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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

社報道，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

出爐，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說，世界

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

分的基本事實不會改變，中共中央

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已就台灣

地區選舉結果發表談話。對於蔡英

文在11日舉行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

舉中獲得連任，《人民日報》昨日

發表的「人民銳評」指出 ，歷史大

勢不會因一場選舉而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2020年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11日舉行投票，蔡英
文勝選獲得連任。多家外媒對此給予關
注，紛紛報道中國國台辦發言人堅持「一
國兩制」的表態，並援引專家學者的分析
指出，蔡英文連任不會顯著改變中國大陸
對台工作的性質。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報道稱，中國國台辦發

言人11日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出爐後
表示，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
願意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
共同政治基礎上，推動和平統一進程。該報
道還援引美國律師協會駐中國辦事處前負責
人的話稱，蔡英文的連任可能會給兩岸關係
繼續帶來一些挑戰，建議蔡英文在新的任期
裡做出調整，以緩和兩岸局勢。

冷看選情顯示陸有自信
新加坡《聯合早報》撰文稱，中國大陸

近日針對台灣選舉的言論僅限於反駁美台
指控其干預台灣選舉，而民間討論的熱度
也偏低，中國國台辦更不斷重申大陸歷來
不介入台灣選舉的立場。對此，學者分析
指出，冷看選情顯示出，對解決台灣問
題，大陸越來越自信。
《聯合早報》採訪兩岸學者，普遍分析

認為，蔡英文連任不會顯著改變大陸對台
工作的性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教授時殷弘指出，大陸對民進黨當局的基
本方針已定，只不過接下來可能推出「加
強版」。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李曉兵相信，經過了藍綠多次輪替和
各自執政下兩岸關係的搖擺，大陸對台灣
的政黨輪替已經逐漸脫敏，不會簡單地將
兩岸統一問題寄希望於某一個黨派的勝或
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項目聯席主任
孫哲受訪時也提出，蔡英文高票連任不意
味着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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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爽昨日就台灣選舉答記者問時指出，台
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無論台灣島內局

勢怎樣變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
國一部分的基本事實不會改變，中國政府堅持
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反對「兩個中
國」和「一中一台」的立場不會改變，國際社
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普遍共識不會改變。我
們希望並相信國際社會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理解和支持中國人民反對「台獨」分裂活
動、爭取完成國家統一的正義事業。

冀有關國家恪守一中原則
有記者問：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結果揭曉
後，美、英、日本等一些中國建交國的高級官
員向蔡英文表示祝賀，中方對此持何態度？
耿爽說，台灣地區選舉是中國的一個地方
事務。有關國家的做法違反一個中國原則，中
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已向有關國
家提出嚴正交涉。
他說，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我
們反對中國的建交國同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
的官方往來。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希望有關國家切實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不與台灣地區發展任何官方
關係和進行任何官方性質的往來，慎重妥善處
理涉台問題，不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
信號，以實際行動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維
護與中國雙邊關係的大局。

綠營窮盡手段藍營內鬥不止
如何看待這次選舉結果？《人民日報》昨
日發表的評論指出，回顧過去幾個月，民進黨
和蔡英文憑借執政資源，窮盡一切手段追求勝

選。政策性買票，利用黨、政、軍、特、憲等
機器打擊對手，收養網軍抹黑栽贓等等。從這
個層面上來說，這是一次骯髒的選舉，沒有任
何公正性可言。另一方面，藍營則內耗自損，
依然擺脫不了「內鬥內行、外鬥外行」的痼
疾——這次選舉從一開始，藍營內部就爭議
不斷，外部缺乏奧援，讓廣大支持者為之心
寒。
銳評還提到，顯然，這場台灣地區內部的
選舉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美
國和西方的一些反華勢力，公然介入選舉。特
別是美國，為了「直接幫助台灣來強化應對能
力」，推出一系列涉台法案，縱容民進黨對抗
大陸。同時，民進黨為了撈取選舉利益，在香
港修例風波中興風作浪，它們指鹿為馬、顛倒
是非，在島內製造恐怖效應。評論還批評，美
方借香港局勢煽風點火，誤導台灣民眾。

《人民日報》：陸能遏制「台獨」
銳評指出，兩岸關係發展基本格局不會因

一場選舉而改變。大陸完全有能力遏制「台
獨」分裂活動、有信心保持台海形勢總體穩
定，引領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扎實推進
國家統一進程。「過去幾年來的事實已經證
明，兩岸實力對比『我強台弱』優勢將進一
步擴大。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的格局日趨
鞏固，『台獨』分裂沒有任何空間。」銳評
強調，「我們願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
『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與台灣同胞一
道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
一進程。」
《中國日報》亦在大陸社交媒體發文指
出，台灣地區無論誰在台上，都不能搞「台
獨」，這是我們一再重申的底線。蔡英文當選
台灣地區領導人，為了台灣人民的福祉，希望
她能認真處理好兩岸關係，不要冒險，更不要
綁架2,300萬台灣人民為自己的政治投機買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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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輿論籲民進黨勿錯誤解讀民意
◆《聯合報》：民進黨過去三年多弄得民怨四起仍勝選，是操弄「亡
國感」的策略奏效，抵消了青年以外其他世代對當局的不滿。但民
進黨勿錯誤解讀民意，以為民心易於操弄而變本加厲。「亡國感」
容易販賣，卻難以開花結果。在題為《這些裂痕如何弭平》的另一
文章中，該報提醒，選戰過程造成種種政治及社會裂痕，未來要怎
麼弭平，是當局必須優先思考的議題。

◆《中國時報》：蔡英文第二任期應以台灣長期、整體利益為重，
應建立機制制衡黨內派系；對大陸釋放正面訊號；由行政當局提出
「反滲透法」覆議案，集思廣益避免株連無辜。

◆《工商時報》：選舉前草率通過的所謂「反滲透法」，對於在大
陸發展立足或學習的台商、台生而言，猶如芒刺在背。該法是否有
存在必要，將成影響兩岸關係及檢視蔡英文第二任期的關鍵指標。

◆《旺報》：選舉操作是一時的，民進黨當局須防止兩岸全面性
敵視。當務之急是防止風險。易發生誤判的兩岸關係，將讓台灣
經濟、社會、政治難以穩定。

◆台灣《經濟日報》：歸結未來四年台灣面臨的經濟挑戰後指出，
要突圍，面對每項挑戰都艱辛無比，建議當局虛心檢視。

資料來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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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不會變
國際社會一中共識不會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江西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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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歷時8個月建設的上杭橋敖氏宗祠舉行
落成及啟用慶典，十里八鄉村民爭睹盛況。廣

東、貴州、湖南、東北等外省區，以及萍鄉、新余、
宜春等省內敖氏宗親，也紛紛自發組團前來祝賀。

感動：千里赴會襄盛典
來自貴州銅仁大坪鄉香爐山村的敖庚田、敖庚德、
敖庚武、敖華成、敖建英一行5人，興奮之餘，帶着
一分忐忑。他們早早動身，帶着厚禮，沿着滬昆高鐵
快線，一路向東穿越千餘公里來到高安。
第三次來到上杭橋，眼前所見，敖庚田感慨萬千。
嶄新的水泥路、現代化的智能路燈，特別是全新建設
的敖氏祠堂，家鄉的一切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們為何三赴上杭橋？這其中有一個跨越三個世
紀、延續近200年的血親故事。

感歎：血親百載斷音信
故事源起於清朝道光年間，那時，鴉片戰爭還沒有
發生。或許由於「康乾盛世」時期始，清朝政府放鬆
了對商業和手工業的限制，大量民間手藝人跨區域流
動做生意。浙江、福建、湖南、貴州等省，留下了上
杭橋村餛飩師傅、篾匠師傅、武術師傅的活動蹤跡。

村民介紹，大約在1830年前後，上杭橋敖氏始祖季
和公第35世孫、「學」字輩的學道（公元1777年
生），帶着妻子楊氏、侄兒奇慧（1822年生，「奇」
字輩，或是過繼做兒子），向西經過湖南來到貴州
（有傳做桐油生意），來到了梵淨山一帶。
不過，最終他們並沒能夠回到家鄉，或因去世或因

其他客觀原因，永遠留在了當地。據《上杭橋敖氏族
譜》記載：「學道，行鮮四，葬貴州銅仁大坪場江西
坡。」妻子楊氏，同樣葬在江西坡。梵淨山下的大坪
場（現為大坪鄉），也成為了奇慧的最終落腳點，並
在此娶妻生子，開枝散葉。
綜合族譜信息可以大概推測，兩村在接下來三四十
年應有書信往來。之後，或許由於社會動盪，此後
120多年間，大坪場敖氏和上杭橋完全斷了聯繫。
但是，大坪場的歷代族人，一直惦念着江西瑞州府

高安的家鄉上杭橋，上杭橋也一直傳說着貴州銅仁有
一支敖氏血脈。

感恩：改革開放助團聚
1984年，中國改革開放浪潮湧起，農村亦剛剛分田
到戶。大坪場村民又提起了遠在江西的故鄉。當年7
月初，兩位陌生青年的到訪，打破了上杭橋村的寧

靜。時年不到20歲的敖庚田和17歲的敖庚德兩兄
弟，歷經周折，一路打聽，找到了上杭橋。
「當時拿來族譜對照，馬上就確認了他們就是遠在
貴州的上杭橋敖氏宗親，都很興奮。」時任村長敖秋
林說，兩兄弟在村裡住了一星期，主動幫忙幹農活。
臨走時，兩兄弟留下了一張二人的合影做紀念。之
後，大坪場敖氏和村裡有過書信往來。第二次見面已
是2015年，昔日青年變成今天大叔的敖庚田一行，再
次來到上杭橋。翌年年初，上杭橋村民第一次來到大
坪場。
「大坪場村民殺豬宰羊，隆重、熱情接待我們，還帶

到梵淨山景區觀光。」上杭橋村幹部敖擁軍說。如今，
大坪鄉已有敖氏後人過百人，他由衷地感到高興。
此次慶典，是雙方第三次見面。站在全新的祠堂

前，敖庚田5人和上杭橋族人一樣，興奮寫在臉上。
「見到上杭橋宗親和祖上宗祠重修竣工，是我一生
的榮幸和榮光，以後要更多聯繫和走動。」參與慶典
的大坪場村民敖華成難掩激動。
期間，上杭橋熱情接待了大坪場村民，還帶他們進

了縣城高安，參觀了高安博物館、大觀樓等地。
村民說，橫跨千里，兩地村民卻有着血脈關係，這
是一種很奇妙也很美好的感覺。

歲末年終，中國民間各種吉慶事集中登場。在江西高安農村，除婚慶外，祠堂興修竣工慶典

近年來不斷上演。尋根溯祖修族譜，繼往開來建宗祠，農民口袋鼓了，日子富了，崇禮重孝成

為一種社會風尚。在建山鎮雲堆村委會上杭橋村，因為祠堂慶典，還牽出了一段贛黔兩省跨越

三個世紀、長達200年的感人血親故事。

江西敖氏祠堂慶典江西敖氏祠堂慶典
牽出贛黔200年親情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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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們說，改革開放
以來，國家發展日新月
異，農村也奔向小康。
特別是近年來交通和通
訊發展一日千里，上杭

橋村與大坪場同枝同脈的宗親才得以
重逢相聚。兩村的血親故事更折射出
村族、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緊
密相連。

學史可知，封建社會生產力低，土地矛
盾又突出，農民無奈遷徙、遠走他鄉討生
活的情況十分常見。村民敖文說，以上杭
橋為例，該村是由附近的堆上敖家村遷徙
而來，而在宋明時期，由上杭橋遷出的村
民又先後繁衍發展出紐塘村、上前街村，
也包括貴州大坪場香爐山村。大坪場先祖
學道、奇慧來到貴州的前後，正是清王朝
走下坡路的時候。而之後，鴉片戰爭、太
平天國運動、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
民國軍閥混戰、日軍侵華等先後發生。國
家的落後與動盪，正是兩村完全失去聯繫
的時期。

改革開放之後，兩支血脈才重新聯繫
上。國家發展，敖氏祠堂才得以在百餘
年後重建。貴州大坪鄉也在國家精準扶
貧政策下，山區面貌、村民生活發生了
巨大變化。

沒有國家的強大和發展，就沒有農村
的繁榮，也就沒有村族和個人的巨變。
村族的命運、個體的命運，從來都是和
國家的命運唇齒相依，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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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大坪鄉香爐
山村一行 5
人來到上杭
橋，這是兩
村村民第二
次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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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 7
月，敖庚田、敖
庚德兄弟不遠千
里尋找到上杭橋
村。圖為當年他
們留下的紀念
照，當時他們都
不到2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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