水資源的永續保育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這個關乎民生的兩岸工程雖歷經
波折，但最終圓滿完成，讓他心中的壓力
「像氣球一樣釋放出去」。
金門地區長期缺乏淡水資源，人均可利用
水量僅 167.9 立方米/年，嚴重制約着經濟發
展，影響民眾生活質量。此次供水工程啟動
後，福建每天向金門供水 1.5 萬噸，每三年
日供水量增加 5,000 噸，10 年後日供水量將
達3.4萬噸。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及中新社報道

不得金門同胞有好事，看不得廣大台灣同
胞有好事，看不得兩岸同胞攜手前行。
「這些噪音也根本阻止不了兩岸關係的發
展。兩岸關係一定會越走越好，越走越
實，無論誰想設置什麼障礙，都不會有好
下場。」劉結一說，「現在出現的一些人
為障礙，不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越早把
這些障礙清除掉，對兩岸同胞越有利。」
劉結一表示，兩岸是一家人，一家人就
應該自由地相互走動，經常性地走動，兩
岸不止要有「新三通」，更要全通，讓兩
岸親戚越走越親。金門縣原縣長李沃士亦
表示，此次金門供水成功，兩岸經過了十
分眾多繁複的接觸和了解，相信兩岸的諸
多事務性問題，能在此次通水基礎上向前
推動，讓兩岸人民拉近彼此距離。
金門縣原議長王再生說：「水一接通，
想到經歷了那麼多年曲折，既不滿又很欣
慰，金門的子子孫孫都可以喝到故鄉水
了。」王再生透露，此次通水，亦成為了
兩岸親情紐帶，當前兩岸相關人士亦在溝
通，至少會先就通電問題進行突破。

歷廿餘載努力 閩台食水同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昨
日在福建省晉江市舉行的「福
建向金門供水工程通水現場
會」，會前響起傳唱兩岸的閩南語
歌曲《愛拚才會贏》，讓前來觀禮
的金門鄉親頓感親切。昨日，金門
亦不顧台當局反對，堅持舉辦通水
慶典。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金門縣
議長洪麗萍、副議長謝東龍等，亦
在金門縣原縣長李沃士、原議長王
再生，以及一眾金門鄉親陪同

下，出席了在晉江市舉行的通水典
禮。
「很遺憾，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
大陸無法派人前往金門觀禮，金門縣
政府亦不能派人到大陸參加，共同見
證歷史的里程碑。但，代表金門民意
力量的我們來了。」洪麗萍話音一
落，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此次
金門通水的成功，亦代表了兩岸民
眾，只要是有益於兩岸關係未來發
展，我們都將義無反顧，勇往邁
進。」

「23 年來，大陸與金門，為了供
水一事，均在努力推進。20多年來兩
岸情勢起起落落，通水任務跌跌宕
宕，只有辛苦的推動者、親歷者、
參與者、建設者才能體會。」洪
麗萍說，「你們辛苦的付出，已
經『渠到水成』，這是兩岸一
家親的民族情，更是閩台親
上親的手足情，請你們接
受金門民眾最真心的
感謝之意。」

「金門高粱
金門高粱，
，大陸水釀
大陸水釀」
」
金門最大支柱產業金門酒
廠年產量逾 2,000 萬升，
每天用水總量約
2,300 噸，其中三成是用來釀酒的
地下水。居民生活用水與酒
廠用水需求令地下水長期
處於超採狀態。金門酒廠
董事長呂瑞泰說，地下水屬
於難再生資源，兩岸通水能緩
解金門地下水超採問題，未來也
不排除「金門高粱，大陸水
釀」，可以讓金門高粱的酒香在
兩岸飄得更濃更久。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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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向金門地區供水水源來自泉州市晉江流域
福建向金門地區供水水源來自泉州市晉江流域，
，先引水至晉江龍湖水庫
先引水至晉江龍湖水庫，
，再抽水輸水至圍頭入海點
再抽水輸水至圍頭入海點，
，最後經海底管道輸送至金門
最後經海底管道輸送至金門。
。圖為晉江龍湖水庫
圖為晉江龍湖水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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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台牽手醫療 海西中山醫院動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2018 浙江．台灣合作周」期間，兩岸醫
療合作項目—台灣中山醫學大學蒼南海西
中山醫院在浙台（蒼南）經貿合作區正式動
工。據介紹，台灣中山醫學大學蒼南海西中
山 醫 院 總 投 資 約 5.6 億 元 （ 人 民 幣 ， 下
同），佔地約 46 畝，總建築面積 60,383 平
方米，預計建設期2年。
台灣中山醫學大學附屬醫院執行長周英香
表示，台灣中山醫院將從技術及管理培訓方
面與蒼南海西中山醫院做好對接工作，定期
選派相關醫療技術人才赴台灣進修學習，同
時會進行規範化培訓，學習台灣地區的管理
經驗。蒼南海西中山醫院作為台灣中山醫院

的蒼南分院，相互之間的學習和交流將是一
個重要的長期規劃內容。
據介紹，海西中山醫院將以社區醫療保
健、疾病預防、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疾病、疑
難病例診療和康復為主，採取專家、專科、中
西醫結合等方法，開展急慢性病和多功能障礙
性疾病的診療等綜合性便民醫療服務。

人才技術管理深入合作
蒼南縣縣長鄭建忠指出，蒼南與台灣隔海
相望，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境內現有台胞
台屬數萬人，同時也是浙江省首個對台經貿
合作區。近年來，兩地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特別在健康產業領域，蒼南不僅推動當地多

家醫院與台灣知名醫療機構在醫療人才、技
術、管理等方面展開了深入合作，同時也引
進了海西中山醫院等一批示範性引領性項
目。
未來，蒼南還將計劃投入 110 億元，在醫
療衛生基礎設施、臨床重點專科、基層衛生
服務體系、康養產業項目、健康數據平台等
方面謀劃建設 35 個重點項目，加快培育形
成健康產業新動能。

大健康論壇探討育兒養老
同期，來自台灣、北京、杭州等地的專
家、學者近 300 人還出席了主題為「大健康
產業推進，兩岸合作共贏」論壇。論壇上，

嘉賓分別就健康育兒、養老產業發
展醫護養融合模式、高質量發展健
康服務業等內容進行主題演講，共
同探討海峽兩岸大健康產業的合作
和發展模式。
台灣中山醫學大學蒼南海西中山醫院在浙台（
（蒼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管理專家 ■台灣中山醫學大學蒼南海西中山醫院在浙台
南
）
經貿合作區正式動工。
經貿合作區正式動工
。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委員會秘書長易昌良表示，當
下，健康服務業跟隨時代的腳步
中華海峽兩岸醫療暨健康產業發展協會理
已逐步轉型，更加聚焦於先進技術的推動，
主要側重於健康與養老、旅遊、互聯網、健 事長喬培偉認為，目前病患只有在醫院才得
身休閒融合的相關服務性和生產性的產業。 能到醫療服務，但未來，病患離開醫院後，
健康服務與養老服務目前仍然面臨着人才稀 還能透過醫療健康服務雲享受醫院的服務。
缺的問題，因此要加快對健康產業人才的培 台灣的遠距照護產業結合大陸養老地產，將
能為兩岸醫療健康業創造極大商機。
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