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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出席博
鰲亞洲論壇的台灣
代表團榮譽團長吳
敦義近日與國務院
副總理李克強會面

時表示，期望雙方秉持 「求同存異，兩
岸和平，講信修睦，民生優先」的理念
，進一步擴大交流。李克強則會心笑道
「又是十六個字啊」。這些年兩岸高層

已漸漸達成一種默契，用十六字訣來
「傳情達意」。這次吳敦義有備而來，

李克強當然心領神會。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喜歡用成語、四

字詞一類言簡意賅、對仗工整的詞語或
詞組，主要因其朗朗上口、便於記憶。
例如，對於處世之道，坊間流傳 「失之
坦然，得之淡然，爭其必然，順其自然
」。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語，用十六
字式的古文體來闡述各自對處理兩岸關
係的原則和方針，亦是自然而然的事。
吳敦義十六字中的 「講信修睦」就是出
自古代文獻《禮運大同篇》，由此凸現
兩岸同屬中華文化。

2008 年國民黨贏得大選，兩岸關係
露出曙光。自此，兩岸高層便慣用十六
字訣來表達各自的主張，在一來一往之
間，雙方的目標和步伐漸漸接近。2008
年4月中旬，在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
台灣代表團團隊蕭萬長對兩岸未來互動
提出十六字訣： 「正視現實，開創未來
，擱置爭議，追求雙贏」。月底，中共
總書記胡錦濤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時，回應道 「建立互信，求同存異，擱
置爭議，共創雙贏」。後來在 6 月和 12
月，胡錦濤在分別會見台灣海基會代表
團和時任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均提出
「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

創雙贏」。2009年7月馬英九當選國民黨
主席，胡錦濤在賀電中也提出完全相同

的十六字方針。而馬英九在覆電中回應道 「正視現實
、建立互信、擱置爭議、共創雙贏」。

由此可見，當時在經過一年多的交流和磨合後，
兩岸高層在兩岸關係發展方向上漸趨一致，從最初只
有八字相同，發展到有十二字一樣，所不同的是台灣
強調 「正視現實」，而大陸把 「建立互信」放在首位
。其實，人無信不立，沒有誠信，一切都是空談。兩
岸互信的基礎是體現一中原則的 「九二共識」，沒有
這個基石，兩岸關係好比是空中樓閣、搖搖欲墜。至
於台灣方面既願意 「擱置爭議」，但又希望大陸承認
「中華民國」，根本就是自相矛盾。因此，今年吳敦

義未再提 「正視現實」，取而代之的是把 「求同存異
」排在第一位，顯示台灣方面對 「政治定位」問題的
態度沒有以往執著，而是採取了務實作法。這與早前
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胡錦濤會面時所說 「雙方求
同存異，同的是兩岸同屬一中；異的部分則擱置」是
一脈相承的。

此外，吳敦義提出的 「民生優先」亦引得各界議
論紛紛。有分析認為，這是台灣迴避政治議題協商的
擋箭牌。然而，在十六字中排第二位的是 「兩岸和平
」，意即 「和平」是 「民生」的先決條件。按此推論
，馬英九其實並未刻意迴避敏感議題，倒是埋下了伏
筆。只不過 「民生優先」是首次提出，人們覺得新
鮮，因而忽略了前面耳熟能詳但其實別具意涵的
「兩岸和平」。這大概也是馬英九的 「聲東擊

西」之計，以免民進黨察覺，只願大陸心照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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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台北遙祭黃帝陵
重視中華文化 促進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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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節前夕，基於 「慎終追遠、民
德歸厚」 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意義，馬英九
3日再次率文武官員，在台北圓山忠烈祠
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表達對傳統文化的
重視。3年前的同1天，馬英九親自主持遙
祭典禮，成為1949年之後，第一位主持遙
祭黃帝陵典禮的台灣領導人。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台北3日消息：
馬英九3日率文武官員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 「總統
府」表示，馬英九是要凸顯 「慎終追遠」、 「源遠流
長」寓意；這些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高於政治層
次的文化歷史層次。

黃帝是中華民族始祖
睽違3年，馬英九上午率文武官員在台北圓山忠

烈祠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 「總統府」表示，黃帝是
中華民族共同始祖，政府為紀念黃帝，將清明節定為
「民族掃墓節」；基於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對中

華民族的重要意義，馬英九再次親自主持，表達政
府對傳統文化的重視，也期許台灣成為中華文化領
航者。

對部分人士3年前質疑此舉有政治動機， 「總統
府」指出，台灣人民除原住民外，多來自閩、粵奉黃
帝為始祖的漢民族，過去在日本異族統治下，仍堅持
黃帝子孫信念，保有台灣人民族主體性和尊嚴；台灣
光復後，還有本土大老林獻堂率 「台灣光復致敬團」
，至西安謁黃陵。

因此， 「總統府」表示，藉由遙祭黃帝陵，馬英
九是要凸顯 「慎終追遠」、 「源遠流長」寓意；這些
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本來就是台灣人民美德的一部分
，這是高於政治層次的文化歷史層次。

「總統府」還指出，馬英九兩岸政策清清楚楚，
即推動兩岸經貿交流及制度化協商，3年多來兩岸共

簽署 16 項協議，繼續努力打造兩岸和平繁榮發展環
境。

台灣文化源於中華文化
「總統府」表示，馬英九認為，來自閩粵的台灣

人本是中原的 「河洛人」，台灣的文化思想是由朱熹
「閩學」，經鄭成功、陳永華來台開科舉、設學校而

廣為流傳；朱熹 「閩學」則是繼承北宋二程的 「洛學
」，而成為海上中華，近代更包容吸納東、西方文化
，主要仍以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為源頭，根源是中華
文化，在台灣發展、創造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

「總統府」表示，除結合傳統文化精華，還加上
自由、民主環境孕育出的創意，在國際文化領域佔有
優勢，台灣會努力透過軟體硬體同時發展，發揚台灣
的中華文化精神，並提升中華文化在世界的發言權。

此前，曾在台灣多次主持遙祭黃帝陵的中國國民
黨榮譽主席吳伯雄，3 月 24 日在河南省新鄭市出席
「壬辰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祭黃帝並祈福上香

。吳伯雄去年也曾前往陝西參加黃帝陵祭典，他說
，從遙祭到祭典，再到黃帝故里，象徵着彼此關係
的拉近；他希望中華民族不再有內戰，海峽兩岸不
再內耗。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及中央社3日報道：正在
海南出席博鰲亞洲論壇的台灣代表團榮譽團長吳敦義
3日上午前往海口市參觀海南島最大的台商蓮霧基地
，共有 89 公頃。吳敦義和夫人蔡令怡也親自品嘗當
地種出的蓮霧，並大讚好吃。

嘗蓮霧讚好吃
3日上午，吳敦義與夫人蔡令怡等一行前往台商

黃益豐在海口的蓮霧園參觀。黃益豐成功改良蓮霧品
質，讓蓮霧一年四季都能開花結果；吳敦義除了了解
台商在海南投資情形，也希望透過了解，進一步協助
台商，強化兩岸合作交流。

吳敦義致詞時指出，海南天然資源豐厚，氣候條
件與台灣相當，台商們在當地政府的協助下，成功種
植台灣蓮霧，令他感到欣慰；同樣的，對於到台灣投

資的陸資企業，台灣方面也會將心比心，給予妥善照
顧，讓兩岸持續發展。

吳敦義高度肯定黃益豐投資海南的成果之餘，還
現場試吃蓮霧，大讚甜美、色澤紅潤、形體壯碩。

據介紹，黃益豐於 1999 年開始投資大陸，2001
年成立金德豐農業公司，經過長達 10 多年的不斷改
良品種、擴大種植面績，如今在海南擁有 89 公頃的
蓮霧農地，蓮霧果樹達3萬多株，生產的蓮霧產量佔
全大陸市場總量近80%，在大陸被稱為「蓮霧大王」。

昨晚搭機返台
吳敦義在參觀完黃益豐的蓮霧基地後，一行人接

受海南省台商午宴，傾聽當地台商的心聲，了解他們
的發展狀況。在傍晚搭乘直航班機自海南返回台灣，
結束這趟博鰲之行。

【本報記者張建星博鰲3日電】清華大學教授李
稻葵3日下午在博鰲亞洲論壇舉行的 「兩岸企業家圓
桌會議」上表示，兩岸經濟越來越變成同一個貨幣區
。過去十年來，隨着兩岸經貿關係加強，兩岸經濟越
來越同步化，比如過去十年大陸的經濟增速和台灣增
速的相關度達到60%以上，超過大陸和美國的相關度
。同時經濟周期的同步性在加強，2008 年以後，中
國經濟 09 年年終開始出現 V 型反彈，台灣經濟也大
約在當時反彈。

此外，兩岸物價水平、通脹壓力也在同步，過去
十年，兩岸通脹相關度達到80%以上。金融危機爆發
後，兩岸面對的經濟挑戰越來越共同性。

李稻葵建議，兩岸雙方在貨幣政策方面加強溝通
，增加協調。可以互相溝通自己對貨幣政策的想法，

在對方的貨幣政策制定中可以考慮下自己的重大關切
，同時在國際場合共同發聲。

兩岸貨幣清算未確定清算銀行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下午在博鰲表

示，兩岸貨幣清算機制將會加速建立，但清算銀行目
前並未確定。

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許嘉棟表示，建立兩岸貨
幣清算機制，推動兩岸貨幣的直接清算，不僅可以更
便捷、更低成本，而且由於台灣和大陸間的貿易投資
金額很大，一旦這些交易可以馬上用人民幣結算，人
民幣離岸業務就可以擴大規模，有助於推動人民幣國
際化。

台灣財團法人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執行長洪讀表

示，兩岸金融政策領域的開放步伐跟不上業者需求，
需要迎頭趕上。尤其需要放寬對銀行、證券、保險業
種種投資限制，加快解決雙方企業界迫切需要的兩岸
貨幣清算問題，才能開啟兩岸金融合作新紀元，為制
度化的經濟合作創造更大的利基。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報道：面對兩岸旅遊主管部
門日前同步宣布，大陸居民赴台個人旅遊（自由行）試
點城市將新增加10個，台灣各縣市以及觀光局旗下的台
旅會北京辦事處等紛紛動起來，各出奇招、努力向自由
行旅客招手，開創新商機。

台南主打文化牌
台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陳俊安3日表示，目前正

規劃台南府城的鄭成功主題旅遊動線，相信對自由行陸
客會有吸引力；他強調，台南市沒有故宮、阿里山、日
月潭等非去不可的景點，但是台南的生態資源、鄉村特
色、文化資產三大觀光旅遊特色，對陸客自由行絕對有
吸引力。

面對大陸客赴台持續增長，高雄市府也全力爭取客
源商機。高雄市觀光局局長陳盛山表示，去年1月，兩岸
航線只有8條，但今年2月已增至19條；航班也從每周26
班至現今的51班，增長96.2%，尤其是去年至今增加的13
個直航城市中，除了大阪和吉隆坡，其他11個城市都在
大陸。

高雄擬開遊輪線
高雄市府統計，2010年有81萬多人次的大陸旅客來

到高雄，2011年更增長至104萬人次，增長率達28%；大

陸客更高佔去年住宿高雄的境外旅客的61%。
陳盛山說，就以現行大陸團多半採用的8天7夜環島

行來說，許多都是 「北進北出」，但未來可調整為 「南
進南出」、 「南進北出」或 「北進南出」，再搭配遊輪
來高雄，高雄市的觀光會讓人驚艷。

苗栗獎勵500元
苗栗縣長劉政鴻，不但常到大陸推銷苗栗縣觀光，

更大力推薦苗栗的好山好水，歡迎大陸民眾前來台灣觀
光。他說，到苗栗觀光從 2008 年的 550 萬人次，到 2010
年已增至843萬人次，去年光是元宵燈會就創下802萬人
次，今年將以「水果旅遊」及 「住宿旅遊」為推廣主軸。

苗栗縣旅遊服務中心表示，觀光人數逐年增加，只
要是海外及大陸人民，透過合法甲種旅行社，在苗栗縣
吃1餐住1晚，每人就補助500元；赴台個人遊遊客只要
憑單據和訂機票等證明，也可獲補助500元。

南投縣府也研擬針對大陸客舉辦徵文、南投 10 大景
點票選、集章拿獎金、民宿競賽等活動，希望能創造更
大觀光商機。

此外，台旅會將研擬 「送客計劃」。具體來說，台
灣將會免費提供知名景點的門票，最搶手的就是台北故
宮，另外展現台灣眷村文化的寶島綜藝秀舞台劇，在大
陸也頗受追捧。

吳敦義海口探望台商

經濟發展趨同步 正變成同一貨幣區
學者籲兩岸金融合作提速破限

台縣市各出奇招 吸個人遊陸客
台旅會將免費提供知名景點門票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消息：台灣高速鐵路雲林沿線
因地下水過度抽取，導致地層下陷日益嚴重，據最新監測顯
示，台78線處路段，地層下陷繼前年下陷6.8公分後，去年
又再下陷了7.3公分，儘管已經做了橋墩補強工程，但下陷
情況仍然惡化，威脅高鐵行車安全。台灣高鐵2日表示，如
果沒有找到有效解決辦法，未來高鐵恐怕只能行駛到台中。

針對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問題，台灣 「行政院」去年曾召
開跨部會會議，提出對沿線的深水井封井、替當地居民找尋
替代水源，以及管制五大園區開發的計劃。

1年來高鐵部分路段下陷速度趨緩，但也有路段沉陷更
嚴重。據台灣交通部高鐵局委託工研院對高鐵地層下陷監測
結果，彰化縣溪州、雲林縣虎尾車站預定地、跨158縣道處
等3處路段沉陷趨緩，但高鐵跨台78線處持續惡化，從前年
下陷6.8公分擴大到去年的7.3公分。

儘管雲林縣政府水利處副處長許宏博說，當地高鐵沿線
兩側3公里範圍內100多口深水井，去年已全部封填，使原
來700多平方公里地層下陷範圍縮小到300多平方公里；自
來水公司、水利會及台糖等100公尺以上水井10年內都將封
填。然而台灣高鐵發言人賈先德表示，雖然目前已採取橋墩
補強工程，但地層下陷監測數值顯示了這些措施效果不彰。
高鐵憂心下陷問題若不解決，縱貫台灣南北的高鐵， 「未來
恐怕只能開到台中」。

高鐵雲林段下陷
未來恐只到台中

◀ 馬 英 九
（前）3日前
往台北市圓
山 「國民革
命忠烈祠」
，主持 「遙
祭黃帝陵典
禮」

中央社

▲吳敦義（前左二）與夫人蔡令怡參加博鰲亞洲
論壇，3日上午參觀台商黃益豐在海口種植的黑
金剛蓮霧園 中央社

▲兩岸企業家2日在博鰲論壇舉行圓桌會議，由
大陸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戴相龍（右）和台灣的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主持 中央社

▲新北市12家有線電視聯合製播 「新北美
食通」 節目，介紹在地美食與旅遊資訊，
副市長侯友宜（左）與市府新聞局長林芥佑
（右）2日記者會展示萬里螃蟹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3
日消息：題為 「傳藝．獻丑」
的 「2012 傳統表演藝術節」即
將在台灣 5 縣市登場。新任台
灣 「文建會」主委龍應台（如
圖）3日臉着丑角粉墨，與國光
劇團「武大郎」一段數來寶演出
讓傳統藝術界朋友會心大笑。

今年邁入第四屆的傳統藝
術節，匯聚兩岸豫劇、高甲戲
、歌仔戲、客家戲10個劇種15
個團隊的 46 場表演與講座。站
到媒體面前推介藝術節，畫上
白鼻的妝扮讓龍應台先是擔心
「不要看着太恐怖」。不過，她說，10 天前到 「文建會」

下屬的 「台灣傳統藝術總處」聽取業務報告時，傳統藝術團
體在待遇、人事制度上受歧視的現況讓她有很深感觸， 「除
了跟他們一起玩，還有什麼會是更好的鼓勵方式？」

龍應台說，在中國民族美學裡，丑角戲這種輕鬆的表演
藝術蘊藏很深的政治、歷史、社會意義，丑角其實是諷刺家
，是諫官，所謂 「嘻嘻哈哈並非胡鬧」。如司馬遷《史記．
滑稽列傳》，就記載了 「優孟諷楚王納諫」在內許多故事。

龍應台將當天粉墨登場視作 「表達對傳統藝術的重視的
一個小小行動」。這位新官正為即將成立的台灣 「文化部」
做核心業務盤點，她希望為傳統藝術取得足夠的預算，爭取
應得的權益和尊嚴。

龍應台扮丑宣傳戲曲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