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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变本加厉打“台湾牌”
的事实与真相
新华社记者石龙洪
美方近来频密炒作台湾问题，变本加
厉打“台湾牌”，不断冲击一个中国原则底
线。究其目的，不过是“极限施压”的故伎
重施，企图借制造台海紧张局势坐收渔
利。细看美方种种言行，
“以台制华”的算
计里充满谎言与欺骗。
其一，
奢谈“协防台湾”的所谓“承诺”。
当地时间 10 月 21 日，美国领导人被媒体
问及“若大陆攻击台湾，
美国是否会保卫台
湾”时，回答称美国“有此承诺”。之后白宫
发言人澄清：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10
月 31 日，
美国务卿布林肯接受媒体采访时
遭主持人反复追问美国是否“保卫台湾”，
布林肯反称美方会确保“台湾有能力 自
卫”
。
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葛来仪对媒体表
示，所谓“保卫台湾”的承诺“显然不是真
的”。台湾《中华日报》评论指出，美国从未
对出兵“协防台湾”与否作出清楚承诺，民
进党一再刻意释放假信息，分明是把台湾
安全当成儿戏。
其二，鼓吹“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
统”。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布林肯发表声
明称，
“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系
统”。同日，他在社交媒体上再度抛出这一
言论，声称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布林肯的言论遭到中国外交部、国台
办及中国驻美国使馆的坚决回击。中国驻
美国使馆发言人强调，台湾地区参与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
则处理；联合国是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政
府间国际组织；涉台问题是严肃的政治问
题，不是所谓的价值观问题，美方以此为
借口为台湾说项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出，50 年前，美国
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
国”，遭到挫败；今天，美国若还想要开历
史的倒车，注定将再次失败。
其三，妄称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大
会 2758 号决议。10 月 21 日，美国国务院
官员华自强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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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会议上妄称，中国“错误使用”联合国
大会 2758 号决议，将台湾排除在国际民
航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之外。
中方立即对这一言论作出严正回应。
国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指出，
联大 2758 号决议
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明确、彻底解决
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台湾不是一
个国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
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当然包括台湾。
北京联
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认为，
联合国
大会作出的决议，
其法律效力和地位不容置
疑，
美方一些人的错误在于无视历史和法理
事实，
否定联大 2758 号决议的权威性，
企图
翻案，
与国际社会大多数对抗。
其四，
美台军事勾连小动作不断。近一
段时间以来，
美方在售台武器、加强美台军
事联系等方面动作频频，
包括批准 7.5 亿美
元售台武器计划、美军机降落台湾、军舰频
频过航台湾海峡……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
英文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公开承认
“美国军人在台”，声称对美“协防台湾”有
信心。

绝不容许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

近来，
美方一些政客在台湾问题上“小
动作”不断，
“蚕食”一个中国原则，令中国
人民极为愤慨。比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
日表示美国有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承
诺，并称有很多国家将单方面动用武力破
坏现状视为对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
美方所作所为乃是两面三刀，
出尔反尔。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
双方早已把涉及台湾
问题的一个中国原则写得清清楚楚。
承认
“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也是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坚持的政策。
最
近，
中美元首通话时，
拜登总统表示美方从来
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
而今，
美方却言行不
一，
这不仅违背了其同中国建交时所作的政
治承诺，
而且也与拜登总统的表态相背而行。
众所周知，世界上有 180 个国家承认
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坚持一个
中国原则的格局坚如磐石，中国统一是不
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个中国原则牵涉中
国的核心利益，
在此核心问题上，
没有任何
讨价还价的余地。美方妄图在台湾问题上
做文章、
搞“突破”是打错了算盘。
到底是谁在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台
湾当局和少数“台独”分裂势力！他们试图
否定、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扩大“台独”活动
空间，
这是当前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
遭到
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坚决反对。而美方的

种种“小动作”分明是为这些“台独”势力撑
腰，
唯恐天下不乱，
势必破坏台海局势的稳
定。美方心里明白得很，
“台独”分裂分子犹
如提线木偶，
美方的“指挥棒”决定这些“台
独”分裂分子上蹿下跳的高度与频度。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14 亿多中国人民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意志不可动摇。台湾
的未来除了与大陆实现统一，没有其它的
前途。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想打“台
湾牌”，
是与 14 亿多中国人民过不去，
是与
历史潮流相背而行，
其失败下场早已注定。
与“台独”势力勾连，是危险的游戏；同“台
独”分裂分子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坚
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
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
权。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六次全体会议向全世界发出的明确而坚
定的信号。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一切同中
国统一大势相对抗的冒险和挑衅行径如同
蚍蜉撼树，
注定以失败告终。
奉劝美政客不要在一个中国问题上打
“擦边球”，不要在打“台湾牌”的道路上一
意孤行。这不仅会给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
的巨大风险，
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还必
将严重损害美方自身利益。希望美政客能
够认清现实、
恪守承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错误的言
行，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和台海
和平稳定。
（记者吴黎明）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帮助台湾增强军
事力量，目的是让台湾充当遏制中国大陆
的“马前卒”，也是为了压榨台湾赚取军火
销售利润。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寄
望美国能够驰援台湾，让美军为台湾人流
血，如同天方夜谭。两岸关系恶化，直接受
害最大的是台湾民众。
其五，
打“擦边球”拉高美台互动层级。
继去年美副国务卿、卫生部长等官员访台
后，今年美方继续鼓动官员访台。3 月，美
国驻帕劳大使随帕劳总统访台；6 月、11
月，
多名美国联邦参、
众议员乘军机访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
指出，
派官员访台是美方打“台湾牌”
的突出
表现，
目的是迎合对华有偏见群体、
意图转移
矛盾，
同时鼓励台方进一步配合其遏华战略。
其六，
炮制形形色色的涉台议案法案。
7 月，
美国会参院外委会通过所谓议案，
“要
求美国国务卿制定战略使台湾重获世界卫
生大会观察员地位”；美国会众院通过包含
涉台内容的拨款法案，叫嚣不使用包含台
湾地区的中国地图；美国会一些反华议员

还炮制所谓“台湾伙伴关系法案”。9 月，美
国众议院通过“2022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建议邀请台湾参与 2022 年环太平洋军
演……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
所长邵育群说，这些所谓的“议案法案”不
过是美加大力度打“台湾牌”以遏制中国
的一贯做法，无需付出多少代价成本，多
数不具约束力，只是表达“以台制华”的政
治态度。
今年以来，美国还与台方通过视频进
行所谓“政治军事对话”、鼓噪支持台湾参
与世卫大会、与台签署所谓“设立海巡工
作小组备忘录”、宣布取消美台官方交往
限制、考虑允许民进党当局推动驻美机构
更名、发布所谓“人权报告”指责大陆操控
台湾媒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美方
涉台消极动作花样百出、不断升级，对华
“极限施压”意图明显，对中国发展充满焦
虑和心虚，包藏的是“以台制华”的祸心。
透视上述美方炒作台湾问题的事例，
谎言与真相一目了然。中国社科院台研所
政治研究室主任曾润梅分析指出，长期以
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一
边捞好处、一边做坏事。然而台湾远非美
核心利益，其不会真正“为台湾而战”。
台湾问题复杂敏感，美方心知肚明，
为
何仍加紧与台勾连，不惜拉高台海紧张局
势？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员萨瓦尔·卡什
梅里说，美最近涉台表态，
“很大程度上是
迎合保守右翼势力”，
转移对美国内政治对
立、种族分裂等问题的注意。台湾资深媒体
人黄智贤认为，美台加紧勾连的根源在于
大陆发展实在太快，必须给予致命攻击才
能遏制大陆成长。而台湾是美国可用的“最
美妙的武器”，
不必付出代价，
更一举数得。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大
陆反“独”促统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
能力面前，美方借台湾问题打“擦边球”注
定徒劳无功。恰如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
所言，若美方继续玩下去，
大陆的回击会越
来越强烈，
千万不要低估大陆的决心。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驻点笔记：
“ 抗中保台”的戏码与真相
据说，台湾有 200 多座海拔超过 3000
米的山峰。这两天气温骤降，山上落下冰
霰，令游客欣喜不已。宝岛还有一座“护台
神山”，最近也遇“寒流”，其中种种却令人
痛心。
这“山”，就是台湾集成电路领军企
业台积电。一个多月前，美国政府为解决
“晶片荒”，要求全球半导体龙头 11 月 8
日前交出库存、客户名单等相关资料，台
积电位列其中。最终，这座台湾的“神山”
低头了。
40 多天限期里，民进党当局为“自己
人”做了什么？岛内学者杨永明说，面对美
方威胁，
民进党当局不向美方表达关切，
还
帮其讲话，逻辑错乱，无以复加。
《联合报》
社论批评民进党替美国说好话、
作解释、挂
保证，令人瞠目结舌。还有媒体哀叹：民进
党当局“护‘神山’比不上它对美国利益的
守护，
可悲”！
民进党就是这样“爱台湾”的？有此思
维逻辑，就不难理解其面对眼前“四大公
投”压力，
将其中“反莱猪”提案偷换概念成
“反美猪”，
说拒吃“莱猪”让“美国人很气”。
绿营媒体更给这个食品安全议题扣上所谓
“亲共反美”的帽子。这倒让人看得更明白
了，民进党当局玩的还是“抗中保台”的老
把戏。
日前，民进党当局查办清华海峡研究
院位于新竹的办公场所，
理由是疑有“中共
渗透”行为，还要求“全面盘整两岸高教交
流”。两岸“清华”系出同源，校友交往写下

多少佳话，校际交流更相互促进、彼此成
就，
何罪之有？何以遭此“杀手”？
岛内一位曾姓教授撰文说 ，从世界
排名看，
“北 京 清 华”早 跃 身 全 球 廿 大 ，
“新 竹 清 华”则 在 两 三 百 名 ，
“两 岸 清 华
携 手 合 作”目 前 多 靠“北 京 清 华”。他 认
为 ，清 华 海 峡 研 究 院 突 然 被 扣 上“中 共
渗 透”的 帽 子 ，让 人 不 能 不 怀 疑 是 因 为
“四大公投”在即，
“抗中保台”大戏再次
上演。
这档“政治剧”还真是多幕同步推出。
也在近日，民进党当局防务部门宣布所谓
“教召”新制，主要涉及延长退役人员召回
军训时间等，
引起年轻族群反弹。
台湾媒体
直言，
民进党当局充当美国“抗中”马前卒，
一再挑衅大陆，
却要青年“扛起两岸军事冲
突的第一线责任”。
《联合报》评论指出，喊“抗中保台”声
音最大的都是些免服兵役的人，
他们“用别
人的鲜血捍卫自己的主张”，必然引发反
感。而民进党用意识形态喂养年轻人，
再当
成“韭菜”一割再割，
说穿了就是一种剥削、
压榨。
该报呼吁年轻人认清真相，而一位台
湾民众则在给媒体的投书中揭开本质：政
客所谓“保台”其实是“保美”，为的是换取
自己的政党利益，他们把年轻人推上“抗
中”火线当牺牲品，
还能对这样的执政当局
有所期待吗？
（记者陈键兴、徐瑞青）
新华社台北 11 月 11 日电

贤两位香港导演，因此该片在香港的表现
备受期待。
“作为一个香港导演，能有机会
拍到这种历史题材电影，是一份荣誉。”林
超贤说，
《长津湖》在内地受到很多观众的
支持，
取得理想的成绩。他认为香港观众也
应尝试了解为何这部电影如此感动人心。
“大家都是中国人，
更需要对这份家国
情怀有深切的体会。
”林超贤说。
香港电影人田启文表示，在香港上映
《长津湖》这类家国情怀题材的电影是一个
很好的方向，可通过艺术文化让更多香港
市民增进对国家的认识和了解。
在公映前，
《长津湖》已于 10 日晚在
尖沙咀举行首映礼，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
司长陈茂波、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出
席活动并致辞。
陈茂波表示，
《长津湖》叫好又叫座，
重

现了在抗美援朝时期著名的长津湖战役中
很多激烈的战争场景，展示了中国人民志
愿军视死如归、保家卫国永不退缩的奉献
精神和英雄气概。
陈茂波表示，先烈们的牺牲让包括香
港在内的后代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国家
如今的经济成果和地位都来之不易，这部
电影让观众思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所包含的意义和重要性，更好地鼓
励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积极投身其中并贡
献力量。
“因为在中国梦里面，也有着我们
的香港梦。
”
卢新宁表示，国家“十四五”规划支持
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是香
港文化艺术界的重大机遇，期待更多香港
电影人、文艺界人士参与其中，
创作更多艺
术精品，
讲好中国故事，
激扬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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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敦促美方不要进一步
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1 日
应询表示，美方一些人近来一而再再而三在台湾问题上散
布错误言论。必须指出，
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是作
过严肃承诺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美国政府必须以实际
行动恪守的原则。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
言行，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不要给台海和平稳
定带来进一步损害。
有记者问，美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被美国媒体问及台湾
问题时称，美有承诺“确保台有能力自卫”，对所谓“单方面
武力破坏现状”的情况，布林肯称“许多国家将采取行动”。
台湾媒体作了报道。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答问时作上述
回应。
她表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勾连外部势力谋
“独”挑衅的行径只会以失败告终。

下学年起香港所有公营学校

《长津湖》在港公映，市民感慨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新华社香港 11 月 11 日电（记者黄茜
恬）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长津湖》11 日在香
港公映。不少香港市民在观影后表示，
以前
并不了解这场战争的背景，看完电影后很
受触动，
认识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当天，香港有 30 多家影院排片。在中
环的英皇戏院，市民张先生与太太看完影
片后告诉记者，志愿军为国家甘愿奉献自
己生命的精神，深深触动了他们。他们期
待，未来在香港能看到更多讲述国家发展
历程的电影，让他们有机会多了解自己国
家的历史。
“中国人民志愿军凭借过人的意志保
家卫国，
他们的精神让人引以为傲。我们今
天的幸福和安宁确实来之不易。
”市民林淑
妍观影后说。
《长津湖》的导演阵容中有徐克和林超

外
交
部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记者朱超、许可）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 11 日指出，中国统一是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美方应以
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谨言慎
行，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
错误信号。
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有确保
台湾有能力自卫的承诺，并称有
很多国家将单方面动用武力破
坏现状视为对和平与安全的重
大威胁。有记者就此在外交部例
行记者会上向发言人提问。
“美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
也违背国际法理。”汪文斌在答
问时说，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是两国实现建交和
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美国
单方面制定的“与台湾关系法”
违背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所作承诺，将美国内法凌驾于
国 际 义 务 之 上 ，是 非 法 的 、无
效的。
他表示，中方绝不允许美方
以任何理由借口侵犯中国主权、
干涉中国内政。
“美方应以实际
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
三个联合公报规定，谨言慎行，
停止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
误信号。”
汪文斌指出，世界上只有一
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既是不容改变的历史和法理
事实，也是不容挑战的现状。一
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
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联大
第 2758 号决议不仅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
的唯一合法代表”，还将“蒋介石
的代表”从“联合国席位上驱逐
出去”。在决议磋商过程中，美国
等少数国家企图搞“双重承认”、
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未获通
过，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遭到
彻底否定。联合国有关文件明确
指出，
“联合国认为，台湾作为中
国的一个省没有独立地位”，
“台
湾当局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政府
地位”。
“世界上有 180 个国家承认
和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坚如
磐石，中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
史潮流。”汪文斌说，台湾当局和
少数“台独”分裂势力试图否定、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扩大“台独”活动空间，这是当前台海
局势紧张的根源，遭到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坚决反对。
“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抗拒中国统一大势的行径
都将被坚决挫败。任何支持‘台独’分裂、违背历史潮流的
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他说。

新聘教师须通过基本法测试

电影《长津湖》在港上映宣传海报

新华社香港 11 月 11 日电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11 日
表示，从 2022/2023 学年起，香港所有公营学校新聘任教
师必须通过香港基本法测试。第一轮测试将于 2022 年 1
月 8 日举行。
教育局发言人表示，香港基本法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课程，须予以加强。教师必须正
确理解香港基本法，才能启迪学生，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香港
的宪制地位，以及帮助他们树立对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
制”的正面态度。
发言人表示，2021 年施政报告已明确指出，从 2022/
2023 学年起，香港公营学校的新聘教师必须通过香港基本
法测试。教育局 11 日已向全港公营中小学发出通告，公布
有关测试的要求和细节。
发言人说，目前有关香港基本法测试的要求并不适用
于日薪代课、根据“以英语为母语的英语教师”计划聘用和
以现金津贴支薪的教师。教育局会考虑日后将香港基本法
测试的要求推广至其他学校和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