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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章亞
若基金會」近日
在台北舉辦 「兩
岸關係發展新情
勢與展望」研討
會，邀請兩岸重

量級人士參加。自上月中共十八大報告
提出 「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
兩岸政治關係；商談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協商達成和平協議」後，兩岸民間團
體和學術機構掀起了討論兩岸政治議題
的新一波熱潮，當中規模和影響最大的
是 「台北會談」，彙聚了逾百位兩岸三
黨的知名學者，就未來兩岸政治關係走
向提出了有益的建議。

在兩岸有關部門尚未展開協商政治
議題之前，由兩岸的學界和民間人士先
行探討是一個可行途徑，有利於找出彼
此更多的交集，凝聚更多共識，增進雙
方互信，為今後妥善解決問題逐步創造
條件。最近一個月，由台灣民間團體舉
辦的有關中共十八大報告對台政策的座
談會，如雨後春筍般不斷湧現。這是一
個可喜的現象，說明島內學界與輿論對
兩岸政治關係等敏感議題也相當關心，
儘管各方意見不一，觀點相異，但只要
形成一股討論和關注的氛圍，則有利
於找到符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因應
之策。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就連迄今不承
認 「九二共識」的民進黨，亦派出智囊
出席 「台北會談」和 「兩岸關係發展新
情勢與展望」研討會。儘管民進黨人士
的觀點與過去無異，但願意參加討論兩
岸敏感議題的會議，也是一種進步的表
現。民進黨要放棄 「台獨」主張，非一
朝一夕的事情，但願它能通過參加兩岸
各種交流活動，傾聽其他學者專家的意
見，了解兩岸主流民意，從中找到走出
「台獨」死胡同的方法。

最近在台北舉行的兩場關於兩岸政
治議題的大型研討會，出席者涵蓋大陸
方面，國民黨和民進黨三方的專家學者
，正是 「各路精英彙聚一堂」。以海峽
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身份參加活動的
中台辦副主任孫亞夫，正好利用這些平
台，向島內各界說明中共十八大報告中

的涉台內容。
對於兩岸協商政治議題，島內贊成者有之，反對

者有之，大陸方面若能及時作出解釋，可減少島內的
疑慮。早前在 「台北會談」中，孫亞夫就已強調 「對
於不同的觀點，大陸有足夠的耐心進行溝通。這番話
足以澄清所謂 「大陸逼台灣進行政治協商」的謠傳。
在剛結束的 「兩岸關係發展新情勢與展望」研討會上
，孫亞夫就點出了兩岸商談政治議題的必要性：探討
兩岸政治關係，是為全面發展兩岸關係打好基礎，以
利於兩岸平等協商和各方面交往，並找到打開破解政
治難題瓶頸的辦法；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使兩岸人民生活在安定祥和的環境中；協商達成兩
岸和平協議，是為了一起承擔避免國家分裂的義務
和責任。由此可見，兩岸商談政治議題，主要
是着眼於兩岸同胞福祉。台灣方面應珍惜大陸
釋出的誠意和善意，共同促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

瀾瀾觀觀
隔海三通增進兩岸民間互信

充分交流互通 有助尊重諒解
由上海台灣研究所、上海東亞研究所

聯合舉辦的兩岸民間互信論壇21日至23
日在上海舉行。與會兩岸學者呼籲：增進
兩岸民間互信有賴於進一步深化「三通」。

【本報訊】據中新社東莞二十三日消息︰台灣
文學大師余光中 23 日作客廣東東莞莞城 「文化周末
大講壇」，作題為《旅行與文化》的專題演講。余
光中表示，自從兩岸恢復往來，他就經常回大陸，
已經沒有鄉愁，現在他更關注兩岸的文化交流，中
西文化交流，不斷探索文學的境界。

余光中曾任台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外文所
所長，出版專著五十多種，他的《鄉愁》、《白玉
苦瓜》等作品被介紹到大陸之後，十分風靡。

與大眾分享還鄉感受
余光中表示，很多人都跟他談起《鄉愁》，但

是自兩岸恢復往來，他在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裡
已經回大陸近 60 次，所以他已經沒有鄉愁，現在他
要寫的更多是還鄉的感受。

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華語作家之一，余光中
85 歲高齡仍然致力於推動兩岸文化交流，中西文化

交流，借着寫作、演講、詩歌朗誦等形式，不斷昭
示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感。

此次余光中以旅行與文化的關係為切入口，結
合自己八十幾年的人生經驗，為東莞的市民解讀文
明史上的旅行文學以及旅行中的文化情懷，進而帶
領人們重新認識旅行的意義。

余光中表示，旅行是把自己投入不同的空間和
時間，當你把自己投入與同胞不同的空間和時間裡
，就會體會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引發你更多的思考
。旅行是一種文化的翻譯，從當地一些日常的事情
、生活的細節，就可以解讀出當地的文化、人生的
不同境界。作為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師，余光中對中
西文化交流有着獨特的見解。余光中表示，他大學
時候學的是西洋文學，這些文學教會他很多，曾經
一度他完全跟着西方文學走，但是越了解西方文學
，他反而越被中國文化吸引，又重新回頭在中國文
化中汲取營養。

兩岸交流頻繁 余光中已無鄉愁

【本報訊】據新華社上海二十三日消息︰上海東
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說，實現兩岸 「三通」經歷了一
個較長的過程， 「三通」的全面實現，是在 2008 年
12月15日兩岸真正意義上的海空直航啟動，到今年
12 月是四周年。事實證明，只有在 「互通」的環境
下，才能進一步增加兩岸民間的共同經歷和共同的歷
史記憶。

「在 『三通』實現後，還要進一步深化、深入，
只有兩岸交流互通的時間足夠長，彼此的尊重、體
諒足夠充分，才能使互信的基礎更加穩固。」章念
馳說。

文化為紐帶創造新記憶
台灣《旺報》總主筆戎撫天認為， 「三通」實現

以後，兩岸還有很多事要做，在增進了解、互信、融
合的過程中， 「路上當然有石頭，要一一搬開」，這
需要兩岸共同的智慧。他建議，兩岸應集思廣益，在
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後，以文化為主題，共同參
與舉辦世界性的大型活動，攜手創造新的共同記憶。

上海台研所副所長倪永傑建議，從維護和深化
「三通」的角度出發，在確保大陸赴台人員人身財產

安全和免受滋擾，確保大陸配偶在台獲得應有權益等
方面，台灣相關主管部門應高度重視，並有所行動。

與會兩岸學者認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大勢所

趨，增進民間互信是和平發展的題中之意，需兩岸各
層面、各領域的共同努力，才能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創造更好的條件。

「三通」是海峽兩岸間通郵、通航、通商的簡稱
。1949 年以後的30多年間，由於台灣海峽兩岸處於
軍事對峙狀態，兩岸人員往來和通郵、通航、通商全
部中斷，兩岸同胞處於隔絕狀態。1979 年元旦，全

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首倡兩岸 「雙
方盡快實現通郵，通航」， 「發展貿易，互通有無，
進行經濟交流」。從此，大陸方面為實現兩岸通郵、
通航、通商（ 「三通」）進行了不懈努力。1987 年
11 月，台當局決定開放台灣同胞赴大陸探親後，兩
岸 「三通」實現了 「兩通」：通商和通郵。直至
2008年兩岸才實現了 「通航」。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中通社二十三日報道︰
民進黨內仍就兩岸路線各說各話，黨內前立委郭正亮
23 日表示，民進黨高層都在搞意識形態，若交給民
進黨籍的縣市長主導，會比較務實。

郭正亮認為，民進黨要了解大陸要做什麼事情，
要想辦法經營，才能開拓出自己的兩岸政策，因此建
議讓民進黨籍的高雄市長陳菊、雲林縣長蘇治芬等地
方首長，來主導綠營的兩岸政策。

「他們與大陸來往的經驗很多、很了解對岸」，
郭正亮認為，民進黨由縣市長來主導兩岸政策會比較
務實。他還說，民進黨內有派系大老支持 「一邊一國
」，但所支持的縣市議員，卻都已在做兩岸交流。

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則表示，黨內已有 「中國事
務委員會」來做兩岸政策的平台，縣市長對兩岸問題
的想法，也將是黨內的重要參考意見。

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則認為，請縣市長提供兩岸交
流提供的所見所聞一定有需要，但是縣市長有自己的
職責與角度，民進黨的兩岸政策還是應有整體戰略與
全面性的思維，由黨主席主導才是正途。

但他也說，黨內 「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
，仍是不脫派系大老，認為縣市長即使可望參加，聲

音也相對有限。

黨公職登陸次數勁增2倍
民進黨高層登陸備受矚目，但實際上綠營黨公職

登陸訪問早已成為常態，尤其今年的報備數 50 件，
相較去年增加超過2倍。

前鄉 「行政院長」謝長廷 10 月間訪問大陸，是
民進黨內登陸的最高層級。但其實民進黨內的重要黨
公職包括高雄市長陳菊、雲林縣長蘇治芬、宜蘭縣長
林聰賢、屏東縣長曹啟鴻、立委蕭美琴、林佳龍，以
及新北市黨部主委羅致政在擔任民進黨發言人期間，
都曾先後登陸訪問。

另外，包括縣市議員等層級，前往大陸考察、訪
問也相當頻繁，今年在大陸成都舉行的 「雙百論壇」
，就有多名民進黨籍的縣市議員參與。

民進黨自 2009 年 6 月起，要求黨公職因公登陸
應報備，根據黨內統計，到目前共有104件，2009年
有8件、2010年有27件、2011年有19件，今年則是
快速增加到50件。

對此，民進黨 「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說，黨
公職以縣市議員數量為多，所以縣市議員訪中人數也

比較多，黨中央都有掌握。
郭正亮說，民進黨有很多縣市議員、里長、社團

都已經去大陸走訪，黨內高層的思想不要落後基層太
遠，否則會太突兀。

基層態度務實 了解大陸情況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三日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3日在北京就美國國
會 「2013 年財年國防授權法案」涉華內容答記
者問。她表示，中方對有關涉華內容表示嚴重
關切和堅決反對。

據悉，美國國會近日通過的 「2013 年財年
國防授權法案」中含有要求美總統售台F16-C/

D 戰鬥機和《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問
題等內容。

華春瑩說，中方對美國國會 「2013 年財年
國防授權法案」有關涉華內容表示嚴重關切和
堅決反對。

華春瑩指出，中方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
是一貫的、明確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美日安保條約
》是特定歷史時期的雙邊安排，不應損害
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方利益，更不應介入
他國間領土爭議。
華春瑩表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向台

灣出售武器。中方敦促美國國會一些人放棄冷
戰思維，從本地區和平穩定大局出發，恪守中
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切實尊重中方核心利益
，多做有利於本地區和平穩定的事，多做有利
於促進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事，而不是相反。

京重申反對美售台武器

【本報記者趙文博長春二十三日電】 「零下三十度！這
麼冷的天氣我從來都沒想過。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冰天雪
地的世界太好玩了！」來自台灣大學的學生劉智瑩說，這是
她走進東北的第一感覺。

23日，包括台灣大學、逢甲大學、成功大學等23所台
灣高校的182名師生來到長春南湖公園觀看冬泳。據了解，
這是吉林大學舉辦的台灣學生 「北國風情」冬令營系列活動
之一，由於吉林省出現十年來歷史同期最強的一次嚴寒天
氣，這讓初次來到東北的台灣師生們有機會體驗 「極寒冬
令營」。

台灣成功大學的學生李曉迪看到冬泳愛好者在寒風中游
泳，感到既興奮又欽佩。 「以前我只在電視上看過冬泳，今
天親眼見到他們在這麼冷的天氣裡只穿着泳衣，讓我更加佩
服！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嘗試一下。」李曉迪說。

據悉，本屆冬令營活動將於12月27日結束。冬令營期
間，台灣師生將領略東北地區獨有的歷史和冰雪文化，切身
體驗東北地區的風土人情。

台生吉林體驗「極寒冬令營」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三日報道︰台灣統計部門 22
日發布就業數據，11 月份失業率雖略為下降 0.06 個百分點
至4.27%，但同期的受僱員工 「實質經常性薪資（月薪）」
卻比去年同期跌190元（新台幣，下同），落到約3.4萬元
，倒退回14年前薪資水準。

同日一項民間調查指出，高達54%的台灣打工仔坦言一
份正職收入不敷生活開支。不過，卻有媒體發現在職場
「薪情」欠佳的今天，加入 「丐幫」乞討竟是年輕人的另

類 「好出路」，37 歲的 「全職乞丐」阿華（化名）坦言：
「日賺兩千，大學生都沒我多！」

1111 人力銀行同日公布另一項職場收入調查，發現
93%上班族想要兼職，其中 54%更是坦言 「正職薪水不夠
用」。

擔任工程師的林先生雖月入5萬多元，但3年前因股票
投資失利大賠100多萬，近來他利用家住基隆、近海港之便
，在網路賣漁貨，月賺3萬多元。

實質薪資跌回14年前
台漢寧當乞丐拒求職

◀2008年
12月兩岸
實現直航
，使兩岸
民眾往來
更方便，
增強了彼
此的友誼
和了解
資料圖片

▲相較於民進黨高層的保守作風，對民意更敏感
的黨籍地方首長早已紛紛登陸。圖為雲林縣長蘇
治芬率團在北京推銷台灣特產 資料圖片

▲台灣高鐵公司向日本新購700T列車，23日在高
雄港進行吊卸作業 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