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9歲汪毅夫：有信心見證統一

蔡拒「一國兩制」國台辦：煽動對立逆民心

香港各界：蔡言論不代表台灣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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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評論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2日上午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紀念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國
際媒體對此予以高度關注。

■新加坡《聯合早報》
習近平提到「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
實情況，澄清了台灣社會長期存在、醜化「一國兩制」的錯誤言
論。

■英國《金融時報》
習近平在講話中承諾不對「中國人」使用武力來迫成統一，可被視
為「台海關係的一個重要發展」，但針對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
「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中國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俄羅斯「今日俄羅斯」電視台
習近平再次強調了一個中國原則，並指出中國未來發展必須要統
一，也必然統一，不承諾棄武，是對所有試圖干涉中國內政行為的
警告。

■資料來源：中新社

「我雖已告老退休，但有責任
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也
有信心看到國家統一的那一
天」，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全
國台聯原會長汪毅夫說。

樂見統一上日程
《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前天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69歲的汪毅夫現場聆聽。他

說：「習主席講得很好，接地氣，有深刻內
涵，我聽了很是感動。」汪毅夫說，習近平總
書記一直強調兩岸要共同協商、共同研究、共
同決定，這次更加明確指出要民主協商，並進
一步把統一提上日程。

頑固「台獨」是絕路
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用兩個「無法改

變」、兩個「無法阻擋」總結兩岸關係發展，

並強調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
下任何空間，大快人心。「台獨」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非常頑固；「台獨」是歷史逆流，逆
潮流而動就是反動，自尋絕路。

作為從事兩岸交流工作多年的老台胞，汪毅
夫也親眼見證了兩岸關係的發展。他說，40年
前，《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標誌着大陸對
台方針政策由「解放台灣」發展為「和平統
一」，希望早日看到兩岸和平統一，讓台灣同
胞有更好的民生福祉。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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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責任編輯：宋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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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台民眾熱議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
兩岸要應通盡通，提升經貿合作暢通、基礎設施聯通、能

源資源互通、行業標準共通，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同福建沿

海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記

者何德花報道，「總書記的話說出了我們的心

聲，我們都盼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金門同

胞董明回說，「去年我們金門與福建通水了，現在很期待與

大陸通電那天趕快到來！」

我們都盼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

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紀念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發表

重要講話，提出可以率先實現金
門、馬祖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
電、通氣、通橋。這在閩台民眾中
引發熱議。
「金門和福建沿海地區聯繫緊
密，通水、通電、通氣、通橋再好
不過。」廈門大學中醫藥專業碩士
研究生張陽揚來自金門，如今他已
取得中醫師資格證，計劃到上海進
修，以後在廈門工作。「如果金門
和福建沿海通橋，我以後在廈門行
醫就更方便了，可以經常回家，金
門的親朋好友也可以過橋來廈門找
我就診。」張陽揚說。

閩台通電呼聲高
董明回說，金門與晉江通水後，
減少了地下水抽取。金門現在是火
力發電，不僅消耗大量資源，還污
染環境，如果能與大陸通電，就太
好了。
華僑大學台灣經濟研究所教授陳
克明十分關注閩台通電問題。在他
看來，金門、馬祖發展需要依靠外
力解決電力等能源問題。近年來，
福建電力發展很快，已成為電力淨
輸出省份，而大陸遠距離超高壓輸
電能力包括海底輸電技術都很先
進，完全可以向金門、馬祖輸電，
幫助滿足金門、馬祖同胞用電需
求。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黃
裕峯戶籍在金門，他注意到元旦前
金門大學有很多學生到廈門「跨
年」。「金門和廈門人員、物資往

來非常頻繁。另外，金門醫療條件
比較欠缺，通橋後，金門人生病時
可以緊急送到廈門救治，也是一件
大好事。」他說。
馬祖三臨旅行社總經理蕭欽國在

福州受訪時表示，福建已向金門供
水，未來也樂見福建向馬祖供水。
他說，受限於海上交通狀況，有時
航線會停航。如果通橋，將會大大
促進馬祖地區發展，對觀光業都很
有幫助。
在福州生活的「80後」馬祖青年

楊智謙說，有時回馬祖南竿辦事，
碰到東北季風海浪太大就不好坐
船。如果通了橋，就可以當天往返
福州和馬祖。

大陸富強底氣足
2018年獲評福建省第十五屆「福

建青年五四獎章」的台青范姜鋒接
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說，大陸的崛
起和富強，是未來解決台灣問題的
底氣。
他說，習近平總書記將統一進程

提上議事日程，表示用民主協商來
達成制度安排，這也是很可貴且尊
重台灣人民的方式。
范姜鋒說，兩岸青年只要願意攜

手追夢、逐夢，一定會圓夢。兩岸
問題必須在我們這一代青年手上推
進，也是責無旁貸的。
在福建廈門擔任啟達海峽雙創基

地總經理的他表示，將繼續帶領台
青西進大陸共享發展機遇，同時也
會向台青講解「九二共識」，幫助
台青民族認同，為推動民族復興貢
獻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3日指責蔡英文發表「兩
國論」，煽動兩岸對立，是兩岸衝突的
製造者、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台灣
人民利益的加害者。
據中央社報道，針對蔡英文2日指稱

台灣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和「九二
共識」，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以應詢答
記者問方式表示，正當兩岸同胞隆重紀
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習近
平總書記重要講話引發全體中華兒女熱
烈反響和強烈共鳴之際，民進黨當局領
導人蔡英文卻大放厥詞，赤裸裸地宣洩
其「兩國論」分裂立場，違逆兩岸同胞
改善發展兩岸關係的意願，進一步煽動
兩岸對立，破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
面。

無視台胞利益訴求
馬曉光表示，「九二共識」是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其核心意
涵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雙方均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
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單方面破壞這

一共同政治基礎，導致兩岸關係複雜嚴
峻，台灣同胞切身利益受到嚴重損害，
蔡英文的言論完全曝露了其頑固堅持
「兩國論」的政治本質，充分說明民進
黨當局是兩岸衝突的製造者，台海和平
穩定的破壞者，台灣人民利益的加害
者。
馬曉光說，台灣地區「九合一」選

舉後，民進黨當局不思悔改，繼續在
兩岸關係上推行對抗分裂路線，完全

無視台灣民眾要求改善經濟民生，分
享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紅利的強烈願
望，阻撓兩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走
進，走穩，走好，只能自取其辱，絕
不可能得逞。

罔顧兩岸統一大勢
馬曉光強調，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

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
願望，是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一國兩制」是照顧台灣現實情況，

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實現國家統一
的最佳方式。
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

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在中華民族走向
偉大復興進程中，兩岸同胞一定會共享
國家統一和強盛的偉大榮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浙江台胞台
商學習《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
精神座談會3日在杭州舉行。多位台胞認為，
紀念會內容是大陸十幾億同胞對台灣2,300萬
同胞的一份心意，廣大台胞吃下了「定心
丸」。

共擔民族復興大任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能感受到祖
國的發展與強盛，也能感受到紀念會傳遞的這
份真誠和溫暖。」浙江省海促會台商台企專委
會執行主任委員、全國台企聯常務副監事長李
茂春表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然指向兩岸和
平發展、祖國和平統一，在此過程中兩岸同胞
應共擔民族復興的責任，共享民族復興的榮
耀。
杭州市台資企業協會副會長李品璋認為，

紀念會明確提到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針對的是

外部勢力干涉和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
分裂活動，絕非針對台灣同胞。這澄清了台灣
同胞曾經的誤解，消除了台胞的疑慮，同時也
警示了一直打「台灣牌」的外部勢力。

分裂歷史不能重複
「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着
民族復興而終結。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我熱淚盈
眶。」全國台企聯常務副監事長李泓蘭說：
「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所走過的路令人動
容，所以一定不能走回頭路，不能再重複悲慘
的歷史。我們的子孫後代要在祥和、安寧、繁
榮、尊嚴的共同家園中生活成長。」
目前在浙江大學求學的台灣學生郭衍劭

說，現在越來越多和他一樣的台灣青年到大陸
追夢、築夢、圓夢，青年一代更加謀求心靈的
契合。「歷史不能選擇，現在可以把握，未來
可以開創。」

台胞：紀念會如同「定心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繆健詩）國
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引起香港社會各
界熱烈反響。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表示，
「一國兩制」的構思是科學的，實踐是成功
的，他希望台灣民眾能多來香港直接了解香港
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情況。而對於台灣地
區領導人蔡英文宣稱台灣「始終未接受『九二
共識』，也絕不會接受『一國兩制』」，香港
各界就批評蔡英文的講話不代表台灣民意，早
前民進黨在選舉中大敗，亦顯示台灣民眾早已
向「台獨」說不。

梁振英：「兩制」在港實踐成功
梁振英表示，「一國兩制」的構思是科學

的，實踐是成功的。「一國兩制」解決了歷史
遺留下來的香港前途問題，也令香港有背靠祖
國，面向國際，享有「一國」和「兩制」的雙
重優勢。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在國際社會享
有廣闊的活動空間，可以簽署國際協定，以
「中國香港」名義參加國際活動，在外國成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貿易辦事處」，並且維
持獨立關稅區的地位。他冀台灣民眾能多來香
港，直接了解香港成功實踐「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情況，也希望
香港朋友能夠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
現祖國和平統一。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吳良好認為，香港在兩岸關係中具有特殊作
用，不僅擔當中介橋樑角色，而且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為推動國家和平統一「率先垂
範」。香港應該在習近平新時代對台重要思想
的指導下，在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新階段，進
一步擔當好兩岸交流的重要橋樑和平台，攜手
台灣同胞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會長譚

錦球引用最新民調指，兩岸關係走近走穩走
好，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歸。1997年香港回歸
正式實行「一國兩制」，直到今日，香港已交
出來亮麗成績單，可見「一國兩制」制度已十
分成熟。而香港作為台灣與內地之間的橋樑角
色，相信能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提供經
驗和借鑒。

蔡騙局失效 台胞已覺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

勇認為，蔡英文因一直不能放棄一己私慾及政
治利益，而選擇欺騙台灣民眾，一意孤行走上

「台獨」之路。但經過兩年時間，蔡英文的騙
局已經失效，而台灣民眾都醒了，用選票向
「台獨」說不，所以在早前大選中才會有民進
黨大敗的結果。他並相信台灣人民將逐漸明白
和平統一才是真正對自己好、對台灣好，而選
擇正確的出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成員張俊勇指，絕不認同蔡英文的說法，因為
台灣民眾在大選中已用選票反映出他們希望經
濟民生發展的訴求。只有兩岸統一才能讓台灣
完全享受祖國發展的紅利，以及中華民族復興
的繁榮，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

和平得民心 共識是主流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

簡松年批評蔡英文由始至終都堅持「台獨」，
更自以為代表民意，其實只是代表她自己。他
相信民眾為保和平發展將會逐漸疏離「台
獨」，支持「九二共識」將成台灣主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批評蔡英文只是

以狹隘的政治利益為出發點，質疑蔡英文只
是為「台獨」說項。他又說，香港回歸以來
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社會發展有目共
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