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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連會」方
唱罷， 「胡連會」
又登場。新春伊始
，兩岸交流盛事不
斷。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與剛卸任中共

總書記的國家主席胡錦濤，接連先後
會見由台灣各界知名人士組成的台灣
訪問團，可謂史無前例，頗有承前啟
後的涵意，既顯示了大陸對台政策的
連續性和穩定性，也體現了中共中央
高度關注台灣同胞福祉。

回顧過去10年尤其最近5年，是
對台工作成果最顯著、兩岸關係發展
最迅速的時期，充分證明了中共對台
工作的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是正確的
。如今兩岸關係之融洽和睦，台海局
勢之穩定和平，是過去60多年來海峽
兩岸前所未有的欣榮之景。這除了是
兩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結果，八年前 「
胡連首會」更是功不可沒。2005年4
月29日下午，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
與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雙手緊握、四
目交投的激動情景已定格在兩岸關係
史冊上。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
笑泯恩仇」， 「胡連首會」為國共糾
纏多年的恩恩怨怨畫上了句號，更緩
和了嚴峻的兩岸關係。

胡錦濤和連戰當時達成的 「兩岸
和平發展五項共同願景」為近年來兩
岸關係發展構建了框架和路線，當中
大部分已付諸實現。例如，第一項 「
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人
民福祉」，2008年5月國民黨重新上
台後，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在 「
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了中斷近10
年的兩岸事務性協商，並簽署了18項
協議。第三項 「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
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2010
年6月兩岸簽署了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兩岸數百種貨物已享受零關稅的優
惠。第四項 「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

的參與國際活動空間的問題」，自2009年起台灣
方面可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從
而獲得更多關於預防疫情的資訊。第五項 「建立
兩岸定期溝通平台」，胡錦濤與連戰這些年分別
在兩岸經貿文化論壇、APEC會議等重要場合舉
行會面，就兩岸關係各項議題交換意見，從而及
時解決了兩岸交流出現的種種問題和分歧。8年
來兩人先後會面達12次之多。

胡錦濤昨天會見連戰時表示， 「共同願景」
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國共兩黨應
當繼續加強合作，進一步落實 「共同願景」。言
下之意，即第二項 「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
平協議」還未實現，兩岸仍須努力。不過，兩岸
民間近年來已就相關政治議題展開探討，為日後
兩岸正式協商試溫和預熱。

當年中共中央及時務實調整對台政策，
展現推動發展兩岸關係的最大誠意與善意
，成功舉行了 「胡連會」，開闢了兩岸
交流新局。期待新一屆中共領導層再
接再厲，推動兩岸關係更上一層
樓。

瀾瀾觀觀
隔海

連續兩天和大陸兩位領導人會
面，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的心

情明顯不同。連戰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握
手寒暄恰如舊友重逢，聊過幾句問候家常，連
戰輕鬆地攜夫人連方瑀走向座位，轉過頭才想
起還要為其他訪問團成員做介紹。

連戰的 「疏忽」也算事出有因，訪問團中
，胡錦濤對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蔣孝嚴、星
雲大師、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等人都十分熟
悉。對連戰之子連勝文，胡錦濤更以一句親切
的 「勝文」待之，頗有對待世侄的意味。

胡錦濤視連戰為好朋友
胡錦濤對連戰倍加推崇： 「8年來連主席

不辭辛勞，多次奔波於兩岸之間，為兩岸關係
的改善和發展進行了不懈努力，付出了巨大心
血。連主席是我們的老朋友、好朋友，我們高
度評價你為兩岸同胞為中華民族所作出的重要
貢獻。」

連戰亦表達對胡錦濤的敬意： 「在2005年
兩岸的局勢是相當的嚴峻，胡先生以歷史的高
度、宏觀的眼光、民族的情懷、關心和照顧台
灣同胞的精神，在大智慧、大決心、大魄力的

思考和原則之下，毅然決然地邀請當時還是在
野黨的國民黨組團來大陸訪問，共同設定兩岸
和平發展的大政方針，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做
法。」

連戰邀請胡錦濤有機會到台灣 「走透透」
， 「現在台灣的春天來了，櫻花、桃花已經開
得漫山遍野，希望胡主席有機會到台灣走透透
，把大陸的深情厚誼帶到台灣去。」連戰說，
他的夫人會盡心地安排，準備很多小點，讓胡
錦濤能夠 「嘗遍地方小吃，暢談天下大事。」
這番輕鬆的邀約引起了全場熱烈的掌聲，而胡
錦濤也回以開懷一笑。連戰辦公室副執行長郭
素春表示， 「（胡連）談話過程特別輕鬆，有
的時候眼神交匯，真的就像知己一樣。」

紅藍領帶凸現默契
2005年4月29日，連戰應胡錦濤之邀登陸

訪問，實現歷史性的握手，隨後二人在兩岸經
貿文化論壇、APEC場合多次會面，僅連戰北
上參訪即達6次。在這些會面中，胡、連默契
地以紅色、藍色領帶相對。昨天，胡錦濤佩藍
色領帶，而連戰戴紅色領帶，與8年前二人 「
破冰一握」中的胡佩紅、連戴藍形成呼應。

國家主席胡錦濤26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國國民黨
榮譽主席連戰和隨訪的台灣各界
人士訪問團時指出，兩岸同胞應
當堅定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
的信心，未來兩岸雙方都應採取
積極措施為兩岸交流合作提供更
完善的制度性保障。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
六日電】

連戰邀胡錦濤赴台嘗美食
本報記者 隋曉姣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二十六日
消息︰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26日下午在
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了中國國民黨榮
譽主席連戰及台灣各界人士訪問團全體
成員。

賈慶林高度評價連戰作為具有深厚
民族情懷的政治家，為發展兩岸關係作
出了傑出貢獻。

賈慶林指出，這幾年兩岸關係取得
的最重要成果是，兩岸雙方、兩岸同胞
共同探索並開闢了和平發展的道路。這
條道路之所以成功開啟，關鍵在於雙方
建立並維護了反對 「台獨」、堅持 「九
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這條道路之
所以越走越寬廣，關鍵在於雙方能夠通
過推進交流合作和平等協商不斷解決面
臨的問題，為兩岸同胞帶來實實在在的
利益，從而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得到越
來越多台灣同胞的支持和參與。當前和
今後一個時期，兩岸同胞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做好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這篇大文章，不斷夯實兩岸關係的政治
、經濟、文化和社會基礎，不斷為兩岸
關係向前發展注入新的動力，使它日益
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這需要兩岸雙方
和兩岸同胞共同作出不懈努力。

賈慶林表示，中共十八大明確了今
後發展兩岸關係的指導思想、總體布局
和努力目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主
張。希望兩岸雙方一如既往本建立互
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
精神，繼續很好地開展合作。

連戰表示，2005年以來，國共兩黨
共同舉辦了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形
成的許多建議相繼落實為兩岸雙方的具
體政策，有力地推動了兩岸關係發展，
為兩岸人民帶來了諸多福祉。

國務委員戴秉國，中共中央台辦主
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等參加會
見。

8年共舉行12次胡連會

金句胡錦濤胡錦濤
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祖國

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不會動搖，多年來行之
有效的政策措施將會繼續得到貫徹執行。

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共同發布的 「兩
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 包含的各項體認和主
張都是正確的，其中大多數主張都得以實現
，給兩岸同胞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國共
兩黨應當繼續加強合作，進一步落實 「共同
願景」 。

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兩岸雙方都應
當採取積極措施，為兩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完
善的制度性保障。

不動搖不動搖

▲國家主席胡錦濤26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
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 中新社

▶本報當年對 「胡連首會」 進行了詳細報道

▲一名北京市民26日在報攤上翻看當日報紙
對於25日習近平會見連戰的報道 中新社

▲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26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 中新社

胡錦濤高度評價連戰為改善和發展兩岸關
係的不懈努力和重要貢獻。他並指出，這些年
來，兩岸關係取得一系列重大進展，開創出和
平發展的新局面。事實證明，推動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望，符合中華
民族的整體利益。中共十八大報告關於兩岸關
係的政策主張，體現了大陸對台工作大政方針
的連續性和與時俱進。我們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不會動搖
，多年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將會繼續得到貫
徹執行。

攻堅克難排除干擾
胡錦濤強調，兩岸同胞應當堅定走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道路的信心。今天，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兩岸同胞的認同與支持
，也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理解和歡迎。儘管前
進道路上不可避免會遇到困難甚至阻礙，但只
要我們始終保持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攻堅克難的
決心，充分發揮兩岸中國人的聰明智慧，努力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就一定能夠妥善應對各種
複雜局面，務實處理和解決兩岸固有分歧，不
斷排除各種干擾阻礙。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是十分廣闊的。

繼續落實「共同願景」
胡錦濤指出，2005年國共兩黨領導人共同

發布的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是對兩岸
同胞作出的鄭重宣示。實踐證明，這一 「共同
願景」包含的各項體認和主張都是正確的，其
中大多數主張都得以實現，給兩岸同胞帶來了
實實在在的好處。國共兩黨應當繼續加強合作
，進一步落實 「共同願景」。

胡錦濤強調，兩岸同胞共同參與、團結奮
鬥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不竭動力，希望
兩岸同胞持續擴大合作，促進交流融合。為適
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兩岸雙方都應當採取積極
措施，為兩岸交流合作提供更完善的制度性保
障。衷心希望有越來越多的兩岸各界人士積極
參與到兩岸交流中來，加深互利合作，增進共
同利益，攜手推進兩岸關係，共謀民族復興。

兩岸政治對話無可避免
連戰表示，八年前自己應邀率領國民黨訪

問團首次參訪大陸，達成 「兩岸和平發展共同
願景」。隨 「共同願景」的落實，兩岸完成
18項協議和2項共識，為兩岸人民帶來極大福
祉，兩岸人民之間的交流與互動達到了史上最
高峰。連戰並認為，包括結束敵對狀態、建立
軍事互信、洽簽和平協議等兩岸政治對話與談
判將是未來無可避免的課題，而由兩岸智庫、
學者先行舉辦和平論壇，應是合適的方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員王滬寧、栗戰書，國務委員戴秉國，
中共中央台辦主任王毅、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等
參加會見。

胡連會願景造福兩岸胡連會願景造福兩岸

2005年4月29日北京
●胡錦濤與連戰首次會面，實現60年來的國共兩黨主要領

導人歷史性握手，並發布了「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
2006年4月16日北京（兩岸經貿論壇）

●胡錦濤會見連戰，對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四點建議。
2007年4月28日北京（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胡錦濤會見連戰時指出，兩岸分則兩害，合則共贏。
2008年4月29日北京

●適逢馬英九就職前夕，胡錦濤會見連戰時指出，兩岸雙
方應當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
創雙贏。
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

●胡錦濤對連戰前來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表示歡迎，並
再次對台灣各界支持大陸同胞抗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表
示衷心感謝。
2008年11月21日秘魯利馬（APEC）

●胡錦濤會見連戰時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正從局部向全球
蔓延，兩岸應積極推動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化挑戰為
機遇。
2009年11月14日新加坡（APEC）

●胡錦濤會見連戰並指出，爭取年內啟動兩岸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協商進程，同時也要為今後共同破解政治難題積
極創造條件。
2010年4月29日上海世博

●適逢 「胡連會」 5周年，胡錦濤會見連戰時提出增強 「推
動力、生命力、競爭力、凝聚力」 。
2010年11月13日日本橫濱（APEC）

●胡錦濤接見連戰時表示，兩岸簽訂經濟合作框架協議，
標誌兩岸關係發展取得新的重要成果。
2011年11月11日美國夏威夷（APEC）

●胡錦濤會見連戰並強調， 「九二共識」 是客觀存在的事
實，其精髓是求同存異，這體現了對待兩岸間政治問題
的務實態度。
2012年9月7日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

●胡錦濤會見連戰時，就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闡
述三點看法。
2013年2月26日北京

●胡錦濤會見連戰一行，強調兩岸同胞應當堅定走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道路的信心。

【本報記者隋曉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