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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高票表决通过 《反分裂国家法》。15 年来，正
是 《反分裂国家法》 的有效实施和坚实保障，
确保两岸关系由15年前的汹涌波涛逐步演变到
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在2008年后走上和平发展
道路。两岸关系发展的历程证明，《反分裂国家
法》 的通过及其实施，既有效捍卫国家主权与
领土完整，又维护与促进了台海地区和平稳
定，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是维
护两岸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有效法律武器与坚
实法律保障。

一、《反分裂国家法》 强力震慑了“台独”
势力，有力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维护了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不妨把历史的
时钟回拨到2004年，回看当时的两岸关系。时
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及其民进党当局，不
仅持续蓄意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而且
在台湾岛内大肆推行“公投”“制宪”的极端

“台独”活动，严重挑衅大陆对台政策底线，挑
起两岸关系高度紧张与对抗，台海上空一度乌
云密布，两岸关系进入了被称之为“高度危险
期”的时段。正是“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
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
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全国人大根
据宪法，及时制定、通过与颁布了 《反分裂国
家法》，给予企图寻求台湾“法理独立”的陈水
扁与民进党当局以当头棒喝，陈水扁当局不得
不公开承认“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台
独”分裂势力的活动被迫有所收敛，台海地区

局势趋于稳定。也正是因为如此，基于共同维
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与确保台湾民众安全利益
需要，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台湾政党领导人相
继登陆，与大陆方面达成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的共识，推动两岸关系走向缓和。台湾政治
局势随之发生历史性转折，开启了 2008 年 5月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好局面。

二、《反分裂国家法》 推动两岸实现全面
“三通”与两岸开启全面交流新局面，促进与保
障台湾民众获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红利”。

《反分裂国家法》第六条明确提出：国家采取措
施“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岸关
系”，主要包括五方面举措：一是“鼓励和推动
两岸人员往来，增进了解，增强互信”；二是

“鼓励和推动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直接通邮通
航通商，密切两岸经济关系，互利互惠”；三是

“鼓励和推动两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
育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四是

“鼓励和推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五是“鼓励和
推动有利于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两
岸关系的其他活动”。正是在《反分裂国家法》这
一条款的有力规范与积极推动下，2008年5月马
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双方在“九二
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走上和
平发展的轨道，不仅海协会与海基会重启协商、
签署 23 项协议，国台办与陆委会建立了联系沟
通机制与“两岸热线”，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于2008年正式展开，两岸关系开启了大交流、大
合作、大发展时代，而且两岸领导人于2015年11

月 7 日实现了历史性会晤。同时，《反分裂国家
法》也明确提出“国家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
和利益”，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
好处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充分享有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包括近年来大陆陆续
推出的“31条”“26条”与助力台企“11条”等推进
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三、《反分裂国家法》依然是当今和未来确
保两岸和平稳定与两岸民众福祉的有效法律武
器。随着 2014 年反服贸的“太阳花学运”与
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台，台湾政治局势与两岸
关系都出现若干新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对华政
策由“接触”转向“遏制”，美国台海政策开始
加大打“台湾牌”的频度与力度，“台独”分裂
势力蠢蠢欲动，不断推进“去中国化”“两岸脱
钩化”，尤其是利用 2020 年初突然暴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大肆推行“亲美抗陆”政策，“以疫
谋独”，严重恶化两岸关系，包括民进党当局在

“维持现状”幌子下，企图通过“修宪”进一步
推动“台湾国家化”运动，以塑造“台湾民族
主义”意识。民进党当局推进“渐进台独”、寻
机谋求“法理台独”的冒险行为，严重冲击台
海和平稳定，威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景与两
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安全与福祉。当然，
这就更加凸显了坚持和实施 《反分裂国家法》
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相信 《反分裂国家法》 这
一法律武器，一定能够为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
民众安全和利益继续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上
海市台湾研究会会长）

“小明”，陆配夫妻未成年子女总称，即使
长年在台湾读书生活、缴健保费，因为没领台
湾的身份证，从 1月 25日起至今仍被禁止回台
湾与父母团聚。民进党当局挂在嘴上的防疫需
求、台湾防疫成绩第一名、自由人权民主等面
对小明时都成了空话和笑话。禁止小明回家，
成为台湾最丑陋的风景。

如果说不让小明们回台湾是防疫需求，一位
小明的妈妈曾说，我的孩子春节期间一直和我在
一起，到了机场，我能入境，孩子不行；如果是防
疫需求，怕我们成为“破口”，那么，我不是“破
口”，孩子就是“破口”？如果说情势紧急政策只能
一刀切，这把刀非要切在母子之间？

生生拆散母子，何其残忍！可这冷酷的一
幕就在台湾桃园机场上演。从大陆过春节回来
的母亲带着一子一女，因为儿子没有身份证不
能入境，父亲在台湾家中得知后四处奔走，母
子三人在机场等了一天一夜，最后无奈又飞回
了大陆。据说这个儿子就是小明的原型。也有
人说一对母女从陕西回来，在机场等了一天，
母亲不可能扔下女儿自己入境回家，又原路飞
回去，这个女儿才是小明。

陷入如此囧境的小明当然不止一个，总数
大概五六百位，说多实在不能算多，台湾自称
是防疫模范生、世界第一，到全世界去宣传

“Taiwan can help”，却容不下这几百个孩子，
怎么还有脸自夸？小明们说少也不算少，几百
位小明就牵扯几百个家庭，他们分隔两岸，小

明见不到家人，通过网络上课，看不清黑板，
还被同学歧视：“你得武汉肺炎了吗？”孩子何
其无辜！

小明们已被台湾拒之门外近 5 个月，台湾
防疫指挥官陈时中已经被前呼后拥着去“防疫
旅游”，三不五时炫耀台湾“加零”，小明是防
疫“破口”早就沦为借口和谎言！但小明还是
不准入台，这就不是政策缺陷，而是大人无德
了。早在 2 月 11 日，曾传出小明们可以回台，
有关官员在解释回台政策时用“小明”举例，
才有了“小明”这个集体的名字。但这个政策
在疫情记者会上被防疫指挥官当众拒绝，并说
了那句冷血和仇恨的“选择了国籍就要承担”。
孩子没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身份，他们的父母娶
嫁了什么人、到什么地方过年在指挥官眼里是
有差别的。果然，3 月份欧美疫情暴发，台湾
境外移入病例急增，在美国发了烧的、确诊
的，无论老小照样上飞机回了台湾。指挥官
说：“怎么忍心抛弃他们？”与小明相比，这种
天壤之别不是歧视小明是什么？而歧视是台湾
所标榜的民主的硬伤。陈指挥官没有一丝反省
吗？没有一点对小明们的良心不安吗？

他可以不用反省和不安，因为民进党当局
就是这个调调，大陆是敌人，和大陆沾亲带故
的也不是自己人，谁丧尽天良地对他们凶狠谁
就升官升得快。当一名儿科医生终于不再沉
默，近日在网络发文指禁止小明入台违反“儿
童福利法”时，她还得提前“消毒”：“请别再

冠人‘卖台舔中’的大帽子”。结果，封杀小明
的陈指挥官瞬间凶手扮作被害者，对此回应说
自己身上挂满箭靶，欢迎大家来射。

问东答西，指南打北，顺境要“顺时中”，
被质疑就耍悲情，政客一向如此，出身医者的
防疫指挥官权术段位高超，真是击穿了仁心。
如果您身上有箭靶，与家庭分离的小明们的伤
口又是谁射的？不能回台毕业延续下一步深造
和工作的陆生的伤又是谁砍的？

请问陈指挥官，世卫组织正式命名新病毒
后，您仍然口口声声“武汉病毒”，这不是散播
歧视是什么？台湾至 6月 6日境外移入病例 388
例，台胞仍在两岸往来，但无一例来自大陆，
小明们仍不能回台湾，这不是仇恨是什么？台
湾如今已经全面“解禁”，大型活动都可以举办
了，陆生们还不能回台返校，这不是刁难是什
么？目前台湾未被任何国家和地区纳入解禁名
单，指挥官回应说是“政治因素”，可是，你在
防疫期间的以上所为不是政治因素又是什么？
防疫官员歧视、仇恨、刁难，操弄政治，给台
湾带来的绝不是荣光，而是耻辱。口称“武汉
肺炎”，羞辱的不是武汉，是“民主进步”！

禁止小明返台，是指挥官的官威，也是台
湾最丑陋的风景！

《反分裂国家法》是维护和促进台海和平发展的坚实法律保障
严安林

《反分裂国家法》是维护和促进台海和平发展的坚实法律保障
严安林

禁止“小明”入台 台湾最丑的风景
邰文欣

日 月 谈

澳门爱国爱澳青年社团日前举办支持涉港国安立法巴士巡游活动。图为成员在活动中。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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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6月 8日电 香港
中联办 8 日下午召开了第二场听取
涉港国安立法意见座谈会，22位港
区省级政协委员参加。香港中联办
副主任谭铁牛出席座谈会，听取有
关意见建议。

参会的港区省级政协委员一致
表示，坚定支持全国人大关于涉港

国安立法的决定，并就立法工作提
出了建设性意见。香港中联办会将
意见建议转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部门。

6月6日，香港中联办召开了第
一场听取涉港国安立法意见座谈
会，21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
政协委员参加。

听取涉港国安立法意见

香港中联办召开第二场座谈会

本报香港6月 8日电 （记者陈
然）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
波8日表示，符合资格的香港永久性
居民 21 日起可登记申请领取 1 万港
元，最快可于7月8日收到该笔款项。

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宣布，将向18
岁及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
1万港元，一方面鼓励及带动本地消
费，另一方面纾缓市民的经济压力。

在当日召开的记者会上，陈茂波
表示，此项措施预计可惠及约700万
人，涉及约710亿港元开支。申领款项
的登记时间截至2021年12月31日。

陈茂波介绍，特区政府已与 21
家银行签署协议。市民可通过银行
登记、网上电子登记或书面登记等
方式申领款项。对于 6 月底登记的
市民，特区政府会于 7月 8日起将 1
万港元存入申请人的银行账户。从
7 月开始进行电子登记的市民会在
一星期内收到款项。

2 月 26 日，陈茂波在特区立法
会发表了 2020/2021 财政年度特区
政府财政预算案，决定推出超过
1200 亿港元的大规模逆周期措施，
其中包括此项约710亿港元的开支。

香港永久性居民21日起可申领1万港元

新华社香港6月8日电（记者刘明洋、周文
其） 香港特区政府8日下午举办香港基本法颁布
三十周年网上研讨会。与会嘉宾一致认为，要认
识香港基本法，必须要认识“一国两制”的初心和
国家宪法。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
繁荣稳定是实施“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他们
认为，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立法相关决定，是
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一个里程碑。“一国两制”是香
港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国家安全底线愈牢，

“一国两制”的空间愈大。
由于疫情的关系，研讨会通过网上及电视

直播形式进行，以便让更多香港市民可以观
看，亦可随时在网上重温研讨会内容，加深对
香港基本法的认识。网上研讨会由两部分组
成，分别为主题演讲和对谈环节。香港特区行
政长官林郑月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
任张晓明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分别就香港基本
法、“一国两制”和国家安全话题发表致辞或主
题演讲。

林郑月娥发表致辞时表示，要认识香港基
本法，必须回到“一国两制”的初心。当年邓
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其前提是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和
稳定。在认识香港基本法时，要同时认识国家
宪法，因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
宪制基础。她指出，全国人大最近通过有关决
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
相关法律，正是行使宪法赋予全国人大的职
责，其合宪、合法的基础不容置疑。

林郑月娥指出，有关立法是惩治极少数人
所进行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和活
动，从而保护绝大多数奉公守法的市民，使香
港在饱受一年暴力破坏后可以恢复为安全、稳
定的城市。国家安全立法后，香港可以在疫情
后重新出发，巩固和提升本地及海外投资者在
香港营商的信心。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配合中
央进行有关立法工作。她强调，尽管香港经历
了风风雨雨，“一国两制”仍然是最佳的制度保
障，让香港社会乘风破浪。通过涉港国家安全
法的制定和执行，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确保特区长期繁荣稳定。

张晓明发表演讲时表示，全国人大最近通
过香港国安立法有关决定，是香港回归以来中
央处理香港事务最重大的举措之一，是“一国
两制”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是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一个里程碑。张晓明指
出，回顾历史，回归初心，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不仅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
义，而且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他强
调，香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问题。其集中
体现是，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这个根本问
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对立。如果任由香港
局势在反对派和一些外部势力主导下发展下
去，不仅繁荣稳定难以为继，“一国两制”也可
能被他们毁于一旦。

张晓明指出，国家安全的底线愈牢，“一国
两制”的空间愈大。从经济领域看，可以预
见，相关法律出台后，香港社会将恢复安定，
营商环境、投资环境会改善。从自由人权保障
来说，除了极少数作奸犯科、与国家“死磕”
的人可能心有恐惧外，对于广大市民来说，立

法更多地意味着对他们的有力保护。归根结底，国家安全底线越清晰、屏
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荣，香港的优势越凸显，自由发挥空间越大，
社会创新活力越强，对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会越
来越大。他强调，坚信不论接下来香港再发生什么，也不论外面的人怎么
说、怎么做，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将依照法定程序顺利完成有关立法，并确
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地实施。有了这部法律，“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就装上了“杀毒软件”，必定会运行得更安全、更顺畅、更持久。

张勇在演讲中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的
过程中，将会按照国家宪法和立法法的要求，兼顾两种法律制度的差异，
确保有关法律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切实保障市民合法权益。他指出，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有两方面，一是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二
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和稳定。这两点缺一不可。起草香港基本法就是要把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制度化、法律化。因此，香港基本法所构建的香港
特区制度始终贯穿着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实行中央授权下的高度自治；二
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

在主题演讲结束后，网上研讨会进行了对谈环节。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主持对话，她与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
司司长梁爱诗和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弘毅探讨了香港基本法的历史
和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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