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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剑奇

8月 17日，从全国各地来到郑州参加 2022
年两岸关系研讨会的嘉宾都收到了一本名为《风
雨思归程》的书。这是在豫台胞、豫台有约网董
事长吴天玺为大家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

这本书是吴天玺根据个人的一段奇妙经历
所写成，讲述着小家的亲情与大家的大义。35
年前，硕士毕业不久的吴天玺从台湾宜兰随父母
来到老家河南，并决定在郑州经商。在一次替台
湾眷村老兵寻找大陆亲人的公益活动中，她听说
邓州有个“台湾村”。起初只是好奇，后来经过实
地探访、考证，了解到他们的祖先是清朝时屯垦
当地的台湾士兵，当时被称为闽营，其中有阿美
人、泰雅人等。

硝烟已散，乡愁未减。300多年后，他们依
然渴望能与台湾族亲再度团圆，吴天玺答应替他
们回台湾寻亲。2009年，“中原文化宝岛行”活
动中，邓州“台湾村”代表与台湾族亲举行盛大的
认亲仪式。“我想，这是对所谓‘法理台独’的一拳
重击。”吴天玺说，她发起拍摄的电影《风雨归程》
也将于近期上映。

首次参与两岸关系研讨会，吴天玺感触颇
深：“这些年来，我亲身感受到血脉亲情对我们的
影响，亲眼见证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当前，两岸
还存在许多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台湾年轻人被蒙
蔽、被误导，以至于心怀忐忑、裹足不前，白白丧
失大好红利，真是令人扼腕叹息！”但在研讨交流
过程中，吴天玺也看到了希望：“我发现原来有这
么多人都在为两岸的未来努力，感觉到祖国统一
指日可待！”

研讨会举行期间，吴天玺作为东道主，也不
遗余力地向与会嘉宾推介河南的历史文化、特色
美食。“喝胡辣汤，一定要用油条蘸着吃！”她热情
地向台湾朋友推荐胡辣汤的“经典吃法”，并得到
了对方满意的回复。致力于两岸人文交流，吴天
玺表示自己会坚持做下去，她说：“作为一名在豫
台胞，我甘当孺子牛。做两岸交流的桥梁就是我
未来的全部。”③7

□本报记者 沈剑奇

8月 17日，在 2022年两岸关系研
讨会上再度相遇，两个台湾姑娘有说不
完的话。去会场的路上、会中休息间隙、
用餐的时候，她俩滔滔不绝地交流着“幼
教经”。

两人相差两岁，都从事学前教育
行业。去年，两人在一次两岸青年教
师交流活动中初识。

1990 年出生的陈亚妏来自台湾
桃园，曾在台湾花莲一幼儿园任教 5
年，2017年被引进到福建平潭综合实
验区当幼儿园老师，现在已是平潭第
二实验幼儿园副园长。2019年，她获
得了“福建青年五四奖章”。

比陈亚妏大两岁的吴芳容家乡在
台湾彰化，4 岁时随父母来到郑州定
居。2017年，她在郑州创办了儿童美
术教育机构“贝儿玛利利”。

“我的培训机构在创办之初就经
历了‘水土不服’。我想引入台湾学前
教育一些好的理念和方式，但可能它
需要一个接轨的过程。最困难的 3
年，我们只招收到 30名学生。”吴芳容
说。

陈亚妏说，自己初到大陆时，也经
历过两岸教育理念的碰撞。在学前教

育阶段，台湾老师非常主张孩子自己
照顾好自己。而大陆很多家长习惯一
手操办，影响孩子自理能力的提升。
起初，她的教育方式引起了家长的质
疑，“老师是不是太严厉了？”“是不是
老师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不理解父母
照顾孩子的心情？”但是慢慢地，家长
们看到孩子身上的可喜变化，都很感
动。“作为幼师，我们不是教练的角色，
而是陪伴和欣赏孩子的角色。”陈亚妏
说。

吴芳容也有同感。“家长们越来
越注重素质教育，通过我们的努力，
家长们看到孩子性格的变化、综合素
质的提升，不再计较某一项技能的提
高，更加相信孩子能做的远比我们想
象的更多。”如今，她的教育机构招生
人数倍增，更收获了一批“铁粉”家
长。

两岸教育理念虽有差异，但两个
台湾姑娘都觉得，可以各取所长，因材
施教，在交流磨合中找到最佳的教育
方式。

在她们看来，学前教育是一份浪漫
而充满意义的事业。“以后可得随时交流
呀！”两个“孩子王”约定，在学前教育这
条路上一起努力，让孩子们更好地认识
世界。③5

两个台湾姑娘的浪漫约定

在
豫
台
胞
、豫
台
有
约
网
董
事
长
吴
天
玺
：

﹃
做
两
岸
的
桥
梁
是
我
未
来
的
全
部
﹄

□本报记者 沈剑奇

“我是中国人。”8月 17日，新党前主席郁慕
明在参加2022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时的开场白掷
地有声。82岁的郁慕明精神矍铄，他表示，百年
人生岁月，自己已经历五分之四，对两岸关系的
认识皆源于人生旅途的亲身经历。

郁慕明1940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跟随父
亲前往台湾。“1990年，我才得以回到上海见到
了阔别42年的哥哥姐姐。”郁慕明回忆，从20世
纪 90年代开始，他经常往来于两岸。他带着台
湾同胞来大陆看祖国的锦绣山河，并重点走访故
宫博物院以及敦煌莫高窟等历史古迹，让台湾同
胞感知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他也带着大
陆朋友到台湾看发展成果，寻求合作机遇。

郁慕明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取得了伟
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然而，台湾当局却倒行逆施，
为“去中国化”修改历史教科书，大幅删减“中国
史”内容，并将其纳入“东亚史”框架下，导致台湾
年轻一代对祖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更不了解大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取得的非凡成就。更令人担忧的是外部势力介
入，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民进党“倚
美谋独”的操弄之下，两岸政治关系恶化到今天
这个地步，让他很痛心。台湾发展不断向下沉
沦，也让台湾百姓忧心忡忡。

“两岸关系经历历史浮沉，一直处在变动之
中。但我相信有些事情是永远不会变的。”郁慕
明说，一是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永远不会变，二
是两岸都是中国人的事实永远不会变，三是两岸
统一的目标永远不会变，四是两岸追求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使命永远不会变。

“不会变，是因为 14 亿中国人的民意不可
违。”郁慕明说，他相信两岸必将携手走向民族复
兴的光明未来。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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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日，恰逢中美“八一七公
报”发表 40年。几十年过去，美国不
但没有信守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政
府的政治承诺，反而大开历史倒车。
美国一些势力破坏中国和平统一进
程和台海和平稳定，以牺牲广大台胞
的利益福祉甚至生命为代价，扰乱中
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仇朝兵表示，中美全面竞争态势加剧
给蔡英文造成假象，误以为为“台独”
提供了生存空间。回顾两岸关系历
史可以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
的。台湾同胞要把台湾发展繁荣与
大陆发展繁荣统一起来。两岸统一
是中华民族之幸，是台湾同胞之福。

“一国两制”构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其灵活操作的空间取决于台湾当局
的认知，越认同，空间就越大。

“搞‘台独’分裂，小确幸将变成不
确幸。”上海市公共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李秘说，要从大局认识统一事业，当今
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格局
日趋均衡；要从大势认识统一事业，牢
牢把握中国统一大业新的历史方位；
要从大义认识统一事业，争取和平统
一是我们的第一选择，和平统一将释
放很多机会，这不仅是国家的宏大事
业，也与每个人密切相关。

历史大势浩荡向前，祖国统一和
民族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在交流中，与会嘉宾形成一种
共识—统一有好处、“台独”是绝
路、外人靠不住。③7

把握历史大势 共谋民族复兴
—2022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掠影

□本报记者 沈剑奇

8 月 17 日，为期两天的 2022 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郑州召

开。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30余人以线上线下方

式参会。与会嘉宾围绕“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两岸和平发展”“携

手反‘独’促统，共圆民族复兴愿景”两项子议题深入展开研讨交

流，为处理两岸关系贡献智慧力量。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都收到了《台
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
书。白皮书系统论述了台湾问题的来
龙去脉，有力驳斥了“台独”分裂势力
的各种谎言。它指出，台湾自古属于
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
楚。联大第 2758号决议是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政治文件，国际实践充分
证实其法律效力，不容曲解。一个中
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遵
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应有之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金民卿认为，“大一统”理念是贯穿中
国历代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主线
之一，更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重要纽带。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国
家分裂的情况，都是因为最高权威背
离大道正义，背离民心，最终失去了

存在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而当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
空前提升，祖国统一是符合民族利益
的必然选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
势。谋“独”分裂失去道义、不得民
心，必将撞得头破血流。

河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李立新表示，文化手段是和平解决台
湾问题的重要手段，文化是最基本、
深沉、亲和的一股力量。河南与台湾
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地缘相接、人
缘相亲、文缘相承、血缘相近，台湾客
家人至今仍自称“河洛郎”。河南应
充分利用独特资源与优势，推动台湾
同胞了解黄河文化、中原文化、河洛
文化，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认同、国
家认同，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
出贡献。

30 年前，两岸中国人选择以对
话代替对抗、以沟通化解分歧、以协
商促进合作，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
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的“九二共识”，其核心要义是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
谋求国家统一”。与会嘉宾纷纷表
示，“九二共识”明确了两岸关系的
根本性质，奠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
政治基础。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
院长赵建民表示，两岸必须在过去已
经建立的基础上找到化解问题的办
法，这个基础就是“九二共识”。民进
党执政六年来，一味抨击和抹黑“九
二共识”，却找不出新的办法和替代
方案。两岸应该明确在一个中国原
则、反对“台独”势力的基础上，回到

和平交流、互惠共赢的道路上来，坚
持我们来之不易的政治基础。

南开大学台湾政治研究中心主
任黄清贤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
系最重要的关键词。“如何解决当前
台海问题，考验两岸中国人的智慧和
远见。外国人把台湾作为前线和棋
子，而‘九二共识’就是打开锦囊后的
妙计。”他说，“九二共识”充分彰显了
两岸智慧，构建起两岸协商机制，增
进了两岸同胞福祉，和平统一永远是
第一选择。

“维持稳定两岸关系，符合两岸
人民最大利益。”中国国民党特别顾
问兼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表示，中
国国民党将持续推动海峡两岸在坚
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基础上，
加强交流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认清历史经纬一种事实

凝聚“九二共识”一份力量

共圆民族复兴一个梦想

8月17日，2022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郑州举行，与会人员正在拍照。⑨6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陈亚妏（左）与吴芳容正在交谈。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8月17日，2022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郑州举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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