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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彈指
一揮間，今年已
是舉世矚目的 「
汪辜會談」20周
年。雖然汪辜二

老已駕鶴西去，雖然兩岸關係在這20年
來經歷了跌蕩起伏，大陸和台灣社會也
發生了一系列重要變化，但 「汪辜會談
」所蘊含的成功經驗及豐富內涵，不僅
未被世人遺忘，反而成為滾滾歷史長河
中永不褪色的亮點，對當下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在 「九二共
識」的政治基石上，時任海協會會長汪
道涵與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
加坡正式舉行第一次 「汪辜會談」，簽
署了四項協議。這是海峽兩岸高層人士
在長期隔絕之後的首度正式接觸，是兩
岸走向和解的歷史性突破，是兩岸關係
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會談為兩岸開闢了
一條制度化的溝通管道，建立了一套雙
方均能接受的協商模式。2008年6月兩會
恢復事務性協商以來簽署的ECFA、赴台
遊、直航等18項協議，其實是延續了汪
辜二老的足跡。

近年兩岸關係破冰回暖，主要是建
立在 「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石之上，而
催生 「九二共識」的正是 「汪辜會談」
。由此也突顯了 「汪辜會談」的前瞻性
和大局觀念。在當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進入鞏固深化的新階段，正正需要這種
高瞻遠矚的政治目光和胸懷全局的戰略
智慧。

隨着兩岸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化，兩
岸進行政治協商乃是必然的趨勢，因為
功能性的協商不可避免地要牽涉到政治
議題，例如台灣方面希望加入區域經濟
整合，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因觸及 「
國際空間」問題，也涉及到兩岸關係定
位。可見，兩岸若不能通過政治協商持

續擴大共識並加強政治互信，兩岸的經濟合作始終會
面臨着不穩定的制度環境。所以，兩岸必須建立軍事
互信機制、商簽和平協議，正式終止因內戰歷史所遺
留的兩岸敵對狀態問題，有助於明確兩岸一中的法理
關係，是反對 「台獨」分裂活動的必要措施，也是促
進兩岸更進一步和解、擴大深化交流的必然要求，更
是未來推動建構制度性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不可
少的重要環節。正因為和平協議將給海峽兩岸帶來長
久持續的穩定環境，島內輿論幾乎一面倒呼籲台當局應
認真面對兩岸政治談判，不能再 「以不變應萬變」。

然而，馬英九日前卻拋出 「不知兩岸政治對話內
容為何」的奇怪言論，顯然是沒有認清兩岸關係發展
的趨勢，缺乏政治遠見；另一方面屈服於島內泛綠陣
營的壓力，不敢越雷池一步。當年台灣方面頂着民進
黨 「聯共賣台」的壓力，同意授權海基會與大陸海協
會協商談判簽署協議，並同意達成堅持一個中
國原則。如今兩岸關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
前景，國民黨當局所處的形勢較之當年更有利
，由此更應把握歷史機遇，大膽實踐，勇
於突破，不斷創新，推動兩岸關係繼續向
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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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驚現首宗H7N9病例

海協會周五換屆 將誕生新會長

患者自蘇州返回 島內展防疫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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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4日確診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
感確診病例，患者是一名53歲台商，發病
前曾在江蘇蘇州工作，4月9日返台3天後
發病，病情嚴重，在負壓隔離加護病房中
醫治。島內各個方面繃緊神經，展開防疫
大作戰。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二十四日消息︰台灣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張峰義24日表示，下午確診一
個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這是島內首例H7N9感染
個案。與個案接觸者共139人，包括密切接觸者3人、
一般接觸者26人與醫院工作人員110人。

台商病情嚴重被隔離
張峰義說，患者是一名53歲台商，在3月28日至4

月9日在蘇州，4月9日從上海返台，不過，個案在蘇
州期間並沒有禽鳥接觸史、也沒有食用未熟禽類或蛋
品。患者12日開始有發熱、盜汗、倦怠，但無呼吸道
和腸胃道症狀，16日因高燒到診所就醫，診所醫師建
議轉診隨後到某醫院急診並入住單人病室。患者有B
肝帶原、高血壓，並長期往來蘇台。

張峰義說，醫院16日開始使用特敏福治療，18日
病人胸部X光出現右下葉間質性浸潤，19日夜間因病
情惡化再於20日轉送北部醫學中心，患者因呼吸衰竭
插管進加護病房負壓隔離，其間2次採喉頭拭子送驗
H7N9流感檢驗都是陰性。張峰義還稱，24日上午患
者RT-PCR驗痰液檢驗呈現H7N9陽性，傍晚由台流
感中心以基因定序確認。

24日下午5時30分，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台
北召開臨時記者會，證實台灣出現首例H7N9確診個
案。這也是中國大陸以外H7N9首起確診個案。

衛署啟動防疫七措施
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透過其發言人表示，第一

時間獲知訊息，已敦促衛生部門加強防疫。台 「行政
院長」江宜樺25日一大早將視察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該個案係境外移入
，台防疫等級仍維持在第三級，25日下午將召開跨 「
部會」因應會議。該中心並稱，持續對發燒、咳嗽且
7日內曾至大陸H7N9病例發生地區旅遊者，加強檢
疫作為。

台衛生署長邱文達指出，防疫朝七方向進行：立
即掌握全部接觸者，進行追蹤調查及必要處置；開放
H7N9特別門診；開放22家應變醫院的負壓隔離病房
；擴大檢驗能量，並加入6家實驗室；補助加速
疫苗研發；擴大倡導衛生教育；加強跨部門防疫
措施。

獲知消息後，台灣桃園機場、高雄小港機場強化
防疫機制，特別注意入境旅客的發燒篩檢，同時對入
境禽鳥加強把關。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加強班機座艙
消毒作業，並依疫情發展，調整防疫措施。

台北市長郝龍斌24日召開緊急應變會議，並提升
應變等級。台南市宣布成立H7N9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台灣軍方發言人羅紹和表示，針對H7N9疫情，軍
方已由軍醫局成立應變小組。

世衛指暫不宜監控入境
台灣海基會表示，已將H7N9禽流感相關防疫信

息貼上網站，並請蘇州台商協會代為倡導。台灣農委
會副主委王政騰說，會加強候鳥棲息地、養禽場及傳
統市場的抽驗，次數至少增加一倍以上，不排除原訂
6月17日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提早實施。

針對台灣出現首例人類感染H7N9確診病例，世
衛組織發言人在受訪時表示，已接獲通報，目前仍不
建議在入境處採取特殊監控措施。

【本報訊】據中央社香港二十四日消息︰對於台
灣出現首個人感染H7N9病例，香港旅遊業議會表示
，暫時未掌握有多少香港旅行團在台，但會密切注意
情況並與業界保持聯繫。

香港電台24日晚引述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說，已經
呼籲業界要遵守衛生部門的忠告，旅客在海外遊玩時
不要到菜市場、不要接觸家禽以及不要進食野味等。
另外，香港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24日表示，香
港至今沒有發現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確診個案。

大陸向台通報疫情信息21次
另據中新社報道，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24日說，

截至4月22日，大陸主管部門按照《海峽兩岸醫藥衛
生合作協議》，通過協議窗口已經向台灣方面通報了
21次疫情信息。

國台辦24日在北京舉行例行發布會，范麗青應詢

時作上述表示。她還介紹說，大陸贈送給台灣方面的
病毒毒株已於本月20日運抵台北。另外，大陸方面還
安排接待了台灣公共衛生專家到北京等地了解H7N9
疫情，交流防治信息。

據中央社報道，台灣陸委會24日提醒台灣居民前
往大陸H7N9病例發生地區應加強自我照護。陸委會
說，依現有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推測感染來源可能為
禽鳥，目前沒有證據顯示有人傳人的現象，但仍呼籲
前往大陸江蘇、安徽、上海、浙江、北京及山東等地
的台灣居民，或來自這些地方的大陸人士，均應加強
自我健康照護。

此外，陸委會也請海峽交流基金會再次提醒各地
台商注意，也特別請海基會與蘇州台商協會聯繫，了
解當地台商情形，並請蘇州台商協會轉知當地台商，
發現自己有發燒、咳嗽等症狀，應盡速就醫，並避免
不必要的旅行。

台商中招港密切關注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四日報道︰美國國務院
近期公開一批1970年代有關中美建交的官方解密文件
，當中提到美國一度擔心台灣走向獨立，並認為如若
發生 「台獨」將不利美中台三方，引發兩岸媒體
關注。

島內媒體24日引述部分內容指出，美方當年曾擔
憂一旦中美建交，會否致令當時由蔣介石、蔣經國父
子領導的台灣宣布獨立，但經過美國官方的內部分析
後認為 「可能性不高」，但同時高度關切台灣擁核的
可能性。

該批文件指出，在美國計劃與大陸建立正式中美
邦交關係時，曾對當時台灣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及後
續行動做出評估，當中最關注的包括 「台獨」、 「核
武」兩大議題。

美國國務院22日對外公開解密一批文件，當中有
向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遞交的一份名為
《台灣獨立的結果和可能性》的備忘錄，文中提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都認同台灣是中國一省的
基本原則，而台灣獨立將改變台灣的法律地位，切斷
與中國的關係。

備忘錄分析，短期內台灣宣布獨立的可能性不高
， 「至少台北當局會先觀察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影響，
才會考慮獨立激烈的舉動」；他並建議，只要美方根
據原先規劃，在推動正常化時顧及台灣的需求，樂觀
期待不會發生美方不樂見的情況。

據該批文件顯示，1977年3至7月間，白宮、國務
院與當時台灣駐美大使館間往來的文件與備忘錄顯示
，台灣是否發展核武和宣布獨立，是美方關切的
議題。

而至於核武問題，雖然台灣駐美機構早在1976年
9月16日已告知美方，台灣絕不會製造核武器，但為
避免誤解，美方仍提出書面文件，說明華府對核子議
題的基本原則，並要求台方以書面文件確認。

美方解密文件：華盛頓也怕台獨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四日電】國台辦24日
上午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介紹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將於26日在京舉行第三屆理事會
第一次會議，換屆產生新的領導機構，並紀念 「汪辜
會談」20周年，屆時將有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領導到會
講話。

范麗青說，此次會議海協會將總結2008年6月以
來第二屆理事會的工作情況，規劃未來任務，並進行
理事換屆，推舉產生新的領導機構。另外，今年4月
27日至29日是 「汪辜會談」20周年，屆時將會在海協
本次理事會議上一併紀念。她介紹， 「汪辜會談」20
周年的紀念將有海協會的理事和特邀代表共200多人
出席。

海基會下周舉辦紀念活動
海協會1991年12月16日在北京成立，以促進海峽

兩岸交往，發展兩岸關係，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為宗旨
，致力於協助有關方面促進海峽兩岸各項交往和交流
，維護兩岸同胞的正常權益。海協會的首任會長即是
「汪辜會談」的主角之一汪道涵，2005年汪道涵病逝

後，海協會長的職位空缺至2008年。2008年6月3日，

陳雲林當選海協會會長，在26日召開的理事會上，陳
雲林或將退休，產生新一任海協會會長。

在 「汪辜會談」20周年之際，兩岸各界均進行相
應紀念活動。另據中央社報道，海基會預計在29日舉
辦 「汪辜會談」20周年紀念活動，屆時馬英九將出席
發表談話，並將邀請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遺孀辜嚴
倬雲，以及大陸前海協會長汪道涵之子汪致重出席。

盼綠營消除敵意勿阻交流
針對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批評大陸綜藝節目《我是

歌手》是大陸對台的統戰行為，范麗青回應，希望民
進黨有關人士能消除對大陸的敵意，不要阻撓兩岸的
文化交流與合作。

今年以來在大陸熱播的《我是歌手》本月上旬播出
決賽，由於決賽中有林志炫、楊宗緯、彭佳慧、辛曉
琪四位台灣歌手參與，決賽過程備受台灣民眾關注，
台灣部分電視台更即時轉播節目內容，因此，民進黨
主席蘇貞昌認為， 「《我是歌手》入島、入戶、入腦，
透過媒體褒揚大陸、唱衰台灣，台灣要更加警惕。」

范麗青24日應詢表示，國台辦注意到有不少台灣
輿論已經對此提出了質疑和批評。台灣歌手參加大陸

媒體的綜藝節目，展示了才華，受到了兩岸民眾的歡
迎。這類節目在歌迷眼中是偶像，在媒體眼中是收視
率，到了個別政治人物的眼中卻全成了政治。希望民
進黨有關人士能消除對大陸的敵意，不要阻撓兩岸的
文化交流與合作。

汪辜會談20周年活動同時舉行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四日報道︰去年 「總統」敗選
後，民進黨內湧現檢討兩岸政策聲浪，但黨中央遲遲無作為
。民進黨內青壯派立委醞釀在5月召開的黨代表大會上，拋
出全新 「兩岸宣言」，為民進黨兩岸政策開出第一槍。民進
黨前主席蔡英文幕僚姚人多直言， 「台獨、建國」已經失去
主流市場，說服大多數人民相信可以「獨立」的時代過去了。

民進黨前客家部主任楊長鎮23日在一個有關兩岸政策的
研討會上宣布，已有數位中生代立委和黨代表進行串聯，打
算在民進黨全代會上共同發表 「兩岸宣言」。

目前在 「小英基金會」中擔任社會力發展中心主任的楊
長鎮表示，大家都在討論民進黨的兩岸困境，表面上看起來
，黨中央似乎都沒有動作，但其實已有不少關心這項政策的
中生代人士，希望針對兩岸問題提出新的論述， 「大家的想
法已有高度雷同。」出席同一個研討會的民進黨中國事務部
主任洪財隆也回應說，「時代到了」，樂見中生代提出宣言。

一位民進黨立委對台媒指出，楊長鎮預計拋出的宣言重
點在於，鑑於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台灣與大陸不能永遠排除
談判協商的可能性；民進黨並不排斥兩岸協議，但堅持在大
陸尚未實現民主化之前，台灣無法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

該立委分析，這項宣言是希望在黨內對兩岸政策莫衷一
是的狀況下，先確立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的 「民主原則」，
向島內宣示民進黨非 「逢中必反」；但另一方面，民主原則
只是對等談判的必要條件，並不意味民進黨認定兩岸必然
走向政治協商，預留說服 「獨派」人士空間。

民進黨兩岸政策面臨重整壓力，蔡英文重要幕僚、台灣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姚人多直言，民進黨的兩岸困
境，就是提不出能與 「九二共識」等量齊觀的 「替代物」，
無法說服台灣民眾相信民進黨執政後有能力面對大陸崛起。

綠委倡兩岸新宣言
蔡系稱台獨無市場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四日報道︰上周剛結束赴美訪
問的前民進黨主席謝長廷，23日傍晚在台灣主持廣播節目時
表示，台灣雖然比較 「親美」，但也不能跟中國大陸作對，
必須 「和中」。他指出，民進黨不應不管兩岸緊張，只追求
意識形態的理想；追求理想，也應用智慧與能力減少風險。

謝長廷指出，美國和中國大陸的態度對台灣來說都是很
重要的，台灣依然是比較親美，但除了 「親美」也必須 「和
中」，與大陸仍然要維持交流。他強調，為了保護台灣，台
灣應該要 「親美和中」，而民進黨也應如此，不應不管兩岸
的緊張，而只追求意識形態的理想。

謝長廷說，追求理想是對的，但民進黨應該也要做到：
一、用智慧與能力減少風險，讓人民感覺得到民進黨追求意
識形態的理想之餘，也有努力減少風險；第二、也要讓美國
知道，民進黨雖有自己的主張，但也有努力維持亞洲區域和
平的穩定。第三、要讓台灣及大陸人民還有國際人士知道，
民進黨的努力也是為了維持民主及共生的價值。

謝長廷認為，民進黨兩岸政策的方向，要能讓台灣人民
多數接受、美國接受及大陸能忍受；雖不期待大陸接受，但
至少不要製造衝突。他強調，民進黨若要執政，必須要有穩
健且包容的政策，讓大家認同民進黨有能力和智慧管控風險
、維持和平。

謝長廷：綠營不能與大陸作對

◀台灣桃園機場加強戒備，特別注意入境旅客的發燒篩
檢 中央社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回答提問時肯定台灣歌
手參加大陸媒體的綜藝欄目展示才華，也呼籲個
別政治人物勿因此泛政治化 中新社

▶台灣衛生
部門呼籲，
民眾應避免
接觸禽鳥及
牠們的分泌
物，減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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