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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龙腾百湖”2019 大庆首届冰上龙舟邀请赛在黑
龙江大庆市黎明湖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 16 支龙舟队相聚
黎明湖。

冰上龙舟是在东北常见的“冰车、冰爬犁”的基础上加
工改造而成，冰上龙舟大赛是传统水上龙舟运动的创新和延
伸，保留了传统龙舟运动的技巧性和竞技性，打破了龙舟运
动的季节性和局限性，充满了速度与激情。

图为比赛现场。 赵秀波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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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澳门1月3日电（记者苏宁） 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拱北
边检站近日数据显示，我国出入境客流量第一大口岸——拱
北口岸2018年客流总数高达1.34亿人次，同比增长约5%，第
七年位居全国首位。

位于广东省珠海市的拱北口岸，是连接内地与澳门的
主要通道，经拱北口岸旅客仅需步行约 10 分钟就能到达澳
门关闸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是旅客前往澳门的首
选，口岸日均客流量达到 36 万人次，高峰期日客流量最高
达 46 万人次。

拱北边检站负责人表示，拱北口岸联检大楼1999年启用
时原设计日通关流量只有15万人次，客流量的高速增长，倒
逼边检和口岸部门出台更多措施来提高通关效率和改善通关
环境。

近年来，拱北边检站陆续启用了生物信息采集仪、智能
人像识别系统等一系列智能设备，着力打造信息化、智能化
边检。他们还将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科技手段，不断
提高口岸通关效率，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严密口岸管控，
让旅客通关更方便快捷，通关体验更舒适。

拱北口岸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3亿拱北口岸年出入境客流首次突破1.3亿

“掷地有声，令人振奋！”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 月 2 日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
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连日引发两
岸、港澳舆论热议和高度评价，认为讲
话列出了和平统一的路线图，为下一步
两岸关系前行指明了方向。海内外中华
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
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蓝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朱卫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博大
精深、高屋建瓴，细致地列出了和平统
一的路线图，提出了和平统一的系统理
论，为下一步两岸关系指明了方向。

“这一讲话是在中国和平统一进程经过
70 年的发展之后，站到新的历史起点
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新征程的
大背景下，吹响了和平统一的号角。”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对本报记者
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不仅宣示祖国
统一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
要求，而且全面阐述新时代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清晰描绘了和
平统一的方略和蓝图，让我们对实现祖
国和平统一更有信心。

“总书记的讲话掷地有声、振奋人
心！”参加纪念会的台盟中央原副主席

吴国祯表示，《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年后，我们有了更多的社会和物质基础
去推进祖国统一。希望台湾各党派、各
界人士，为解决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
歧共同努力。

“和平统一不但有了目标，而且有
了实现路径，我听了真的非常感动。”
北京台商黄紫玉对本报记者说，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提到的设想、倡议
等能够尽快得到落实，两岸进一步走向
彼此融合和心灵契合，共同推进国家和
平统一进程。

大势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对如
何解决台湾问题做了非常完整的论述。
如果两岸不统一，台湾是没有未来的。
中国梦不应该缺少台湾这一块，台湾不
能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缺席。

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要讲话中展现了维护中国主权领
土完整的意志与信心，“祖国必须统
一”是意志，“必然统一”是规律。希
望两岸基于一家人的同胞情，平等协
商，共议统一，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
拖下去。

台湾中华民族致公党主席陈柏光对
记者说，两岸分久必合，这是历史规
律，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历史定
论。“我们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上，坚

定支持一个中国的理念，愿意共同推动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工作。”

台湾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
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阐明台湾问题的产生是因民族的弱
乱，必将随着民族的复兴而终结，讲明
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
中国的历史与法理事实。讲话激励了岛
内统派团体，我们相信新时代必然会涌
现出更多的各界人士和青年人参与推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祖国统一的伟
大事业。

台湾“国政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
员谢志传表示，此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倡议两岸开展民主协商，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是前所未
有的新亮点。讲话对“台独”表明绝不
容忍的态度，同时释出大陆与台湾共同
发展的愿景，尤其是寄希望于台湾年轻
人能在未来两岸关系发展中扮演角色。

来自台湾的刘丁己目前在澳门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担任教授。他说，讲话让
他感觉务实且温暖。“两岸相互了解、相
互体谅、相互尊重，加强诚心诚意的交流
是必须的。”刘丁己说，两岸存在差异是
无可否认的事实，正因为有差异，更要多
对话、多合作，才能迈向双赢。

强音

3 日，台湾主流报纸对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纷纷给予大篇幅报道。台湾

《旺报》 评论道，40 年前的 《告台湾同
胞书》 是一份充满温情的对台文告，标
志着大陆对台政策从致力武力统一到谋
求和平统一的方向性转变。40年沧海桑
田，大陆发展日新月异，两岸交流从融
化坚冰到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
的重要讲话庄严宣布，祖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这是新的历史里程碑。对
于两岸青年来说，这是新的时代机遇，
两岸青年大有可为，应勇于承担，发出
自己的声音。

台湾 《联合报》 刊文指出，习近平
过去谈话重点在“反独”，这次重心则
在“促统”。过去讲话大多提到经济、
社会、文化的融合，这次亮点却在两岸
民主协商，显示日后将从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全方位主动推动两岸和平
统一。

台湾 《中国时报》 评论说，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已将解决台湾问题的时
程加快提速。这项纲领性讲话不仅是针
对两岸社会，也是针对国际社会的一项
宣示，无疑是中共对台政策的“最强
音”，显示中共对台工作已从以“反
独”为主、“促统”为辅的作法，转趋
积极“促统”与严厉“反独”并重。其
中对探索“两制”台湾方案的提出，正
是将和平统一进程明确提上对台工作时
间表，相关政策的论述与倡议作法更值
得关注。

两岸暨港澳舆论高度评价习近平重要讲话

共担民族大义 共促祖国统一
本报记者 王 平 张 盼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 《告台湾同胞
书》，如一股暖风吹过海峡，吹皱了郁结的乡愁，吹融
了坚硬的寒冰，吹开了两岸关系发展史的新页。当
年，在广播里听到、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封彰显民族
大义、饱含骨肉大爱的“家书”，多少两岸同胞湿了眼
眶又笑逐颜开。40年过去，两岸亲历者重温 《告台湾
同胞书》，抚今追昔，无不感慨满怀。

深情回忆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报春燕，传来“海峡
解冻”的消息。大陆方面郑重宣布了争取祖国和平统
一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主张，发出了欢迎台胞来大陆探
亲访友、旅游参观、经济交流的真诚邀约，随即在两
岸尤其台湾岛内产生热烈反响。

“当时，我和爱人在香港。看到 《告台湾同胞书》
后，他问我要不要回大陆，我说你回我就回！”台湾电
影从业者张金凤回忆当年事难掩激动之情，直言这份
文告拨动了他们“回家”的心弦。冲破重重阻力，张
金凤和丈夫谢雨辰，携 3 个年幼子女，于 1984 年来到
北京安家，一晃已35年过去。

林江，台湾爱国先烈翁泽生之子，1978 年调到福
建省台办工作。如今已年过九旬的林老回忆说，两
岸隔绝对峙期间，亲人咫尺天涯，杳无音信，饱尝
思乡愁苦。《告台湾同胞书》 的发表，让两岸看到了
希望。

1979年4月，《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后不久，现任
台湾 《观察》 杂志发行人兼总编辑的纪欣，第一次踏
上祖国大陆。那年她 26岁，从洛杉矶飞到纽约，再转
赴日内瓦，又经停加尔各答才到了北京。“虽然一路

辛苦，但心里很激动，在大陆两周，纪欣访问了北
京、上海、福建等地。虽然当时大陆还比较落后，但
她许下一个心愿，企盼有生之年看到祖国强盛、两岸
统一。

见证发展

40 载寒来暑往，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由浅入深，由单向到双向，热潮不断，波澜壮阔。许
多亲历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的两岸人士，正是受到
这份文告感召而投身两岸交流事业的。

40 年前，台商黄紫玉在香港经商。《告台湾同胞
书》 发表后，她决定投入两岸贸易，扮演桥梁角色。
黄紫玉不顾台当局警告，冲破束缚，成为大陆改革开
放后第一批回大陆的台商。她不仅投资大陆，还成立
社团助推两岸交流，热心公益慈善事业……

《告台湾同胞书》 首倡两岸“三通”议题。2008
年，经过两岸同胞 30年的苦苦等待，直接“三通”终
成现实。而投下第一封直邮家书的正是出生在台湾、
现居北京的全国台联原副会长郑坚。1949 年两岸隔绝
后，郑家离分两岸，书信断绝。“卿妹啊，今天终于迎
来了两岸‘三通’，特发去直接通邮的纪念封，提前向
你们拜年……”郑坚在信中带泪写道。

台盟中央原副主席吴国祯生于台湾，1977 年毅然
回到祖国大陆工作。1993 年，他时隔多年重回台湾。
吴国祯回忆说，当时台湾教师的薪水和研究经费是大
陆教师的 10 倍，台湾地区 GDP 相当于大陆的近四成。
而现在，两岸教师薪资水平相当，大陆许多教师研究
经费更高，台湾地区 GDP则只有大陆的约 4%。“当年
想不到的事情，现在都发生了。祖国大陆飞速发展进

步，未来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吴国祯说，“相比以
往，我们有了更多的物质和社会基础去推动两岸关系
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催人奋进

在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饱含深情、
催人奋进，让台胞们温暖在心，更备受鼓舞。

老台胞郑坚和儿子徐波 2 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会。郑坚说：“现场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深受感动。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政
策主张符合两岸民意期待，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祖国
和平统一前景越来越明朗！”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深受震动，他的论述高屋建
瓴，内涵丰富而深刻，值得好好研读、深入思考。”黄
紫玉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让她更加坚信“祖国必
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张金凤说，习总书记的讲话讲到台湾同胞的心坎
里了，让人心里暖暖的。张金凤的大女儿是音乐经纪
人、儿子是摄影指导、小女儿是服装设计师，现在都
扎根在大陆。“我想用亲身经历告诉台湾同胞，尽管放
心地来这边发展吧。”

林江说，父亲曾把名字改为翁振华，以明振兴中
华之志。“台湾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
要把爱国传统一代代传下去。现在我女儿也在从事对
台工作。我对祖国和平统一充满信心。”他说。

92岁的郑坚老人动情地许下心愿：“在有生之年，
能听到祖国统一的好消息。”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民族有大义 “家书”有大爱
——两岸亲历者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新华社记者

本报北京1月3日电（记者任成琦、柴逸扉） 由海峡两岸
关系研究中心主办的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学术
研讨会3日在北京举行。有关对台工作机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
近100人参加。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在研讨会上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2日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我们立足新
时代、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
张，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
件。习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丰富、思
想深邃，贯穿着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
维，对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心，继续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产
生深远影响。

刘结一表示，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
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国对台工作系统将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深
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往开来，锐意进
取，奋发有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希望对台研究界和专家学者全面准确理解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极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全国合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王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
院院长李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严安林、中国社
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杨明杰、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仇开明等 5 位学者作了发言，回顾总结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以来对台工作和两岸
关系发展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交流了对习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理解体会。他们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讲话中提出的重大政策主张，开展深入
研究，力争破解重点、难点问题，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
出新的贡献。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
学 术 研 讨 会 在 京 举 行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在
闽江学院等高校试点“第二课
堂”服务，为学生定制涵盖思
想政治素养、公益志愿服务、
社 会 实 践 能 力 、 创 新 创 业 能
力、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的课
程和活动，并以学分的形式记
入“第二课堂成绩单”，真实记
录 学 生 成 长 ， 为 学 生 选 择 就
业、用人单位招聘提供参考。

图为 1月 3日，在福州闽江
学院“第二课堂”数字馆，大
一学生郭津婷 （前） 通过人脸
识别系统查询“第二课堂”成
绩单。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近年来，河北省景县在中小学开设机器人课程，鼓励学
生参与设计制作，激发学生探寻科学奥秘的兴趣。

图为1月3日，景县安陵镇前村小学学生在操作自己组装
的智能巡线小车。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高校“第二课堂”
受欢迎

大庆举办首届冰上龙舟邀请赛大庆举办首届冰上龙舟邀请赛

机器人课程激发学生创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