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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球抗议活动频发，但美西
方媒体在对全球暴力事件的报道中，缺
少平衡、客观及批判性报道原则。瑞士

《新苏黎世报》近日刊发署名马蒂亚斯·穆
勒的文章认为，美西方媒体双重标准非
常突出。这篇名为 《美国媒体在涉香港
报道上的尴尬》 的文章，主要内容和观
点如下：

一、美西方媒体在涉港报道和对其
它国家报道呈明显两面性。

一是体现在报道数量上。fair.org 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 《纽约
时报》 进行的调查显示，上述两家媒体
对香港的报道数量、密集程度远高于对
同样动荡的智利、厄瓜多尔、海地等
地，尽管过去几周上述国家伤亡人数和
被逮捕者人数明显更多，事态也更加严

重。截至2019年11月22日，两家媒体共
刊发 737 篇涉港报道，36 篇涉智利报
道、28篇涉海地报道、12篇涉厄瓜多尔
报道。报道的绝对数量某种程度上暗示
了其扭曲程度。

二是体现在报道基调上。研究显
示，2019 年 10 月份香港暴力升级以来，
CNN和《纽约时报》仍坚持以“民主抗
议者”称呼上街示威的人，但对智利和
厄瓜多尔的示威者则称为“暴乱分子”、

“纵火者”、“匪徒”。两个人做同一件
事，报道却不是一回事。

二、以《纽约时报》和CNN为首的
西方知名媒体在涉港报道上高度扭曲、
偏离事实。

在上述两知名媒体高度片面关注香
港警方“暴力镇压”时，被暴力示威者

打死的 70岁老人在两家媒体看来却是不
值一提的小事。暴力示威者用弓箭袭警
一事在 《纽约时报》 的报道中被轻描淡
写成“警察被箭头所伤，原因是示威者
试图反抗暴力镇压的警方”。据fair.org调
查显示，CNN的报道画面中出现的示威
者自制的炸弹与 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恐
袭事件中造成大量人员死伤的炸弹威力
相当，甚至更大。但CNN对这些无节制
使用暴力的证据视而不见，依然将其美
化为“民主抗议人士”，严重偏离事实。

三、号称“客观独立”的美媒实则
严重“政治化”。

美媒对于有无外国实力介入香港局
势的报道显示了涉港报道被毒化。对美
国保持理智的西方外交官普遍认为，从
美国过去在智利、伊拉克、尼加拉瓜及

其他地区的动作看，此次美国极有可能
插手了香港局势。但如果与美国记者探
讨这一点，他们会坚决否认。因为美国
支持厄瓜多尔政府，厄的暴乱在他们看
来就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恶意干预的
结果。美国的盟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四、知名美媒双标报道的原因或许
仅仅因为他们与香港暴力示威者有共同
的“敌人”，即崛起中的中国。所以为
香港暴力分子辩护已写入美国媒体的基
因中。

五、目前美西方媒体的报道方式已
背离媒体使命。《纽约时报》 和 CNN 以
及其他西方媒体上述此类双标的报道只
会帮倒忙，媒体原本的使命应该是与各
方保持距离、批判性地报道，指出真正
的问题，而不是现在这样。

美国媒体在涉香港报道上的尴尬

本报泉州1月5日电 （记者刘晓宇） 从 1 月 1 日开始，
《泉州市晋江洛阳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意
味着福建晋江向金门供水水源地获立法保护。

该条例共五章 31条，规定晋江、洛阳江流域水环境保
护实行河 （湖） 长制，设立“区域河长、流域河长、区域
河长办、流域河长办、河道专管员”五层管理架构。

2018 年 8月 5日，福建晋江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
两岸 23 年来“共饮一江水”的愿景成真。通水一年多来，
向金门供水量逐渐增长，从刚开始的日供水 0.97 万吨，到
现在的日供水1.07万吨，供水总量超过520万吨。

福建向金门供水水源地获立法保护福建向金门供水水源地获立法保护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
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就国家统一问题发表了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讲话，提出五项重大政策主张，为今
后一个时期的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在
此，我就“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
践”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功能定位：“两制”台湾方案是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双方认可的统一方案

“两制”台湾方案作为实现国家统一关键性的政治
创新工程，需要两岸双方长期艰苦的努力。“两制”台
湾方案在功能定位上至少包含两大意涵：

首先，“一国两制”绝非权宜之计。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
统一的最佳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把“坚持

‘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
定》强调，“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
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外界没有任
何理由去怀疑大陆方面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决
心、意志、诚意及其所展现出的战略自信与战略定力。

其次，未来的“两制”方案一定能够充分体现出两
岸中国人的智慧与创新。“一国两制”是古今中外从未
有过的伟大创举，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过程中应与
时俱进，大胆创新，借鉴世界上一切有用的理论，借鉴
其他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有益经验。但创新绝不能背
离“一国”和统一的目标，应始终牢牢把握“两岸同属
一国”这一两岸关系的根本属性。笔者深信，“两制”
台湾方案必定是两岸中国人思想解放的结晶，既符合中
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也符合当今的两岸现实，真正做
到管用、可行、有效。

二、框架内容：“两制”方案的“四
梁八柱”和丰富内涵需要不断充实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对“两制”台湾方案的表
述，内涵丰富、方向清晰、务实可行，充分考虑和回应
了台湾同胞的需求和关切，实际上搭建了“两制”台湾
方案的“四梁八柱”框架，值得台湾方面认真思考做出
积极回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
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
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
益和感情”；并首次提出，“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
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

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这一合情合理的
重大政治主张对统一后的“两制”台湾方案等制度性安
排提出了更具发展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论述，体现了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体现了尊重、照顾、包容差异
的务实精神，不仅给台湾方面解疑释惑、吃了定心丸，
也为探索“两制”方案指明了努力方向。

构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国家统一工程，需
要两岸各界在实践中去共同创造、共同维护、共同完
善。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统一
后的“两制”台湾方案将会有巨大的弹性空间，通过平
等协商，共议统一，两岸一定能够共同创造出双方都能
接受认可的“一国两制台湾模式”。

三、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妥善处理
“一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

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实践进程中，两岸双方始
终要正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在正确
的轨道上逐步达成和平统一的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
岸关系的政治基础”，“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
不是分裂的借口”。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也强调，
必须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
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贯穿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
统一，“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互为
补充的。“一国两制”的核心是一个中国，坚持和维护
一中原则具有强制性特点，也是实现“两制”的基础。

“两制”应服从和服务于“一国”这一大原则。在“一
国”前提下，“两制”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
掉谁；既要和平共处，又要相互促进。“一国”前提下
的“两制”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包容性，
应通过两岸商谈予以丰富完善。正确把握和处理“一
国”与“两制”的辩证关系，反映了“一国两制”的精
髓，也是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四、积极创造条件：推动两岸就和平
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决定》 均提出了推动两岸就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
的目标任务。从战略和长远的高度看，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制度化进程，已成为两岸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
题。制度性安排这一概念宽泛抽象，充分考虑到未来的
制度性安排一定是两岸双方共同接受的安排，至于名
称、内容等需要双方通过协商谈判才能达成。

个人认为，其一，两岸和平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可以

不拘形式。这种安排既可以是双方就两岸关系发展某个
具体领域达成的协议、共识、机制和平台，也可以是一
揽子解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目标、原则、路径、进程等
战略性规划的制度性安排。其二，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化
的关键是，双方要在政治关系上达成合情合理的制度化
安排。为此，两岸首先必须对“两岸同属一中”这一两
岸关系本质属性的法律定位，有共同的认知和明确的规
范，实现“两岸同属一中”法律化，从而为建构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总框架奠定坚实的法理基础。其三，两岸推进和平
发展制度化安排的重要内容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双方早
日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行战略
规划。其四，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制度化安排，需要不断
积极营造环境条件，全力培养和增进两岸的战略互信。

五、实践路径：努力培养增进双方战
略互信，推动两岸政治对话协商进程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不仅需要情怀和智慧，更
需要找准务实可行的实践路径。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两制”台湾方案的达成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博弈的
渐进过程。其终局安排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双方平
等协商的结果。在探索“两制”台湾方案这一核心政治
问题、法律问题时，两岸专家学者的探讨应扮演着不可
或缺的辅助促进角色。个人以为，在时与势都站在大
陆、站在统一这一边的大趋势下，两岸越早开启对话协
商“两制”方案，对台湾越有利，也越有助于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其次，必须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努力培养两岸战
略互信，增进台湾方面的政治意愿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
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
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
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2019
年大陆与台湾各界代表性人士围绕“两岸关系与民族复
兴”主题深入交换意见，开展对话协商，达成多项积极
共识。下一步如何推动台湾方面对“九二共识”、“一中
原则”有清晰共同的认知，彼此相向而行，共同探讨

“两制”台湾方案，考验两岸双方的智慧、决断和耐心。
总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建立在祖国大陆

对国家利益的深刻认识和对民族复兴战略全局深刻把握
基础上的对台大政方针。作为一个构想、理论、模式和
方案，它是一个开放包容、需要两岸共同丰富完善的鲜
活思想，来源于实践，也必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我深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战
略远见和创新思维在未来探讨“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
中必将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推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积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不断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朱卫东

1月 3日，香
港举办“本地渔
农 美 食 嘉 年
华”，展出本地
精准农业成果。
香港本地鱼商携
优质产品参展，
吸引众多市民前
来选购。图为鱼
摊商贩向顾客推
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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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任成琦、金
晨）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 2020年
第 1 期 《两岸关系》 杂志发表题为 《风鹏正
举，共谱华章》 的新年贺词，代表海协会向
台湾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

张志军指出，一年来，对台工作战线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
书》 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
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积极推动两岸民主协商，广泛听
取台湾各界意见，围绕实现和平统一、共同
致力民族复兴达成多项共识；率先同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继续出台系列惠台利
民政策措施，着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扩大
两岸交流合作，密切两岸同胞感情，促进两
岸同胞心灵契合。

张志军说，过去一年，海协会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主动宣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大陆
对台方针政策，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汇聚民
意。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
二共识”，反击各种“台独”言行，坚决维护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我们践行

“两岸一家亲”理念，积极维护两岸同胞合法
权益，妥善处理各类涉台突发事件和急难救
助事项，把为两岸同胞排忧解难、提供协助
的工作做实做细；我们加强与岛内有关团体
和人士的联系，举办多种形式交流活动，为
台湾同胞了解大陆、增进认同贡献绵薄之力。

他指出，新的一年，对两岸关系而言，
风险挑战依然存在，险滩暗礁不可避免，但江河滚滚向
东、民族意志永远向前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我们将更广
泛地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同行，共同努力奋斗，共担民
族大义，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
程作出新贡献。

本报北京1月 5日电 （记者任成琦、金
晨）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
在 2020 年第 1 期 《两岸关系》 杂志发表题为

《携手同心 砥砺前行》 的新年贺词，向台湾
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诚挚问候。

刘结一说，2019 年是对台工作具有极其
重要意义的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
同胞书》 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为新时代对台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
指南。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新时代坚持
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的目标任务。一年来，我们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
署，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
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为台
湾同胞排忧解难、谋利造福，推动两岸关系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的方向迈进。

刘结一表示，这一年，我们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
展，着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
事；围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造福两岸同胞
的主题，与台胞共商共议，携手推动两岸关
系发展。两岸同胞共克时艰，民间交流交往
保持热络，同胞利益纽带更加紧密。两岸交
流合作、同胞携手前行的大潮滚滚向前，极
少数人企图逆潮流而动、逆民心而为，是决
不能得逞的。

刘结一说，在欢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华
诞之际，数百名台湾同胞受邀来京观礼，参
加系列庆祝活动，共同感受国家繁荣、民族
复兴的尊严自豪，共享祖国强盛荣光，也更深刻体会到：
两岸关系好，广大台湾同胞才会好、台湾才有前途。

刘结一指出，2020年是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时代征程
中的重要节点。两岸关系进入新的一年，走上和平发展道
路，广大台湾同胞就能充分享受“红利”福祉。反之，如
果极少数人继续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和敌意，广大台湾同
胞的利益福祉就会严重受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美好前
景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需要广大台湾同胞正确把握。
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我们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不懈努力。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把握机遇，与我们共
同书写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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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世界龙狮日澳门站近日在友谊广场举行，
精彩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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