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
門報道）第十二屆海峽論壇大會昨日
在福建廈門登場，大陸方面中共中央
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福建
省委書記于偉國等出席，台灣方面則
由新黨主席吳成典、副主席李勝峰與
親民黨黨務顧問黎建南等參加。

「台獨」是中華民族罪人
吳成典在大會上表示，今次不理台

灣當局恐嚇威脅堅決率團赴會，是因
為「相信戰爭無情，和平無價」，
「唯有交流才有和平」。「我始終認
為只有統一才能給兩岸同胞帶來福
祉，我們的民族才能偉大復興。」吳
成典稱島內任何破壞和平的想法與操
作，將給兩岸帶來危機，「台獨」也
不可能成功，「這些人不但是台灣的
罪人，也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我們反對『台獨』，追求兩岸互利

雙贏，和平統一，主張兩岸應該盡早簽
訂『和平協議』。」吳成典亦在會上表
達，希望兩岸和平共存，和平談判，和
平統一，兩岸同胞放下分歧，共同讓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協商實現。他亦
指，在兩岸互信難建的當下，新黨雖小
但願承擔兩岸溝通的角色和橋樑。吳成
典亦在會前受訪表示，期望兩岸回到正
常軌道，中國在崛起的時候不能做錯誤
選擇，兩岸應攜手合作，讓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是兩岸共同心願。

兩岸融合之路必越走越寬
劉結一早前在廈門與台青代表座談

時表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
史腳步堅定向前，兩岸融合發展之路
必然越走越寬，兩岸關係好，台灣同
胞的利益福祉才有根本保障，希望兩
岸青年不負韶華，克服困難，攜手奮
進，做無愧於偉大時代的建設者。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

喧。待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
村。」李勝峰會前受訪時表示，民進
黨妄圖阻撓兩岸交流，只會像溪流中
的小石頭，會被潮流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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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第十二屆海峽論壇大會昨日上午在福建廈門舉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通過視頻連線發表致辭。汪洋強調，今年祖國大陸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

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並提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台灣同胞不應缺席，也必然不會缺席」。

民族復興征程 台胞必不缺席
海峽論壇大會視頻致辭 警告「台獨」是絕路勿鋌而走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台辦、國
務院台辦主任劉結一前日下午在廈門市海滄區走訪台
灣青年參與鄉村建設情況並與在閩台灣青年代表座
談，勉勵他們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青春力量。
在青礁村蘆塘社區，劉結一聽取台灣青年運用社

區營造理念促進當地鄉村振興的工作情況介紹，肯
定台灣青年扎根基層、服務民眾、發展鄉村取得的
可喜成績，並通過視頻連線問候勉勵在寧夏參加對
口幫扶工作的台灣青年。
劉結一在座談會上表示，大陸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重大戰略成果，包含着廣大台胞台企的重要貢獻，
彰顯了團結奮鬥、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中華民族走
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腳步堅定向前，兩岸融合發展之路
必然越走越寬廣。兩岸關係好，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
才有根本保障。希望兩岸青年不負韶華、克服困難、
攜手奮進，做無愧於民族復興偉大時代的建設者。

劉結一勉台青為民族復興獻力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
華之聲昨日播發題為「『台獨』勢力
如一意孤行必遭毀滅性打擊」的總台
海峽時評。時評指出，戰旗獵獵，雷
霆萬鈞。這是對民進黨當局勾連反華
勢力的嚴正警告，「台獨」勢力如不
懸崖勒馬，一意孤行，必遭毀滅性打
擊，台灣統一的步伐將立即啟動。
時評進一步指出，最近一段時間，
「台獨」勢力勾連美國政客有恃無
恐，變本加厲，在謀「獨」邪路上撒
野狂奔。美國衞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
阿扎8月訪台，接着副國務卿克拉奇
又到台灣。前腳剛走，後腳又來，雙

方狼狽為奸的戲碼一場接一場，「台
獨」勢力「獨」心膨脹，甘當美方政
客手中遏制大陸發展的棋子，破壞中
國主權、領土完整和發展利益的幫
兇。「台獨」分子要清楚，美國政客
決無可能會為了一小撮數典忘祖的叛
國賊們捲入戰爭泥潭，他們唯一的希
望就是製造緊張氛圍，榨取台灣的真
金白銀。阿扎到台灣，塞給問題美豬
美牛；克拉奇來，又要軍火「伴手
禮」，賊不走空，錢袋滿滿。為了回
報美國，「台獨」勢力開門揖盜，引
狼入室。
時評強調，幾天來，島內熱炒華盛

頓準備賣給台灣「死神」無人機、反
艦導彈、水雷等七項武器。然而，島
內民生福祉卻是「肉包子打狗──有
去無回」。有報道稱，民進黨當局
2016年上台迄今對美軍購已逾新台幣
4千億元。與之相對應的是，截至今年
6月底，台灣負債5.68萬億新台幣，平
均每個台灣人大約背負新台幣24.1萬
元債務。「台獨」成為了美方政客最
可靠的「提款機」，台灣民眾成了被
綁上戰車的肉票。
時評最後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事實是國際社
會的普遍共識。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

核心利益，全體中國人民維護國家主
權、尊嚴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
石。在反對分裂國家這個重大原則問
題上，我們絕不會有絲毫動搖，絕不
會吞下「台獨」這個苦果。正如國台
辦發言人所說：勾連外部勢力搞「台
獨」，是在走危險的獨木橋，腳下是
萬丈深淵，梯子在別人手裏，隨時都
有可能粉身碎骨。

「台獨」勢力如一意孤行必遭毀滅性打擊

今年2月29日至3月4日，大文集團
旗下大公報、文匯報、全媒體等各平
台，以消息、專題、圖文、視頻等形
式，報道了內地正月新冠疫情嚴峻時
期，在大陸的台青謝華璟、應志宏等4
人，奔波行程9,000公里，赴東南亞日

本、泰國、越南等國家和地區採購3萬
個口罩，支援祖國抗疫的消息。在20日
海峽論壇大會上，台青採購支援祖國抗
疫團隊成員之一陳俊宇登台分享，他表
示患難與共，兩岸同天，祖國有難，台
青有責。

陳俊宇20日在會上詳細講
述了 4 位台青和 2 位大陸青
年，攜手共同支援祖國抗疫
的感人故事。彼時，他們採
用人力接駁方式，將在東南
亞四處採購到的32,000個口
罩、3,500瓶消毒液和300把
額溫槍，悉數運往大陸急需
醫療用品一線。「我們只是
走 該 走 的 路 ， 做 該 做 的

事。」因感染流感的謝華璟與
感染新冠肺炎的應志宏仍在
台灣接受治療無法赴會。

陳俊宇作為代表在會上表
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我們來自台灣，在大
陸創業得到了大陸諸多幫
扶，能夠在這裏落地生
根，面對國難當頭，台
青不能袖手旁觀，所
謂人溺己溺，更應挺
身而出有所行動。

陳俊宇亦在接受
大文記者訪問時表示，大陸敞
開懷抱，希望更多台青西進登陸創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援陸抗疫台胞：
國難當頭 不能袖手旁觀

汪洋指，去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
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五項重大
政策主張，每一項都是圍繞和平統一展
開。我們堅持在「九二共識」基礎上，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着眼點和落腳
點就是增進同胞的親情和福祉，讓兩岸
同胞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汪洋強調，今年祖國大陸即將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
標，明年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強國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進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
台灣同胞不應缺席，也必然不會缺席。
有強大祖國做依靠，台灣同胞的發展空
間一定會更大，在國際上腰桿會更硬，
底氣會更足。」汪洋說。

惠台措施不斷 促進兩岸合作
2018 年，大陸推出「惠台 31 條措
施」，2019 年又推出「26 條惠台措
施」。汪洋表示，今年為幫助在陸台企
做好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再次推出11
條措施。「我們積極回應台胞訴求，製
發了台灣居民居住證，開放了台灣居民
在大陸參加社會保險，來大陸學習就業
創業生活成為更多台胞的選項。」他
說。
汪洋進一步指，當前有關部門和地方

正在研究將國家發展重大戰略和改革發
展成果與台灣同胞的現實關切結合，完
善相關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推動兩岸
交流合作提質增效，助力台胞特別是台
灣青年在大陸追夢、築夢、圓夢。汪洋

說：「兩岸擴大民間交流，促進融合發
展，既是大利，更具大義，我們沒有理
由不走得更近更好，也一定會走得更近
更好。」

疫情無阻論壇 足證交流意願
汪洋同時指，雖然今年海峽論壇受

疫情和島內人為阻撓不利影響，但仍
隆重舉行，大批台胞赴會，充分證明
兩岸民眾交流意願真誠強烈，任何勢
力都無法阻擋。「兩岸關係發展的根
基在民間，動力在人民，民間交流，
看似平常之事，卻有非常之功。」汪
洋寄語兩岸同胞秉持民族大義，順應
歷史大勢，多做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兩岸同胞增進福祉的事，共擔
祖國統一的歷史責任，共享民族復興

的歷史偉業。
汪洋警告，民意不可違，大勢不可

違，「台獨」是絕路，挾洋自重鋌而
走險，只會給台灣帶來不可承受的風
險。汪洋強調，島內有人要限阻兩岸
交流合作，妄圖與大陸經濟脫鈎，文
化斷裂，這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歷史逆
流，不是為民眾傾力，而是為一己之
私，對台灣有百害而無一利。在某些
外部勢力眼中，台灣只不過是與中國
大陸博弈的棋子。
汪洋最後表示，中國大陸在一窮二

白的年代鐵骨錚錚，今天更不會容忍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

到任何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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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曾在3月
4日報道4名台青在多
地採購口罩以支援祖
國抗疫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