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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台胞展示善意和誠意

兩岸同胞本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習總書記用台灣
同胞熟悉的語言，回溯跨越海峽的移民遷徙史，褒揚
了台灣同胞代代傳承的中華民族意識和中華文化情
感，道出了兩岸同胞心心相印、守望相助的天然情
感，更細述「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之根是共同的血
脈、精神、歷史和文化，把「兩岸一家親」的道理闡
發得深入人心、令人動容。

心靈契合是兩岸同胞的共同願景，對於台灣同胞因
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而形成的特定心態和感受，習總
書記深表理解。他情真意切地說，「要尊重台灣同胞
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願意首先與台灣同胞
分享內地發展機遇」。這些推己及人、將心比心的話
語，讓台灣同胞感受到大陸方面的真心、耐心與信
心。習總書記的講話展現大陸關愛廣大台灣同胞，共

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路的誠意和決心，有助於推動
兩岸同胞共同維護台海形勢穩定，鞏固和擴大兩岸關
係成果，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

台灣媒體對習總書記的談話給予高度關注和評價，
認為其最新對台政策論述充滿「兩岸一家親」的溫
情，充實並鞏固「一中框架」的內涵，「合情合
理」、「充滿自信」。

《聯合報》的分析文章說，習近平這篇以「兩岸一
家親」為主軸的講話，可說是他一次完整的對台新策
略與對台工作論述，強調全面與台灣各行各業交流的
意圖，目的是充實並鞏固「一中框架」的內涵。《中
國時報》文章指稱，習近平18日會見連戰一行，首次
細緻闡述了對台、兩岸問題看法，也在台灣賓客面前
展現「習氏風格」，身段靈活，剛柔並濟。習氏語言
讓人感覺真誠且易懂。而「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
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也願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

發展機遇」一語，合情合理，令人難以抗拒。對政治
分歧提出「平等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則顯示
習近平對敏感問題不迴避，充滿自信。文章認為，習
近平心中的對台建構或已完整呈現，即「中國夢是兩
岸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圓夢。」

呼籲綠營參與兩岸和平發展進程
目前兩岸關係處於前所未有的最好階段，要維護台海

形勢穩定，鞏固和擴大兩岸關係成果，需要兩岸增進理解
互信，釋除分歧。在習總書記的談話中，除了重申「九二
共識」、反對「台獨」及一個中國框架等兩岸關係發展的
政治基礎，同時呼籲：「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無論
是誰，不管他以前有過什麼主張，只要現在願意參與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我們都歡迎。」

習總書記的呼籲包括所有的台灣同胞，只要對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有貢獻，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有幫
助，能夠共圓「中國夢」的人士和黨派，都可以共同
出主意、想辦法，反映出習總書記對未來兩岸關係發
展的理性思考和開放思維，顯示大陸方面真誠歡迎泛
綠民眾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來，這為今後
兩岸關係的發展和突破帶來更積極的想像空間。

如今台灣越來越多綠營人士持開放態度到大陸訪問
交流，綠營中拒絕與大陸交流對話的「反中派」日益
被台灣主流邊緣化。習總書記講話對民進黨和綠營人
士釋放更大善意，泛綠人士應當好好琢磨，好好把
握，積極回應，順應歷史潮流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才
能不被民意拋棄。

攻堅克難早日實現「習馬香港會」

習總書記去年提
出「兩岸長期存在
的政治分歧問題終
歸要逐步解決，總
不能將這些問題一
代一代傳下去」的
主張，明確釋放了
大陸希望啟動兩岸政治談判的訊號。他在此次講話中
進一步強調，兩岸雙方可以在一個中國框架內通過平
等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只要有解決問題的誠意
和決心，兩岸中國人有智慧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
這充分體現了一個政治家迎難而上、開拓進取的勇氣
和高度的歷史責任感。正是習總書記的推動，促成了
今年2月11日在南京的「張王會」，為兩岸關係發展
開闢出新的局面。

今明兩年是兩岸和平發展、政治有望獲得重大突破
的難得機遇期。馬英九任期還有兩年，「張王會」已
經在大陸進行，你來我往，張志軍去台灣的可能性很
大。「習馬會」很有可能在今明兩年實現。台灣《中
央日報》網路報的社評指出，衆所矚目的「習連
會」，對於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深化雙方交流合作，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希望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把
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旋律，拿出智慧和勇氣，在
「九二共識」的發源地香港實現「習馬會」，達成兩
岸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為解決兩岸現在面臨的
難題取得新突破，奮力開拓兩岸關係前進的道路，共
圓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習總書記不僅清楚了解台灣問題的現實，而且對台灣的歷史和台灣民眾的心態非常理解。

他日前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一行時的重要談話，細述「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之根是

共同的血脈、精神、歷史和文化，褒揚台灣同胞代代傳承的中華民族意識和中華文化情感，

向台灣傳遞積極正面信號，在島內受到廣泛關注。中共中央台辦主任張志軍解讀習總書記的

談話，清楚表明大陸方面真誠歡迎包括泛綠民眾在內的所有台灣同胞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進程中來。今明兩年是兩岸和平發展、政治有望獲得重大突破的難得機遇期。習總書記已

經發出破解兩岸政治難題的呼籲。希望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拿出智慧和勇氣，在「九二共

識」的發源地香港實現「習馬會」。

■姚志勝

近年，因「自由行」旅客持續增加，令不少香港的旅遊景點都出現
迫爆的情況，更有主題公園要停止入場、酒店的房價由平日的千多元
升至過萬元一晚等現象。這些現象令社會上有人提出政府應想想香港
接待旅客的能力，設定入境上限、設立陸路入境稅等等。
香港一直擁有自由港、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等美譽，設定入境上
限、陸路入境稅都是自損優勢的做法，是保護主義的產物。保護主義
是減低香港競爭力、令自由度受損的無謂做法。
第一，香港多年來信奉自由經濟，深信市場力量會調整供給與需

求。舉例說，本港酒店房價在旅客高峰期時急升，仍可日日爆滿，表
示的確存在龐大的需求，房價是在市場機制下自行調節的。旅遊景點
出現人龍，有些更要排上好幾小時，但來港旅客殊不介意，證明的確
有需求。排隊是非金錢的交換成本之一，是一種價格以外的調整供需
之方法。
香港政府要做的是如何疏導旅客，而非減少旅客。首先，香港政府

要加快研究設立邊境旅客購物區，令只為來港購物的旅客，可於口岸
邊境附近購物，而不用到香港主流區購物，既不影響港人購買所需，
亦能滿足旅客需求，更可繼續以旅遊業帶動本港經濟發展。
其次，政府亦應在不同口岸多宣傳香港其他具特色的景點和特色旅
遊，香港旅遊業應是多元化的，不單是暢遊主題公園，或只是到銅鑼
灣、油尖旺一帶購物，我們不同區亦有不少不同的景點，如香港仔的
漁村風光、大澳水鄉、地質公園、西貢和鯉魚門海鮮等等。多元化的
旅遊景點既能疏導旅客，亦能吸引不同需求的旅客來港觀光消費，對
發展旅遊業有重要的作用。
香港旅遊業要全港起動，不能單靠幾個熱門景點和購物點來迎合旅
客需要。政府要在硬件上、軟件上作出配合，加強資訊，市場機制會
自然將他們分流到其他區的景點上。排隊、高酒店價是香港旅遊業暢
旺的表徵，我們不能自設限制、自綁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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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的戰爭硝煙早已散盡，可惜巨大的歷史陰影仍籠罩中國和日
本這兩個東亞國家。同樣一段歷史，雙方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在日本
人看來，周邊國家及其國民是在消費過時的民族主義仇恨，正是仇恨本
身使他們完全無視日本的「自我救贖」，尤其是戰後「自廢武功」、走
上和平道路的事實。日本人煩透了對歷史負債的絮絮叨叨。
對這段讓數千萬無辜生命慘遭荼毒的沉痛歷史，日本真有足夠反思
嗎？恐怕難以肯定。誠然，這段還未遠去的歷史、「受害者」仍鮮活的
記憶，妨礙了更客觀的評價改造後的日本，但周邊國家及其國民的一致
不滿，說明了日本的反思非但不徹底，還有嚴重的歷史觀誤區。
毫無疑問，任何國家的國民都希望從自己國家的歷史當中尋找榮光，
而非罪惡的根源。自我否定歷史，讓後世子孫背負前人的十字架；或者
讓前人的事業在後人眼中失去光澤，變成難堪的污點，這對任何一個國
家來說都必然是一種精神苦痛和心理折磨。
但將歷史放在祭祀台上，對歷史頂禮膜拜，將歷史神聖化，卻非理智

之舉。畢竟歷史不容迴避，只有用理性眼光去看待自己所屬共同體的歷
史，明辨是非，以免重蹈覆轍，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
相反，一味地迴避、躲藏、遮掩甚至不顧歷史事實，對個人來說是不自
信、不成熟的表現，容易讓人產生不信任感，對國家來說同樣如斯。

日本從來沒有反思罪行
德國總理勃蘭特在猶太人面前跪了下來，跪的德意志民族卻在全世
界面前站了起來。當德國為自己的歷史深深懺悔的時候，他贏得了友誼
及全世界的尊敬，包括曾經無法相容於自己的敵手。歐洲寬恕了德國兩
次犯下的滔天罪惡，不但張開雙臂擁抱了他，還通過賦予其在歐盟機構
當中的領袖地位，滿足了他的大國抱負。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將愛國主義分為兩種：本能的和理智
的，前者只憑信仰與情感行事，後者則來自深沉的理智。本能的愛國主
義易被輕率的激情所左右，陷入狹隘與封閉的自私之中，最終使國家不
可避免地走向衰退。
歷史上，日本和德國一樣，都曾有過對國家主義的瘋狂崇拜，兩者都
試圖通過強調國家「大我」的神聖地位，來快速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
從而與英法列強並駕齊驅。但這種對「大我」的過度追求和強烈崇拜，
擠壓掉了個體的理性批判精神，它使得對歷史陰暗一面的反思變得即使
可能也不徹底完整。
時至今日，當德國經過痛苦的心理磨難，漸漸遠離「國家主義」的時
候，日本國民的思維卻還籠罩在這片陰霾當中。作為國家的代言人，日
本政治家有強烈的恥感文化，民眾也難以容忍政治家的一丁點醜聞，這
其實正是對國家膜拜的自然結果，因為它們褻瀆了國家的神聖。
這個資源匱乏、自然災害不斷、充滿危機意識的島國，似乎只能從國
家這一巨大港灣裡才能尋找到精神慰藉，獲得安全感。此種政治文化不
僅賦予這個國家源源不斷的凝聚動力，更已深深侵入日本民族的肌體，
變為其民族特質的一部分。
如何將歷史的污點與對國家的崇拜適當分離，讓國民更加理性地看待

自己的過往，這將是對日本政治家的艱巨考驗。否則，日本將始終背負
這一歷史包袱，如孤島一般飄零，難以被鄰邦接納，更無法回歸東亞大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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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至今，安倍對俄外交好生「熱鬧」，
五次與普京會面、日俄召開「2+2」會談，
普京應邀將於今秋訪日。安倍頻頻對俄羅斯
「示愛」，讓一向關係冷淡的日俄，成為世
界輿論關注的焦點。
索契之行期間，安倍與普京遛狗「秀」了
把親密；索契之行後，安倍大肆吹噓與普京
建立「信賴關係」，「日俄掀開新的一
頁」。日本媒體對首相的外交成果津津樂
道。甚至有報道稱，日本國內還掀起了「俄
羅斯熱」，東京隨處可見俄羅斯元素，電視
台主持人用俄語問好，連俄式菜餚也備受關
注。
在「頂風」拜鬼，至今與中韓首腦毫無互
動，中日、中韓民眾好感度降至冰點的情形
下，安倍卻頻頻與普京「套近乎」，到底在
算計什麼？
其一，安倍算計與普京搞好私交，任內

解決日俄領土爭端。安倍此次亮相索契，自
以為「雪中送炭」，給足普京面子；日本媒
體跟造勢，渲染兩人關係非比尋常。安倍
有些得意忘形，誓言任內必解決日俄四島爭
端。
但俄羅斯有句經典名言：「俄羅斯聯邦領

土雖大，但沒有一寸是多餘的。」 四島有

重要經濟和軍事價值，是鄂霍次克海的咽
喉。在戰略空間不斷被美國擠壓的情況下，
俄羅斯沒道理放棄四島。這關乎國際利益和
戰略考量，從梅德韋傑夫以總統和總理身份
兩次視察國後島，就可見一斑。被視為民族
英雄的普京，又豈會在領土問題上讓步？

對中俄關係挑撥離間
俄羅斯佔有四島有二戰後《開羅宣言》的
法理可循。俄外長拉夫羅夫今年1月曾說，
否認二戰成果違背聯合國憲章。中俄明年還
將共慶二戰勝利70周年。俄羅斯又怎會否
認《開羅宣言》的正義性，自毀大國形象。
其二，安倍算計在中俄之間打楔子，搞離
間。隨中日矛盾不斷升級，安倍希望「拉攏」
俄羅斯牽制中國。安倍的臆測是，中國崛起會
加速俄羅斯對日本態度的轉變。日本網絡媒體
評論說，「和日本締結和平條約，將成為俄羅
斯與中國交涉時的一張強有力的牌。」
但是，俄羅斯副外長莫爾古洛夫去年10

月就曾說，俄羅斯不會在背後議論中國。把
日本當作俄羅斯對付中國的潛在「保護
者」，希望讓俄羅斯在與日本簽署和約問題
上「更變通些」，「諸如此類的努力是不會
得逞的」。

目前，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基礎
牢固，兩國關係處於歷史上最好時期。中俄聯
合聲明提出，在涉及對方主權、領土完整、安
全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安倍妄圖
以俄制華只能是一廂情願，自討沒趣。
其三，安倍算計俄羅斯的油氣資源和市

場。俄東部的西伯利亞擁有巨大的石油、天
然氣、木材等資源，這正是日本製造業和服
務業所需。過去礙於兩國政治關係偏冷，能
源合作一直處於低水平。此番安倍「拉攏」
普京，經濟意圖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
擺」。
同時，美國低價頁岩油氣的開發，威脅俄

羅斯天然氣出口。作為俄羅斯傳統能源出口
市場的歐洲，未來幾年可能「棄俄投美」。
在這種形勢下，俄羅斯對日本市場有所期
待。經濟合作恰好成為日俄關係的突破口。
日本擁有資金與技術，俄羅斯擁有能源資
源，日本正好彌補俄羅斯的缺陷。日本還非
常願意打開俄羅斯的汽車市場。
安倍正極力導演一齣日俄關係「蜜月
劇」。在美國經濟衰退之際，安倍的算計恐
怕會是種冒險的投機。企圖把生路交給俄羅
斯，安倍是否考慮清楚，他的美國老大能不
心生嫌隙嗎？

安倍與普京「套近乎」算計什麼？

徐庶

美國會議員為何秘會李柱銘陳太？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羅伊斯（Ed
Royce）率領的代表團22日訪港，下午即與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和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會面一小時。李柱銘在會見中，
向美國代表團告洋狀，指控中央政府干涉香港內政（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政制有主導權，中央官員講解政改的法律問題，是中
國的內政，並不是香港內政）。

美領事屢干預港內政
李柱銘說美方十分關心香港回歸後的情況，席間討論了政改
問題，指自己在會見的時候，表達的最大關注，是近年北京政
府不斷干預香港內政。一向反對中國的評論員林和立在評論這
個事件的時候指出，美方今次會見李柱銘和陳太兩名「民主
派」重量級代表，反映美國政府關心和支持香港落實真普選的
立場，認為北京政府最終若堅持特首提名作「政治篩選」，將
引起美國和國際社會的批評。
美國的兩任駐港總領事都曾經指手畫腳，干預香港的政改。

夏千福說，美國支持民主發展的理念，「最重要是港人對政制
發展有最終發言權」。稍早時，即將離任的楊甦棣在評論
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時表示，包括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應盡
早投入政改諮詢，而遵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落

實普選是重要的。
李柱銘曾經提出在基本法提名委員會的機制下運作，將來的行

政長官候選人應該有五個人的方案，但後來出現了戲劇性變化，
二十四小時之後，李柱銘宣佈自己是出賣了靈魂給魔鬼的浮士德，
做錯了，收回這個方案。此後，反對派立即轉為激進，提出了「公
民提名」、「政黨提名」的方案，圖繞過提名委員會，挑戰基本
法，另外搞一套。反對派還和「台獨」勢力勾結，邀請「台獨」
勢力來香港傳授「顏色革命」的秘訣，培訓怎樣「佔領中環」。
最近，美國總統奧巴馬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第三度會見了
達賴喇嘛，設立專門的官員支持「藏獨」，明顯地要利用「藏
獨」遏制中國的崛起。香港是支援中國四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
城市，如果香港風平浪靜，有利於中國的經濟發展。香港的反
對派對抗基本法，政改另外搞一套，並且採用街頭暴力手段，
也是美國的一步棋。「藏獨」、「台獨」、「港獨」都是美國
要打的牌。
香港的政改，應該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中央政府有最後決定
的角色。但是，夏千福說，「最重要是港人對政制發展有最終
發言權」，其實是否定了中央政府的最後發言權，夏千福說
「港人對政制發展有最終發言權」，暗示了香港擁有主權，地
位凌駕在中央政府之上。

李柱銘陳方安生甘當吳三桂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有選擇地閉門會見李柱銘和

陳方安生，是秘密的，不敢公開的，說明他們曾經就香港政制
的問題進行了密謀，交換了意見，為美國國會今後支持香港反
對派，插手干預香港事務做了準備。這種偷偷摸摸的行為，至
少說明了李陳兩人曾向美國人獻計，做了吳三桂。美國代表團
秘密會見兩人，也表示一種姿態：這兩個人關於政改的表態，
美國人今後會繼續支持。
李柱銘跑到了美國國會要求美國制裁中國，為美國轟炸前南斯

拉夫中國大使館進行辯護，他當議員時候，身邊總有一個美國助理，
早已經說明他和美國的利益結合得很深。這一次又再向美國「告洋
狀」，並非吉兆，肯定會把香港推落到中美角力的浪濤之中。

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有選擇地閉門會

見李柱銘和陳方安生，是秘密的，不敢公開的，說

明他們曾經就香港的政制問題進行了密謀，交換了

意見，為美國國會今後支持香港反對派，插手干預

香港事務做了準備。美國代表團秘密會見兩人，也

表示一種姿態：這兩個人關於政改的表態，美國人

今後會繼續支持。這一次李柱銘再向美國「告洋

狀」，並非吉兆，肯定會把香港推落到中美角力的

浪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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