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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辜會談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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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汪辜會
談」20周年之際
，大陸方面秉持
汪辜二老期盼兩
岸和平的遺志和
精神，近來發表

了一系列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
講話：上周大陸海協會換屆當天，全國
政協主席俞正聲提出鞏固和增強兩岸協
商的政治基礎等四點希望；國務委員楊
潔篪鼓勵開展「兩岸民間政治對話」；海
協會會長陳德銘指出，深化兩岸經濟合
作仍是現階段兩岸協商的優先和重點，
但隨兩岸關係向縱深發展，雙方 「終
究要務實探尋政治難題的解決之道」。

在當下兩岸關係邁進 「深水區」的
時候，為了破解兩岸協商出現的 「瓶頸
」，大陸就推動兩岸政治對話釋出了積
極的訊息。台灣主流媒體近日作出了正
面回應。《中國時報》社論強調，兩岸
進行政治對話對降低緊張、增加互信、
強化區域安全都有正面助益。而進行兩
岸文化教育協議的探討，這對建構命運
共同體的認知應該也有正面的助益，台
北實無必要將其視為洪水猛獸，一味地
加以抗拒。《聯合晚報》社論指出，因為
「一中」與「兩國」這兩種主張的反覆衝

撞與拉扯，令兩岸關係幾度起伏，希望
現今形成的和平互動模式能深耕扎根。

然而，對於大陸的善意和島內輿論
的呼聲，台當局似乎置若罔聞，並搬出
諸多藉口推搪，如 「兩岸並沒有迫切的
壓力要解決政治敏感問題」、 「兩岸過
去4年簽署的18協議就已經是 『和平協議
』了」、 「台灣社會內部對兩岸政治對
話還沒有達成共識」云云。

誠然，以目前的形勢來看，兩岸正
式協商政治議題的時機還未成熟，正因
如此，大陸方面本務實靈活的態度，
鼓勵兩岸民間智庫先行研討，為今後兩
岸協商解決政治分歧問題逐步創造條件
。但兩岸有必要、有壓力進行政治對話
，是無可置疑的。例如，台灣方面提出
希望讓大陸民眾在台灣轉機往第三地，
這就涉及到護照等證件問題；台灣方面

希望加入國際銀行組織、世界氣象組織，這同樣牽涉
到兩岸關係定位問題；台灣方面希望加入區域經濟整
合，與其他經濟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也需要台當
局對 「兩岸同屬一中」問題作出更清晰的表態，以免
在國際上造成 「兩個中國」的錯誤觀感。

至於兩岸這些年簽署的18協議當然有助於改善兩
岸關係，穩定台海局勢，但島內一些政治勢力仍然冥
頑不靈，死抱 「台獨」路線。這對兩岸關係猶如定時
炸彈，因此只有簽署和平協議，兩岸現今的和平框架
才可長久。此外，台灣內部確實對兩岸政治對話事宜
未有一致意見，但堅持 「九二共識」的國民黨連贏兩
次大選，足可證明島內主流民意渴望兩岸和平，深知
台灣社會要重現當年 「錢淹腳目」的風光，必須深化
與大陸的關係，優勢互補，共創雙贏。

汪辜會談舉行當年，兩岸政治環境比現在險峻
，但汪辜二老憑大開大闔的政治智慧和排除萬
難的非凡勇氣，終於完成歷史賦予的使命。馬
當局應延續汪辜二老的足跡，抓緊歷史機遇
，擴大兩岸協商格局，為自己找到歷史定
位。

瀾瀾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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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承諾不搞台獨
堅持九二共識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中通社台北二十九日報道
︰馬英九29日表示，1992年兩岸在香港達成 「九二共識
」，是辜汪會談的前奏曲，有了這個共識，才有辜汪會
談。他稱，辜汪會談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開了以談判
化解敵意、以協商取代對抗的歷史新局。辜、汪20年前
在新加坡所達成的協議，為兩岸關係、兩岸人民創造資
產與價值，簡單來說，就是 「務實協商、求同存異」八
個字，也是兩位給兩岸關係留下的最好禮物。

深化兩岸交流合作
馬英九指出，2008年兩岸在 「九二共識」基礎上恢

復兩會協商， 「陳江會」（兩會領導人會談）承繼辜汪
會談所留下的寶貴香火，以及過去5年獲致一系列成果
，應可告慰辜、汪兩位兩岸制度化協商創始人。5年來
，兩岸關係的廣度、深度與密度，都是20年前無法想像
的。

馬英九說： 「我們兩岸人民都屬於中華民族，都是
炎黃子孫，我們共享相同血緣、歷史和文化，5年來透
過和平互利的交流、彼此的切磋砥礪，開創了中華民族
前所未有的格局，也為東亞、世界樹立了一個以和平方
式解決爭端的正面範例。」

馬英九續稱： 「這個得來不易的激勵與成果，我們
一定會珍惜，也一定要延續。」他希望兩岸雙方在 「九
二共識」的基礎上繼續推動和平與繁榮，在經貿、文化
、科技、社會等方面有更深入的交流和更廣泛的合作。

展望未來，馬英九表示，台灣方面會進一步擴大兩
岸交流、推動兩會互設辦事處，同時檢討島內有關兩岸
人民關係的法規。

紀念茶會上，馬英九分別向辜振甫遺孀辜嚴倬雲、
汪道涵之子汪致重致贈木雕作品《輕舟已過萬重山》，
並饒有興致地觀看了20年前汪辜會談簽署的四份協議文
本。

王郁琦笑談 「穿越劇」
在同一場合，台灣大陸事務部門負責人王郁琦幽默

地表示，兩岸當前許多變遷，都是20年前無法想像的，
笑稱時下兩岸都流行 「穿越劇」，假若當年的辜、汪兩
老穿越時空來到2013年， 「絕對是步步驚奇、步步驚喜
」。

王表示，與過去兩會領導人難得一見的情景相比，
最近5年來兩會高層不但舉行8次會談，還即時、有效地
解決兩岸互動往來的各項問題與爭議，雙方還透過18項
協議的簽署，建立了政府間 「機制對機制」的平台，讓
雙方能夠在許多跨境行動上充分合作。

他表示，兩岸透過良性互動往來，一點一滴累積和
平的基礎，當前兩岸的榮景，絕對是20年前辜汪會談時
無法想像的。如果辜振甫在世，一定會發現 「他的心願
，我們正在一一實現」。

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29日在台北表示，不論在島內或島外，台灣當局都不會
去推動 「兩個中國」 、 「一中一台」 與 「台灣獨立」 。馬英九在海基會當日舉辦的汪
辜會談20周年紀念茶會上致辭時，作以上宣示。

【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二十九日消息︰由台灣
海基會主辦的 「辜汪會談20周年紀念茶會」29日在台
北舉行。海協會前會長汪道涵之子汪致重伉儷、海基
會前董事長辜振甫遺孀辜嚴倬雲及子女受邀出席。

專程從上海來台的汪致重說，當年父親汪道涵與
辜振甫先生都對兩岸未來有理想、有信念、也有勇氣
，這些共通點使他們一見如故。兩人一心為兩岸人民
謀福祉，對歷史、民族承擔盡可能多的責任，這是兩
人初見就靈犀相通的原因。

汪致重指出，汪辜兩人作為先行者，面對的環境
複雜艱險，壓力也非常人所能想像，但當年兩人都有
理想和信念，也有勇氣，這值得兩岸後代認真學習。

汪致重說，20年後，兩岸到了偉大的變革時代，
應該以更加宏大的格局、心胸，來對待亞洲與世界的
變化。兄弟同心，共謀發展，一定能構建一個美好的

中華大家庭。
當天，88歲的辜嚴倬雲身一襲藍色旗袍出席紀

念活動。她稱，20年前的辜汪會談開了兩岸和平發
展的契機，這是先夫一直引以為榮、感到安慰的。從
事兩岸工作很困難、很艱苦，常經受挫折，大家只看
到幕前的光彩，幕後的辛酸卻只有自己知道。

辜嚴倬雲引用辜振甫1998年在上海與汪道涵會晤
時，在豫園留下的詩句 「但知春意發，誰識歲寒心」
，來鼓勵和感謝海基會同仁。

辜嚴倬雲在會後接受兩岸記者聯訪時表示，20年
前開會的情形歷歷在目，希望炎黃子孫能夠和平相處
，兩岸百姓、特別是年輕人能夠安居樂業。

參加當日紀念茶會的，除汪、辜家屬外，還有參
與談判的工作人員、媒體記者等。大家紛紛握手致意
、合影留念，場面溫馨。

汪致重憶汪辜靈犀相通
辜嚴倬雲揭夫幕後辛酸【本報訊】據中新社台北二十九日消息︰台灣海基會

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29日表示，兩岸政治議題有不同
層次，有低階也有高階，還是要先易後難、先低後高、循
序漸進、順其自然。

海基會當天在台北舉辦 「辜汪會談20周年座談會」，
由高孔廉主持，邀請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蘇起、前海基
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台灣大學公共政策與法律研
究中心主任包宗和、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特聘客座
教授黃靖和《中國時報》主任記者王銘義，圍繞 「緬懷先
哲，再創新局」主題進行研討。

高孔廉指出，兩會互設辦事機構，要克服困難，趕快
成立，這對兩岸關係發展也很有幫助。

蘇起則多次強調，在兩岸關係中，溝通、互信非常重
要。他表示，汪辜會談最核心的是雙方願意 「擱置爭議」
。在汪辜會談之前，兩岸雙方有足夠的溝通，有互信了才
能讓會談舉行。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更要靠加強溝通，增進
互信。

高孔廉：政治議題要先易後難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中央社二十九日消息︰29日11時
許，一輛旅遊大客車在湖南境內前往張家界時翻車，導致車上
的台灣遊客3人死亡、2人重傷。記者在事故現場了解到，湖南
省台辦、交警、醫療及高速公路等部門正全力救治傷員、處置
事故和安排善後，事故原因調查也已展開。

11時許，一輛共乘坐了16人（其中台灣遊客13名）的旅遊
大客車，在長常高速由東往西110公里處湖南省常德市漢壽縣
境內路段發生翻車。據湖南省交警部門通報，事故造成3人死
亡，2人重傷，多人輕傷。其中，死亡和重傷人員均為台灣遊
客。

新華社記者在事故現場看到，事發地天雨路滑。發生事故
的車輛衝出高速公路路面
，側翻至路外一個近10米
深的山崖下。事故現場行
李、座椅殘骸、車輛碎片
等散落一地。據湖南省台
辦通報，湖南省交警總隊
現已查明，發生事故的車
輛為張家界市牌照，屬於
張家界泰龍旅遊運輸公司
，駕駛員為彭某某。

【本報訊】據中新社平潭二十九日消息︰29日
下午，2隻台灣紅毛猩猩搭乘 「海峽號」客滾船從台
中直航抵達福建平潭澳前碼頭。

這是繼2008年大陸向台灣贈送一對大熊貓、2011
年台灣回贈大陸一對長鬃山羊和台灣梅花鹿之後，
兩岸之間又一次互贈保育類動物活動。

福州海關下屬福清海關當日開通 「特別通道」
，不僅提前為2位特殊的 「台灣客人」辦理了相關進
口申報手續，還派員登船進行現場快速驗放，讓遠
道而來的 「台灣客人」能夠早日踏上福建的土地。

紅毛猩猩原產於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地，
屬於CITES（華盛頓公約）附錄Ⅰ動物，十分珍稀。

2012年6月，福州動物園和台灣屏東科技大學保
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協商簽訂了《紅毛猩猩保育
繁殖與教育合作協議書》，由收容中心贈送一對紅
毛猩猩給福州動物園，雙方藉此開展野生動物的飼
養繁育、保護教育等方面的人才與技術交流，
促進兩岸自然保育合作。

據介紹，這2隻台灣紅毛猩猩擬安家福州動物園
，並在福州動物園進境動物隔離檢疫場進行30天的
隔離檢疫。經檢疫合格後，將移至動物園猩猩館保
育。

台旅行團張家界車禍3死 台贈紅毛猩猩抵福建

▲海基會29日在台北舉辦汪辜會談20周年紀念茶會及座談會，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出席並致
辭 中新社

▲辜嚴倬雲說， 「辜汪會談」 開啟了兩岸和平
發展的契機，這是先夫一直引以為榮、感到安
慰的 中新社

▲汪致重說，當年父親汪道涵與辜振甫先生都對
兩岸未來有理想、有信念、也有勇氣，這些共通
點使他們一見如故 中新社

▲兩岸藝術家楊奉琛（右二）和朱炳仁（右
一）29日向海基會贈送雕塑作品，紀念汪辜
會談20周年 新華社

◀雄獅旅行社29日派主
管陪同家屬前往大陸協
助處理善後，同時請法
師前往招魂 中央社

▶新北市政府加強H7N9禽流感防疫工作，29日派
員前往板橋區黃石市場消毒 中央社

【本報訊】據中通社二十九日報道︰大陸 「五
一」（勞動節）長假期將臨，但兩岸旅遊市場受
H7N9禽流感疫情衝擊，島內媒體發現 「五一」黃金
周期間到台旅遊的大陸遊客數量不增反減，台灣高
雄市飯店訂房率竟比4月中旬少兩成，且大陸遊客團
大多要求團餐菜式不要有雞鴨。

此外，台旅會北京辦事處為免疫情引發兩岸民
眾擔心，決定在 「五一」長假期間，特別向赴台旅
客製發 「台灣個人遊旅遊健康關心卡」，告知若陸
客在台期間感到身體不適的緊急處置方式。

「以往常端上桌的三杯雞，現在改為客家小炒
」，高雄市一家酒店餐廳負責人林重信說，雖然燜
熟的三杯雞食用無問題，但 「五一」期間幾乎所有

大陸旅遊團都要求取消所有雞、鴨的菜式，以免旅
客擔心，餐廳方面將以時令蔬菜代替。

「五月初訂房並非媒體報道的旺到不行」，高
雄市旅館公會常務監事鄭偉民坦言，H7N9已波及接
陸團為主的飯店業績，黃金周訂房比上月中旬以來
少兩成。高雄市遊覽車公會理事長江其興亦說，去
年4月底就忙為 「五一」黃金周的陸團調車子，但
今年 「不必忙了」，他認為今年陸客來台熱情消退
除與禽流感陰影外，亦與大陸赴台旅遊團調高團費
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