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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纪念台湾
光复 75 周年学术研讨会 22 日在北京举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汪洋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
述，牢记历史、鉴往知来，弘扬伟大的民
族精神，激励两岸同胞团结一致，共担民
族大义，共促祖国统一，共圆民族复兴伟
大梦想。
　　汪洋指出， 75 年前，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彻底洗刷了中华民
族百年屈辱，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永载史册的光辉篇章。台湾光复
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前仆后
继、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充分彰显
了台湾同胞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和真挚深
沉的爱国情怀，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两岸尚未
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
事实从未改变。
　　汪洋强调，“台独”分裂势力挟洋自
重，不断进行谋“独”挑衅，致使两岸关
系紧张动荡，是对为台湾光复而牺牲英烈
们的最大亵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是包
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
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及其分裂行 径，决不容许失而复得的神圣领土得而复

失。要携手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深
化两岸人文交流。要高度警惕民进党当
局“去中国化”图谋，大力宣传台湾同
胞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两岸民间交往
历史的研究，增进台湾同胞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厚植两岸同胞精
神纽带。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
瞻主持。两岸与会代表围绕“纪念台湾
光复、推进祖国统一”的主题进行研
讨。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
辉，台湾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等 12 位
代表发言。大家用铿锵有力的论述、铁
证如山的史实、饱含深情的话语，阐释
了台湾光复的重要历史与现实意义，揭
示了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一部
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表达了对当前台
海局势的担忧和对“台独”行径的愤
慨，展现了对宝岛台湾的真挚热爱和对
祖国统一的深切渴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
央主席万鄂湘出席研讨会。中央有关部
门、有关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
台湾省籍全国人大代表、涉台专家学
者、首都各界代表和台湾同胞共 100 余
人参加研讨会。

纪念台湾光复 75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汪洋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今年 10 月 25 日是台湾光复 75 周年纪念
日。连日来，海峡两岸举办学术研讨会、视频连
线座谈会、历史图片展等一系列活动，纪念台湾
摆脱日本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的重大历史
时刻。以史为鉴，可知兴亡。台湾光复是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取得的重要
成果。我们今天隆重纪念台湾光复，缅怀先烈历
史功绩，回顾共御外侮的英勇斗争，弘扬伟大的
抗战精神，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
有重要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劫难，日本强
占中国宝岛台湾是其中最为惨痛的一页，让饱
受战祸离乱之苦的中国人深知“覆巢无完卵，国
破家必亡”的道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年代，坚
强的中国人民从未屈服，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
不挠的英勇抗争。1895 年之后的整整 50 年里，
台湾岛上的抗日烽火从未熄灭，台湾同胞重做
“堂堂正正中国人”之心从未冷却，同日本殖民
统治当局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政治、军事、文化斗
争，更有数万爱国台胞跨海回到祖国大陆，投身
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中
国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彰显了台湾同胞
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永不分离的成员。

　　 75 年前，台湾光复、回归祖国之时，包括台
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都沉浸在喜悦欢腾
之中。全民族抗战胜利不仅赢得了民族解放，也
砸烂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枷锁，结束了台
湾人民“亡国奴”的悲惨历史。没有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没有台湾同胞长达半世
纪反抗殖民统治的英勇斗争，就没有台湾的光
复。历史充分证明，两岸同胞虽然隔着一道海
峡，但始终根脉相连、命运与共。历史深刻启示，
民族弱乱是两岸同胞之祸，民族强盛是两岸同
胞之福，民族复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所有
中国人生存、发展、幸福、尊严的可靠保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1943 年 12 月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
明确要求日本将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包括台湾
和澎湖列岛归还于中国。1945 年 7 月发布的

《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
施。1945 年 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郑
重宣告：“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
图。”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法律地位和事实得到
无可辩驳的确认。长期以来，民进党和“台独”势
力不断鼓吹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完全是对
历史的歪曲与背叛。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大肆篡
改历史教科书，强推“去中国化”，抹灭台湾先烈
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甚至有人对日本殖民统治与压迫百般粉饰、大唱赞
歌。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认，
是对两岸同胞巨大民族牺牲的严重亵渎。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不容置疑，更不容挑战。

台湾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神圣使命和共同责任。历史启
迪今天、昭示明天。我们重温两岸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集体记忆，从
中观照现实、展望未来，能够更深刻体认到，分裂是中华民族之害，“台独”

是两岸同胞之敌。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统则强、分必乱。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我们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一个
民族从来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因为我们的血脉里流动的都是中华民
族的血，我们的精神上坚守的都是中华民族的魂。“祖国中兴”曾是日据时
期台湾先贤先烈们的热切盼望，而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有能力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我们由衷
希望两岸同胞上好两岸命运与共的历史课，增强国家民族认同的向心力，
牢记先辈梦想，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创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
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光明前景。我们坚信，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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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记者查文
晔、陈键兴）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学术研
讨会 22日在京举行，两岸各界与会代表发
言时表示，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伟大胜利重要成果，彰显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两岸
同胞要铭记共御外侮的历史，弘扬伟大抗
战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携手实现民
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光明前景。
　　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指出，台盟中央与全国台联、中国社科院共
同举办纪念台湾光复 75周年学术研讨会，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回
顾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抗战
御侮、最终实现台湾光复的光辉历史，彰显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属
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展现全体中
华儿女共促祖国统一、共谋民族复兴的坚
定决心和磅礴力量。我们要铭记台湾同胞
抗日历史，深刻认识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
台湾光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成
果，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光荣，是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用生命和鲜血换
来的历史荣耀。两岸同胞要牢记台湾光复
历史，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化
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捍卫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衷心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时与势，认清利与
害，分辨真和伪，旗帜鲜明反对“台独”，追
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

指出，台湾光复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抗战、
以铮铮铁骨铸就的胜利成果。两岸同胞在抗
战中展现出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激励我们坚
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推进祖国完全
统一的强大精神动力。台湾光复的历史证
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是不容改变的事实，也是国际共识。解决台
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
女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广大台湾同胞应看清大势所趋、大义所在，
同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
同实现和平统一光明前景，共创两岸中国人
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对台工作
决策部署，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汇聚全体中
华儿女力量，锲而不舍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台湾问题必将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终结。
　　新党荣誉主席郁慕明表示，尽管台湾
曾被日本占据，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这是
没有疑问的。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衅大陆，鼓
吹“亲美抗中”能给台湾带来安定繁荣，这
样做是在制造战争风险，危害台湾人民。岛
内统派要不断壮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追求两岸和平，实现民族复兴，完成国家统
一，是大道、大业、大势。
　　全国台联会长黄志贤说，纪念台湾光
复 75 周年，既是为了牢记历史，弘扬台湾
同胞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为了激励两岸
同胞团结一心，共同维护胜利成果，坚决反
对“台独”分裂，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台湾统一联盟党主席纪欣说，台湾光
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付出重
大牺牲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胜利果实。日据
50 年间，台湾同胞“义不臣倭”，从武装抗
日到各种形式抗日运动从未间断，充分发
扬了爱乡爱国精神。两岸同胞命运休戚与
共，曾共赴国难，现在应认真思考台湾在民
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杨明杰
说，台湾光复展现了中华民族始终无法分
割、永远不能分离的血脉亲情，彰显了台湾
属于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与事
实基础。当前，尽管两岸关系受到外部势力
和“台独”分子干扰破坏，但他们终究阻挡
不住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潮流，改变不了
民族振兴、两岸统一的大势。
　　台湾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旗生表
示，台湾抗日先贤前仆后继，无论在岛内或
祖国大陆，都胸怀中华民族意识以及收复
台湾失土的决心，抛头颅洒热血。今日，“台
独”分子鼓吹日本殖民统治是“德政”，以
“台湾地位未定论”蛊惑民众，这种以扭曲
的历史观斩断两岸渊源脉络的恶劣做法，
是自绝于中华民族，是对抗战牺牲的中华
儿女最大的亵渎。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民说，1945
年台湾光复，中国永久恢复对整个台湾地
区行使主权和治权，恢复了台湾正常的法
律地位和法律身份。当前，“台独”分裂活动

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告诉世人
台湾的历史真相和面临的巨大现实危
险。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和平统一，才是台湾
民众利益最大化、中华民族利益最大化。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前主任王文隆
说，大陆与台湾曾同受日本压迫与侵夺。
若非抗战胜利，这场民族苦难将无终期。
当下台湾某些势力刻意忘却在台先民抗
日所流鲜血，淡化抹杀台湾光复意义，扭
曲历史，极力谋图“去中国化”，两岸同胞
应同声谴责。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说，台
湾光复的历史表明，“统则强、分必乱”是
客观历史规律，维护民族尊严是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理念，追求
国家一统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中华民族
的基因谱系。台湾与祖国大陆命运与共、
休戚相关，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两岸分开。
　　台湾青年代表王正说，从李登辉、陈
水扁到蔡英文，台湾课纲教材“台独化”
和“去中国化”令人触目惊心，充斥美化
日本殖民统治的媚日史观。面对民进党
和“台独”势力全面洗脑，我们要激浊扬
清、刮骨疗毒。心系民族统一和国家富强
的中华青年应奉献心力，投入反“独”促
统的民族事业。
　　台湾少数民族青年杨品骅回顾日本
帝国主义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杀戮、迫害，
批评“台独”势力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篡
改历史真相何其可耻。

两岸各界代表：

纪念台湾光复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记者朱超）针对有消息称美方已经批准
一份总价值 1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2日说，中
方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撤销有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
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 21日表示，美方已批准向
台湾出售三种武器系统的计划，总价值 18亿美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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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损害中美关
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清美售台武器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
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撤销有
关对台军售计划，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赵
立坚说，“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正当、必要反应。”

外 交 部 ：敦 促 美 方 停 止

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2 日电（记者梅世雄）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非
22 日就美售台武器答记者问。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
器，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台军售计划。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 10 月 21 日表示，美
国务院批准售台总额超过 1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谭克非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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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
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对此
坚决反对。
　　谭克非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攸关中方核心利
益。中方强烈敦促美方立即取消对台军售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慎重
处理涉台问题，以免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美方无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食言背信、执意妄为，中方必将予以坚
决回击。

国 防 部 ：坚 决 反 对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香港引发热烈反
响，极大提振了各界对未来的信心。作为
深圳发展历程中最密切的同行者，香港正
积极思考如何更好把握国家全面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时来易
失，赴机在速，香港不能等也等不起，必
须排除干扰，凝神聚力，充分发挥独特优
势，深度挖掘自身潜力，积极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扮演起重
要角色，不能让“历史性机遇”成为“历
史性遗憾”。

　　香港与深圳一河之隔，深圳经济特区建
设40 年，香港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
者也是贡献者。新时代改革开放，对深圳和
香港而言都是不可错失的重大历史机遇。中
央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
多自主权，一揽子推出 27 条改革举措和 40
条首批授权事项。从现实条件看，深圳许多
探索需要通过深港合作来实现。尤其是增强
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
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香

港完全可以发挥独特优势，助力深圳，也从
中获益。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也为启动升级版的深港合作带来新契
机。在大湾区框架下，深港合作迈入更深
化、多元、丰富的新里程。作为大湾区中心
城市和区域发展核心引擎，深港相加的经济
规模逾5 万亿元人民币，深港优势互补、合
作双赢具备坚实基础和优越条件。无论在人
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亚太理财和结算
中心方面探索突破，还是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应用和创新领域领先推进，香港
与深圳完全有实力联手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提供更大助力，成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交
接点、发力点。

　　香港国安法实施逾百日，社会正逐步重
回正轨。香港、澳门应与广东一起，抓住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
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降
低三地的市场准入门槛，拆除目前货物和服
务贸易的壁垒和障碍，促进人员、货物等各
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
平。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齐头并进，协同
发展，共建大湾区，定能创造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奇迹。

　　生活过得好不好，民众最有发言权。过
去几年，香港陷入“泛政治化”漩涡，错失
许多发展机遇，经济民生陷入低谷。香港社
会要有危机感，勇于变革一切不能适应现代
社会发展、不能满足民生所需的陈旧落后的
制度，形成支持、推动良性理性变革的主流
社会氛围，不断提升特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经过 40 年高速发展，深圳面临城市治理承
压明显、发展空间不足等诸多挑战，这也是
香港遇到的突出问题。香港与深圳可以互学
互鉴，共同探索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新路。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
之魂。“香港科研资源+内地产业资源”已
成为港深科技合作重要模式，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
等，共同形塑了港深科技合作的战略格局。

香港创科界要抢抓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机遇，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发挥创新源头、
人才驿站、合作桥梁和中介平台作用，加强
同内地科技合作，为建设国际一流的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贡献力量。

　　当前的历史机遇更属于青年一代。一段
时间以来，由于香港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等问题，香港青年也面临就业难、创业难、
置业难等痛点。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对香港

青年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的机会与可
能性，远多于香港一地，更胜于异国他
乡。香港青年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通晓
中西文化与“两文三语”，期待也相信会
有越来越多的香港青年才俊跨过深圳河、
闯出新天地，更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与国
际市场实现更高程度接轨。

　　当前，受“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
疫情双重影响，香港经济陷入困境，失
业率处于近年高位。愈是艰难时刻，愈
显出国家是最大靠山。日前公布的数据
显示，内地前三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
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内地将成
为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
体。香港在联通国际的同时，也应深刻
思考如何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
主动对接内地市场。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
者，机也。”香港没有理由不抓紧难得机
会，在新的角色和定位中获得蜕变。香港
全社会再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痛下决
心，彻底摆脱虚耗内斗的泥沼，团结奋
进，只争朝夕，心无旁骛投身建设发展，
才能走出当前困境，拓展崭新空间，恢复
往日光华，创造更大辉煌。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发挥香港独特优势 莫让机遇变遗憾

  ▲ 10 月 22 日，纪念台湾光复 75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高洁摄

　　（上接 1 版）冀中某驻训场，第 82集团
军“铁军旅”正如火如荼展开高强度实弹射
击训练。21 日晚，他们结合夜训内容，组织
官兵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回信精神。
铁军旅“飞夺泸定桥连”政治指导员宋超凡
表示，全连官兵将把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和先辈们“要桥不要命”的革命英雄主义精
神一代代传下去，以英雄传人的强劲势头，
努力提升军事素质，练就过硬打赢本领。

　　天山深处，正在进行检验性实弹射击
的新疆军区某团防空营四连，利用训练间
隙学习了习主席回信。“我连三班在抗美援
朝战争中曾创造出击落敌机 10 架的辉煌
战绩，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十颗红星炮班’
的荣誉称号。”连长武万斌说，在未来战场，
全连官兵绝不辜负血洒疆场的前辈，将发
扬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进的动
力，为推进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不懈奋斗。

　　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崇尚英雄才
能产生英雄，关爱英雄才能让更多人记住
英雄。“使英雄们享受到精心周到的医疗保
障，是我们医疗保健工作者对历史功臣的
最好回报，也是新时代人民军医的职责与
光荣。”解放军总医院第二医学中心心内科
医师周鑫说，“我们年轻军医更应在学习英
雄中成长，从英雄身上汲取干事创业的动
力，将英雄精神传承下去，更好地为实现强

军目标贡献力量。”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新时
代是成就英雄的时代。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要深入学习宣传志愿军的英雄事迹
和革命精神，传承弘扬他们身上所展现
的非凡品格和伟大精神，在新征程上创
造不凡业绩。
  （参与采写：曹舒昊、相甲奇、张立、
罗国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