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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中常委、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
事身份訪問大陸的謝長廷，5日上午與廈
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學者進行座談，他會後
受訪時表示， 「兩岸關係要跳躍提升，就
不能只是 『求同存異』 ，而是要面對差異
，處理差異，超越差異。」 要做到這一點
，有賴雙方的耐性與互信。

謝長廷籲處理並超越差異
到廈大台研院座談提增互信

【本報記者蔣煌基廈門五日電】謝長廷一行5日上
午在廈門大學舉行一個小時的閉門座談，國台辦、廈
大校方等近40 位相關人士參加，包括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院前院長陳孔立、院長劉國深及教授林勁等十多位
學者，維新基金會方面亦有約15人與會。

只「存異」是自我設限
謝長廷作了約3分鐘講話，主動提到須增加兩岸互

信。他認為，目前兩岸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早已開始
，且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兩岸關係要進一步發展，如
果只是 「存異」，就是自我設限。 「從 『求同存異』
到 『求同化異』可能會比較困難，但需要耐心，更需
要互信，這也是我這一次來的原因。」他說。

接下來的大部分時間，與會雙方就兩岸經濟文化
教育等方面內容， 「你一言我一語」進行了熱烈的交
流。據透露，座談會期間，謝長廷一行表達了對大陸
近年來發展的肯定，特別是對推動周邊發展和兩岸關
係發展方面，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大陸學者則認為台
灣的軟實力值得學習，且台灣的技職教育成熟，都是
大陸需要進一步了解的地方，雙方也都表示希望未來
能有更多交流。

盼與大陸學術機構交流
謝長廷會後被媒體問到，民進黨未來是否有可能

與大陸學術機構進行交流。謝長廷表示，希望有正式
的平台，但他一再強調 「這是個人意見」。他進一步
指出， 「這次行程如果圓滿順利，就是為下次的交流
建立好基礎。所以我們很謹慎，也很注意方向，不要
隨意破壞互信」。

劉國深強調，希望維新基金會與台研院有更制度
化的交流。謝長廷則表示，這次從文化教育交流談起
，雙方談到如何建立互信以及如何提升兩岸交流的效
益。雙方都認為，兩岸交流應有質的提升。

謝長廷一行參訪廈大後，下午繼續行程，參觀台
商企業並與台商座談，並於下午5點半搭乘廈門航班飛
往北京，出席世界調酒大賽。被問到在北京會否與大
陸高層官員會面，謝稱 「傳聞都是報紙說的。除非是
那個報安排的，我都不知道，他怎麼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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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長廷登陸 漳州 廈門廈門 北京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
是全國最早成立的台灣研
究學術機構，前身為 1980
年成立的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所，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上海台灣
研究所並列三大對台智庫。

參與5日與謝長廷一行座談會的廈大學者陣容鼎盛
，其中陳孔立是大陸學界研究領域的 「南派泰斗」；
而被譽為研究台灣民進黨權威的 「北徐南林」， 「北
」為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徐博東， 「南」即
為林勁。 本報記者蔣煌基

話你知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

【本報訊】據中央社北京五日消息︰謝長廷5日晚完成
廈門行程後飛抵北京，晚上 8 時 30 分許獲禮遇走出首都機
場，表示感覺比十幾年前輕鬆。他現場回答媒體詢問是否會
見全國政協主席、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賈慶林時，笑說 「你
幫我介紹」。

謝長廷等人抵達北京，大陸方面由國台辦聯絡局長劉軍
川、北京市台辦主任馬玉萍接機。

謝長廷離開首都機場後直奔下榻的君悅飯店。明天上午
他將拜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目前已知由所長余克
禮出面接待。謝長廷下午將參訪798藝術區。

謝長廷陣營與大陸方面對這趟訪問同步低調因應，他預
計在北京停留2天半，目前只公布4項行程，拜會社科院的
行程不公開。

在已公開的行程方面，謝長廷預定7日出席世界調酒大
賽、下午參觀奧林匹克公園場館鳥巢及水立方，預計8日中
午返回台北。

謝長廷一行轉抵北京
今拜會社科院台研所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五日消息︰前陸委會副主委林
中斌表示，民進黨、共產黨交流已經擋不住了，民進黨也知
道再走原來的路，下次選舉會失敗。

熟悉兩岸議題的林中斌指出，民進黨內赴大陸階層愈來
愈高，這是民進黨轉型的新跡象。民進黨過去與國民黨差別
最大的就是兩岸政策，現在差異正逐漸淡化，民進黨勢必會
更強化環保、非核家園等訴求，藉此與國民黨有所區別。

淡江大學 「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也認為，謝長
廷是民進黨曾任公職的政治人物訪陸層級最高的一人，這趟
破冰之旅若成功，對謝長廷在民進黨內定位具歷史意義。

不過，張五岳分析說，謝長廷不是以民進黨名義登陸，
大陸也不是用政黨名義交流，在可預見的將來，民、共之間
還是很難用政黨名義，接觸溝通對話。他表示，大陸 「堅持
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立場很清楚，預料民、共之間短期
內還是只能以非政黨、非公開的方式接觸。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高輝則表示，兩岸關係已進入深
水區，謝長廷此時勇敢游向深水，還是要鼓勵。

林中斌：民共交流勢難擋

【本報訊】對於謝長廷的大陸行，中通社5
日發表文章，形容謝長廷瞬間成為兩岸之間炙
手可熱的新聞人物，其對民進黨的作用，儼如
當年國民黨的連戰。文章認為，謝長廷這趟大
陸行勢必在派系林立的民進黨內部激起千層浪
，被稱為綠營 「兩個太陽」的蘇貞昌、蔡英文
同被視為出戰2016年 「大選」的熱門，但此番
「豪氣西進」已使 69 歲的謝長廷成為綠營的
「第三個太陽」，蘇、蔡兩人應想想下一步何

去何從。

蘇不甘風頭被蓋過
蘇貞昌自然不甘心捱打，他於 4 日走訪距

離廈門僅數公里的金門，並隔岸喊出 「放開拳
頭，兩岸才能真正握手」，意欲告訴外界 「我

才是民進黨的當家」。分析指出，可見受到謝
長廷影響，內心深知若不再有動作，政治光芒
恐被謝掩蓋。

外界普遍認為，2012 年民進黨敗選，主因
在於兩岸政見遠遜國民黨。惟受制於黨內深綠
勢力及不同派系，蘇貞昌上任至今除喊出 「面
對中國」口號，未能提出具建設性的一言半語。

具體行動面對大陸
反觀謝長廷卻把握到最佳時機，率先於有

意逐鹿2016的蘇、蔡登陸，成為歷來踏足大陸
的最高層綠營人士。這趟登陸之行，雖宣稱沒
有政治行程，但長遠來看，謝長廷的一步，將
為民進黨在兩岸路線上，數十年已經習慣的步
伐，帶來調整與改變。

過去兩岸政策在民進黨內被視為 「鐵板一
塊」，但今年初大選敗選後，黨內掀起修正兩
岸路線的聲浪，蘇貞昌也喊出 「面對中國」，
而謝長廷此行的意義恰恰在於以具體行動落實
「面對中國」，對照出蘇貞昌的 「只喊不做」

、決策保守；更搶了曾表示 「有機會也想去走
走」的蔡英文先機。

其實，蘇所懼者，為黨內深綠 「台獨恐陸
」的勢力，謝此行同樣受到批評，但他以 「今
日我足跡，未來後人路」回應。若謝此行成功
「破冰」，深綠勢力便失去立場再堅持 「背對

中國」，未來民進黨兩岸政策也勢必變得更開
放、更有彈性，而這一功，在謝不在蘇，更與
蔡無關。謝這一着棋對綠營的貢獻，還在於拉
近了與最大對手國民黨的距離，因為兩岸政策
很可能在未來不會再成為藍營的 「獨家專利」
，謝長廷也為綠營 「搭起另一個舞台」。

當蘇、蔡還困在深綠勢力的掣肘中，身為
黨主席的蘇貞昌還在為 「向左、向右、向中間
」而猶豫之際，謝長廷已經 「豪氣走天下」，
帶領民進黨在兩岸政策方面轉型。蘇蔡如何應
對？值得拭目以待。

今次是繼 1993 年
後，謝長廷第二次訪問
廈門大學。當年謝長廷
在廈大台研院（當時稱

台研所）外有一張合影，台研院5日特意將照
片贈送給他。

座談會結束後，面對兩岸三地傳媒，謝長
廷開起玩笑： 「他們把照片拿給我的時候，我
一看，還以為是我兒子。很感謝他們還保存着
（照片），很重視，沒有把我 『燒掉』。」引
來現場一片笑聲。

隨後謝長廷感慨：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那
麼多年，但生命不能只是變老，生命應該提升
，人生沒有多少個19年。時間很快過去，生命
不要只是變老，生命應該提升」，對社會有貢
獻比較重要，不能只是頭髮變少而已。

廈大台研院前院長陳孔立憶述19年前與謝
長廷的交往。他說，謝長廷當年送他 「謝長廷
新文化教室」一書，就主張兩岸可先從文化交
流做起。當時雙方同意從可先做的開始，即使
大陸對台灣文化理解不同，還是可開展交流，
增進了解，提高互信與共識。

【本報訊】據中通社五日消息：對於謝長廷大陸
行，台灣島內藍綠陣營都十分關注，密切注視其一舉
一動。對於謝長廷提出兩岸要面對並超越差異，國民
黨借題發揮，批評前、現任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和蘇貞
昌在兩岸論述上 「模糊、閃躲」，要求兩人站出來說
清楚他們的兩岸政策立場。

蔡英文則淡化表示，謝長廷此行最大目的是促進
民進黨與大陸交流，外界應以平常心看待。

對於謝長廷訪問廈門大學與學者座談後表示，兩
岸不能只是求同存異，而是要面對差異、處理差異、
超越差異；國民黨發言人殷瑋下午說，民進黨在面對
兩岸議題時一貫 「逢陸必反」，又從無具體對策提出

，連基本的兩岸關係定位都模糊反覆。他促請蘇、蔡
站出來，向民眾說清楚他們的兩岸政策立場。

蔡英文5日出席新書發表會後受訪時表示，謝長廷
在黨內的輩分相當高，也因此受到矚目。但她強調，
不需要在每一次的訪問裡面去過度解讀它，重點在於
要透過交流去達到相互間理解，台灣社會應以平常心
來看這個事情。

對於謝長廷說 「豪氣天下可去，膽小寸步難行」
，外界解讀這是向民進黨內部喊話；蔡英文則表示她
不這麼認為，各界應理解與大陸交流的重要性，不須
過度政治解讀。至於她是否也有可能赴大陸，蔡英文
表示，目前沒有這個計劃。

▶蘇貞昌
（左二）4
日在金門
喊出 「放
開拳頭，
兩岸才能
真正握手
」 口號，
企圖挽回
黨內兩岸
政策話語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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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評
社台北五日消息︰謝長
廷訪問大陸創綠營登陸
潮最高層級，並在 5 日
於廈門與當地台商座談
。大陸全國台企聯副會
長葉惠德（右圖）認為
民進黨的作法漸有彈性
，而謝長廷是 「識時務
者為俊傑」。

葉惠德 5 日接受採
訪時表示，不少台商看待謝長廷訪陸，都說樂觀其成，同時
認為民進黨有些人士已了解時勢、體認兩岸合作的重要性，
逐漸意識到 「台獨」主張無法得到民心。

他又說，姑且不論政治，民進黨與共產黨開始交流，將
促進兩岸和諧， 「對大陸敞開胸懷，多一個朋友、少一個敵
人，總是好的」。

上海市台商協會會長李茂盛則表示，除謝長廷外，綠營
其他重量級人士也該前往大陸看看，例如民進黨主席蘇貞昌
、前主席蔡英文、台聯黨主席黃昆輝等人都該 「親自走一趟
」，這對綠營以及台灣社會對大陸的理解將有正面幫助。

李茂盛還說，綠營人士若願訪問上海，上海台商協會將
表達歡迎，願意組織座談會，盼台商有機會與相關人士進行
對談。

他強調，台商普遍對於謝長廷訪陸表示歡迎，認為謝訪
陸是 「正確的一條路」。大陸目前在經濟上對台灣讓利，
「只是我們（台商）回去（台灣）一直講，也沒有意義，民

進黨應該自己來看一看」。

台商指謝識時務

藍綠關注謝長廷登陸言行

特寫

謝笑言老照片沒被燒掉
本報記者 蔣煌基

▲謝長廷笑言，乍看舊照中年輕的自己，還
以為是兒子 蔣煌基攝 ▲舊照中的謝長廷（前排左二） 法新社

▲謝長廷夫婦（右二、右三）5日訪問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與院長劉國深（左一）及前院長陳
孔立（右一）合影 中央社

▲蔡英文認為外界毋須對謝長廷大陸行賦予
太多政治解讀 中央社

▲謝長廷5日晚抵達北京，在首都機場貴賓通道門外，
隔着鐵欄杆接受媒體採訪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