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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月 谈

“一小撮‘台独’分子一而再再而三操纵‘修宪
谋独’，寻衅滋事，试图从中谋取政治私利。岛内负
责任的政党和人士不应放任纵容这种罔顾民众利
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径。”10月28日，在
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答记
者相关提问时这样表示。朱凤莲还回答了两岸记者
的其他问题。

数典忘祖必遭两岸同胞反对

有记者问，在纪念台湾光复 75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与会两岸嘉宾提出多项建议，包括两岸共享史
料、共书抗战史，共同谴责民进党当局推行“台
独”课纲、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等“去中国化”行
径。请问有何回应？

朱凤莲表示，与会两岸嘉宾提出很多建议，我
们认为很有积极意义。我们支持鼓励两岸史学家积
极发挥正本清源作用，加强抗战历史、台湾光复历
史的研究，通过共享史料、共写史书、共编教材
等，从学理上批判形形色色的“台独”史观，增进
台湾同胞国家、民族、文化认同。

朱凤莲说，我们已经看到，台湾很多教师和家
长强烈反对依据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新课纲编写的中
学历史教科书。作为一名家长，我挺心疼台湾的孩
子们，他们在教科书上不见 《史记》《汉书》，不知
三国、南北朝，不知何为台湾光复，以后他们会不
知道宫庙为什么要拜关帝圣君，不知道台北故宫博
物院文物怎么来，无法“知兴替、明得失”。

朱凤莲指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

属中华民族，谁也不能剥夺台湾同胞身为中华儿女
的权利。任何“去中国化”的行径，都无法割裂两
岸的历史连结，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
实。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数典忘祖，必将遭到两
岸同胞强力反对。

“以武谋独”注定死路一条

有记者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日发布
涉台报告，鼓吹加强“台美关系”，并称台有关机构
为此报告出台提供了支持。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应询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
们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包
括智库在内的美国各界应推动美国政府恪守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规定，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要向民进
党当局和“台独”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
拿着台湾民众血汗钱收买智库，炮制和散布“挺
台”论调，是徒劳的。

在回答有关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时，朱凤莲指
出，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
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向中
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
号，我们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公然对大陆进行赤
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挑衅，不自量力。企图勾连外部
势力“以武谋独”，加剧台海紧张，只会严重破坏台
海和平稳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最终必然
是死路一条。

有记者问：日前岛内有学者列出“八个证据”，

称“两岸已进入准战争状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应询指出，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民进党当
局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加紧谋

“独”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的根源。
我只重申一点，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
志坚如磐石，绝不为任何形式“台独”分裂活动留
下任何空间。

两岸“脱钩”损害台湾同胞利益

有记者问：“淘宝台湾”10月15日起停止用户下
单、商户入驻、商品上架等功能。继“下架”爱奇
艺、腾讯视频后，民进党当局又逼走“淘宝台湾”。
对此有何评论？

朱凤莲回答说，记得去年此时，“淘宝台湾”在
岛内上线，就地服务台湾民众和企业，给台湾消费
者和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利益。不到一年，

“淘宝台湾”被迫退出台湾市场。民进党当局进行政
治操弄，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试图制造两岸

“脱钩”，直接损害的只能是台湾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福祉。

有记者问：据报道，10月23日有20多艘大陆渔船
遭遇 7 至 10 级大风，希望进入澎湖附近岛屿避风，却
被台海巡单位强行驱离。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朱凤莲表示，多年以来，大陆方面在沿海多处
设立台湾渔民接待站、接待点，为台湾渔船渔民避
风、补给、抢险等提供救助。相比之下，台湾有关
方面野蛮驱离避风大陆渔船的不人道做法，十分令
人愤慨。

台湾与日本民间人士组成的亲日
团体“樱花返乡会”，日前以台北阳明
山公园管理处曾赠送樱苗赴日本皇室
为由，向民进党当局表达希望在阳明
山立“昭和天皇缘之樱”纪念碑，“以
与日本皇居附近同款碑相呼应”。

一眼望去，这就是出绿营无底线
媚日的闹剧。是非曲直无须多言，台
北市政府的回应可谓一针见血：“为什
么要在台湾立日本天皇的碑？！”

该亲日团体的荒唐事不止一件，
去年为祝贺日皇德仁即位，他们特地
送上樱花、瑞竹和榕树苗木作为贺
礼。近百年前，日本裕仁亲王以“殖
民地宗主”身份来台“视察”，曾在三
地栽种这三种植物，其象征意义不言
而喻。

媚日团体认贼作父，自然引来舆
论鞭挞。令人震惊的是，那项赠礼却
得到民进党当局“内政部营建署”鼎

力配合，“驻日代表”谢长廷更亲自出
席致赠典礼。岛内有识之士痛批，若
无去年民进党当局“带头上贡”，亲日
团体岂会有立碑的非分之想？

该团体还宣称，日方有意赠碑，
相关事宜与“驻日代表处”一直有联
系。后来成为昭和天皇的裕仁，与日
本侵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
进党当局全然忘却殖民历史的血泪，
竟为侵略者歌功颂德乃至立碑纪念，
岂非赤裸裸的汉奸行径？！

想当初，民进党当局大张旗鼓地
成立“促转会”，标榜“清除威权象
征”“推动转型正义”云云，3年多前
阳明山上的蒋介石铜像遭人“断头”。
如今在同一地点竟要立起“日皇碑”
来，捧杀之别令人错愕，无怪乎台媒
批驳：“日本统治台湾难道不威权？！”

民进党当局媚日之狂已病入膏
肓。谢长廷在接受台媒采访时妄称，

“冲之鸟、钓鱼岛及‘慰安妇’等争
议，都是‘悬案’”。日本人藤井实彦
侮辱全台首座“慰安妇”铜像，民进
党当局毫不在意，甚至早在该铜像树
立的第一时间撇清关系，批判此系国
民党主导设置、意在破坏“台日关
系”。而台湾有人将日据时期水利工程
师八田与一铜像“斩首”，时任台南市
长赖清德火速要求侦办并限时修复，
还写信向日本人“汇报请罪”！

谢长廷甚至不顾岛内民众健康，
鼓励台湾进口日本核灾区食品，被讽为

“最佳助日代表”。台渔船遭日水炮驱
赶，谢反倒站在日方立场指责自家渔
民。同样是受灾，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
文对南台湾暴雨灾民傲慢冷漠，水淹数
日才装模作样“驾到”勘灾，却在第一时
间发文慰问受暴雨影响的日本灾民并
伸出援手。

台湾民众忿恨难平，当局如此害

台卖台，哪里像是代表选民利益的执
政者，倒像是日本派来的官员。民进
党上台以来，修台中神社、推媚日教
科书，数典忘祖的勾当比比皆是。

媚日妖风的背后，是民进党当局
抱定“媚日抗中”路线，妄图挟洋自
重与大陆对抗的祸心。上有所好，下
必甚焉，台湾绿营于是轮番显露愈演
愈烈的媚日癫狂。只是一味卑躬屈
膝，绿营自甘堕落丢人现眼事小，伤
及台湾民众利益福祉事大。

为了一党之私牺牲全台，美化日
本殖民史蒙蔽世人，不顾外界观感恣
意妄为，民进党当局的媚日幻梦终有
见光死的一日，他们的荒谬行径也将
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报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柴逸
扉）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28日在京
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
应询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也
是台湾光复 75周年。台湾光复的历史
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是休戚与
共的命运共同体。

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近期大陆方
面隆重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相关情
况，并询问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举办
这些纪念活动有何重要意义。朱凤莲
作上述表示。

朱凤莲介绍说，大陆有关方面10月
22日举办纪念台湾光复 75周年学术研
讨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
席汪洋出席并讲话。两岸同胞共 100余
人参加研讨会，围绕“纪念台湾光复、推
进祖国统一”的主题深入研讨。10月 25
日，“金瓯无缺——纪念台湾光复七十五
周年主题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朱凤莲指出，这些纪念活动的举
办，对于两岸同胞共同牢记历史、鉴
往知来，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共担
民族大义，共促祖国统一，共圆民族
复兴伟大梦想具有重要意义。台湾光
复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成果，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前仆后
继、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台湾
光复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
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
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朱凤莲表示，当前两岸关系复杂
严峻，“台独”分裂势力加紧勾连外部
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严重
危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广大台胞的
利益福祉。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台胞
能够看清时和势、认清利和害、分辨
真和伪，顺应历史潮流、共担历史责
任，与大陆同胞携手同心，把民族命
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台办发言人表示

岛内负责任政党和人士不应放任纵容“修宪谋独”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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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渎历史，岛内绿营荒谬绝伦
张 盼

亵渎历史，岛内绿营荒谬绝伦
张 盼

新华社宁波10月28日电（记者赵博、顾小立、肖逸晨）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智能农业建设、促进生态社区营建……
以“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
坛28日在浙江宁波开幕。200余位两岸嘉宾相聚金秋，共商发
展大计，同促乡村振兴领域合作。

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徐涛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两岸
农业发展的愿景是一致的。台湾强调“三生”即促进生产、
发展生态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建设富丽新农村。而大陆
方面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两
岸农业由于发展模式、速度、进程等方面的差异，具有极强
的互补性。相信未来两岸农业合作空间很大，特别是在发展
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智能农业和农业数字化建设方面，可以
取长补短，实现互惠共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认
为，当前我们进入了城乡全面融合发展的窗口期。工农互
促、城乡互动日益密切，乡村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景观等多重价值凸显，要纠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
充分的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之
路，推动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让乡村和城市
成为互动共生的有机整体。

北京山圣公司董事长李复圣、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
练卜鸣等台湾嘉宾分享了岛内乡村治理经验，为推动乡村振
兴建设提出了意见建议。

海峡两岸乡村振兴论坛始于 2018年，已在宁波成功举办
两届。本届论坛由论坛组委会和九州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主
办，为期两天。据介绍，本届论坛规模有所扩大，设有5个分
论坛，分别关注乡村治理、家风家教、电商合作、民宿发展
及文化共建等主题，将在宁波各县区市同步开展。

两岸嘉宾金秋相聚宁波
畅叙“在希望的田野上”

新华社台北10月 28日电 （记者吴
济海、傅双琪）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
中心 28 日举行记者会公布，经由采检、
送验、实验室流程调查，该中心10月13
日声称自江苏返台确诊新冠肺炎的一名
台商，其病毒呈阳性的唾液检体应为同
日一名自法国入境个案的检体。

指挥中心表示，江苏台商在机场的
深喉唾液检体为新冠肺炎病毒强阳性，
但隔日采检的检体为阴性，且后续采检
的上呼吸道检体同为阴性，抗体也为阴
性。因此“疾管署”于10月15日启动流
程调查，包括专案采检与这名台商同日

（10 月 11 日） 入境并于机场采检的所有
个案，以及同日于指定机构实验室检验
的所有个案，共计 30 名。其中仅有 1 名
自法国入境的个案于10月16日二采结果
为阳性。

指挥中心称，江苏台商于机场留验
的病毒阳性检体，经人体核酸鉴定比

对，实为自法国入境的个案检体，判定
检体有错置情形。调查结果显示，应是
在实验室检验过程中，由于不同检验仪
器适用不同检体管，需人工作业及转置
检体造成错置。

指挥中心称，将持续完善检验流
程，包括鼓励检验机构增加实验室人

力，并积极引入自动化程度高的核酸检
验机型，以减少人工步骤等。

当天的记者会还通报，台湾方面
“输出”3例新冠肺炎病例。指挥中心表
示，近日分别接获日本及泰国通知，检
出自台湾入境的新冠肺炎病毒阳性个
案，其中日本检出2例、泰国检出1例。

指挥中心还公布，台湾当天新增 1
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印尼
籍 10 多岁女性移工，10 月 7 日入境台
湾，迄今无症状。

截至10月28日，台湾累计确诊新冠
肺炎病例551人，其中7人死亡。

近日，福建省晋江市举办港澳台和海外侨胞返
乡“看晋江”活动。活动主办方之一、晋江市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当地注重挖掘
本地孝廉文化的时代内涵，特别对优秀华侨家风
文化进行归纳提炼，打造“侨批馆”“乡村记忆
馆”“华侨馆”等一批孝廉文化宣传阵地，发挥传
统文化的教化和浸润作用，弘扬爱国爱乡精神，
凝聚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图为晋江籍港澳台同
胞和海外侨胞参观梧林古村落村史馆。 张春妹摄

所谓感染新冠肺炎系错置他人检体

台湾承认“确诊”江苏台商是乌龙

返乡“看晋江”

10月 26日，位于广州南沙区
的南中高速公路洪奇门特大桥海
中主墩开钻，正式拉开南中高速
公路全线开工建设的序幕。南中
高速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互
联互通的特大型桥梁工程和跨珠
江通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
成后将与深中通道形成 Y 型路
网，北连广州南沙，南通珠海

（澳门），西进中山 （江门），东接
深圳 （香港）。图为洪奇门特大桥
东塔海中主墩施工现场。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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