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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
110年前的10月10日夜，随着武昌城内

传出一阵枪声，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
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
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
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
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
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
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
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
道路。

由于历史等因素，辛亥革命110年后的今
天，中国尚未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而近年来，一些外部势力为了遏制和延缓
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企图以台
湾问题来牵制和打乱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
加上民进党当局一心“谋独”，勾结外部势
力，甘当他们遏华、反华的马前卒和棋子，台
海局势变得日益严峻复杂。

从李登辉开始，经陈水扁，到蔡英文，他
们在历史文化方面大搞“去中国化”运动，企
图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以及台湾与中华民族的
血脉联系。然而，无论李登辉、陈水扁、蔡英
文之流如何逆行倒施，却无法改变台湾属于中
国的历史事实。且在台湾岛内，有一群孙中山
先生思想的追随者，他们在做着和李登辉、陈
水扁、蔡英文相反的事——想方设法让中国历
史和中华文化深植台胞的心里，让中华文化在
岛内延续根脉。而《台湾的抉择——从孙中山
谈起》出版者之一，台湾两岸统合学会执行
长、历史教育新三自运动协会理事郑旗生，就
是他们中的一员。

日前，本报记者就两岸有关问题采访了正
在大陆参加活动的郑旗生先生。

郑旗生说，纪念辛亥革命，绕不开孙中山
先生和他的伟大思想。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始终
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旗帜鲜明反对
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他的

“振兴中华”口号和他的“天下为公”伟大思
想，为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
都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弘扬孙中山思想，共创民族复兴
大业

郑旗生，1950年出生于台湾，祖籍福建
建瓯，前台湾地区陆军少将。曾任台陆军总司
令、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蒋仲苓的办公室主
任。上个世纪 90年代中期，因反对李登辉

“台独”路线，郑旗生愤然退役。
对于在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近百年，两岸

关系也已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在
岛内重提弘扬孙中山思想？郑旗生的回答是，

“因为孙中山对两岸而言，有着特殊的历史连
接，孙中山思想也同样是两岸同胞共同的财
富。”

郑旗生说，虽然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
等“台独”势力在岛内极力搞“去中国化”，
还曾一度大搞“去孙中山”运动，但没有人可
以忽视或抹杀孙中山对当下台湾的影响。

首先，台湾岛内目前至少有着数十万由孙
中山一手缔造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其次，台湾
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孙中山信众、敬仰者和路线
支持者；再次，即便是民进党籍人士当选台湾
地区领导人，在其交接仪式时，也要面向办公

室墙上的孙中山画像宣誓。而且在台湾的行政机
关和民意机构、学校，也都挂着孙中山的画像。
台湾还有很多以“中山”命名的道路、纪念馆和
公园……孙中山对于台湾而言，可以说无处
不在。

郑旗生说，在大陆，孙中山巨幅画像在重大
节日时矗立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足以说明孙中山
先生在大陆人民心中的历史地位之高。中国共产
党更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
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郑旗生认为，两岸曾因内战导致几十年完
全隔绝，在“台独”势力大搞“去中国化”运
动下，“反共”意识和“反中”意识交织，导致
岛内民众的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受到严重
影响，而孙中山和他的伟大思想，恰恰为当前
两岸间提供了重要的连接，也是非常重要的
交集。

郑旗生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
神圣职责。确保国家完整不被分裂，维护中华民
族根本利益，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意志，是不可
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也是孙中山一生的追求。孙
中山先生一生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
结，旗帜鲜明反对一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言
论和行为。

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
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
来。”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
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
要受害。”

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斗争
过程中，孙中山先生始终关注台湾、关心台湾民
众。孙中山先生曾先后三次赴台湾考察，在其一
生的著作和言论中，直接涉及台湾和台湾光复问
题的有35处之多。

据郑旗生介绍，就在甲午战争之后，孙中山
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了“恢复台湾，
巩固中华”。而光复台湾一直是中山先生的革命
政策之一。当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重病垂危的时
候，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
事业。

孙中山先生曾三次去台湾，都在日据时
期，他的每一次到来都给了日本铁蹄下的台湾
同胞以巨大的希望和鼓舞，在爱国的台湾同胞
与革命志士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更使台湾志士们受到不可言喻的精神感召。台
湾抗日志士罗福星、林祖密等台湾同胞，正是
在孙中山先生的鼓舞下，回到祖国大陆参加辛
亥革命，后来又回台湾领导抗日运动。在台
湾，主流民意认为，孙中山先生在台湾的历史
地位不会动摇。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杰
出贡献，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全
体中华儿女景仰。因此，在当前两岸关系背景
下，弘扬孙中山精神在两岸同胞中有很大交集，
容易引起共鸣。

郑旗生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同为中华儿
女。那么，孙中山先生的“振兴中华”和民族复
兴宏愿，理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

■孙中山《建国方略》等宏大构想和
遗愿在大陆实现，台湾呢？

从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踞台湾，到后来的
蒋经国执政，台湾当局都自视是最能代表中国的

“正统”，多年间在国际社会与
大陆争“正统”地位。

然而，1949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在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
下，孙中山于1917年到1919
年写出的，当时被外国记者认
为是孙中山先生的一种空想且
不可能实现的《建国方略》中
提出的，修建铁路、公路，把
中国沿海、内地、边疆连接起
来，形成遍布全国的公路网，
并进入青藏高原，还有建设三
峡大坝，发展内河交通和水
利、电力事业等中国建设的宏
伟蓝图，在大陆早已实现。而
且70多年来创造的许多成就
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
想。祖国大地上，铁路进青
藏，公路密成网，高峡出平
湖，港口连五洋，产业门类
齐，稻麦遍地香，神舟遨太
空，国防更坚强。去年大陆还
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在
14亿人口规模的国家消除绝
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伟大创举。孙中山先生致力于
建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
家早已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郑旗生感叹，过去看到大
陆纪念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
命，台湾方面总会说，“我们

才是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者”。“既然如此，那
台湾为实现孙中山先生遗愿做了什么？什么也没
做，而今这些在大陆都实现了。”郑旗生说，“实
践证明，和台湾比，中国共产党人才算得上是孙
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真正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
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此外，郑旗生还从孙中山先生主张“五族共
和、以建中华民族主义”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
56个民族大团结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
孙中山针对中国当时尚未工业化开出的《实业计
划》处方，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不以意识形态为
导向等方面，进一步说明中国共产党才是孙中山
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平实地说，孙中山既是一个西化主义者，
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建立一个主权完整
的现代化国家，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郑旗生说，这一点，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应
善加继承，为国家统一以及民族复兴作出更多的
贡献。

■警惕民进党将台湾国族认同推向
“新加坡化”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究其原因，一
是蔡英文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一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二是勾结外部势力，
充当他们遏华“马前卒”。三是加快包括“去中
国化”在内的“渐进台独”步伐。

在谈到民进党在岛内各领域大搞“去中国
化”运动，和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破坏力时，郑旗
生表示，民进党已先后执政两次，陈水扁和蔡英
文共13年多，但再加上李登辉执政后期，前后
已逾二十余年，“去中国化”“反中”运动，对两
岸关系的影响可谓又深又远，至少台湾两个世代
年轻人受到了影响。他们在蔡英文的认知里就是

“天然独”，是民进党“票源”。
民进党搞“去中国化”，自然引起了两岸有

识之士的忧虑。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民进
党如何搞“去中国化”都是徒劳。其理由是，

“民进党人说的是中国话，写的是汉字，中国化
如何去得掉？”因此，他们便推出这样一个结论
——民进党“去中国化”是伪命题。

不过，郑旗生对这种论调并不认可。他说，
“去中国化”绝非伪命题，“去中国化”加“反
中”，就为了形塑台湾人只知台湾，而不知大
陆，把中国当作“外国”；从心理认知到行动认
知都排除国家统一，只剩台湾“独立”，长此以
往，届时两岸只能兵戎相见，宁不悲哉？！

在郑旗生看来，只要民进党继续在台湾执
政，“去中”“反中”必不停歇。而“去中国化”
对两岸关系造成的伤害，至少有下列几个表现：

一是，民进党将在台湾史方面，借着历史、
文化教育，改变台湾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最
后中国认同即自然消失；

二是，当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同消失，只剩
台湾认同，民进党即可顺水推舟将台湾推向“新
加坡化”。届时台湾人均称自己是“华人”，而不
是中国人，即使用中文但与中国无关。这一点岛
内已经出现苗头；

三是，“去中国化”最大的破坏是使两岸人
民敌对意识升高，双方友善和平关系不复存在。
结果是和统机会变小，但一旦出现兵戎相见，又
将是中华民族最大创伤。

面对民进党“去中国化”，郑旗生和一群高
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志同道合者，近年来也开始了
反制行动。

他们在岛内成立了一支坚强的宣扬中华历
史、文化的团队，成员包括知名大学教授、高
中老师等，工作范围广及台湾全岛北、中、南
各区。郑旗生本人则自2012年起在台北成立史
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克毅文化出版公司，先
后出版高中学生中国历史教科书，供高中学校
选用。

据了解，当时正逢马英九执政，民进党在地

方仅掌握六个县市，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马英
九当局和国民党执政县市并未大力协助推动高中
中国历史教育。

“我和同仁们努力说服国民党执政的地方县
市，如三个人口最多的县市，台北、台中和新
北市长，但高中学校选书仍很有限，各校教师
及校长甚是忌惮民进党反对。”郑旗生说，后来
他和同仁们又出版了两岸关系著作，如：《台湾
的抉择——从孙中山谈起》《台湾的抉择2——
孙中山思想与新古典社会主义》《国家统一与中
华民族复兴》等重要书籍。并在台湾大学、政
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东海
大学、台湾成功大学、中山大学、嘉义大学等
十余所台湾知名高校举办专书论坛，吸引年轻
学子重视中华文化、历史及两岸关系发展，成
效显著。

此外，还由出版公司组成师生访问研习团赴
大陆参访并座谈，经费全由郑旗生支应，以减轻
学生负担。

“这项活动效力极为成功，必须持续办理，
才足以积少成多。”郑旗生说，2012年至今，他
和全体同仁坚持不懈，不达目标、绝不停止
向前。

对于未来，郑旗生表示，他们会从以下几个
方面开展活动：一是呼吁台湾民众觉醒，切断台
湾依附美、日殖民关系。二是持续办理全台大学
生有关中华文化、历史和两岸关系的论坛，强化

“反独促统”论述。三是导正台湾极端资本主义
色彩，融合社会主义元素，完成均衡社资体制。
四是，甄选优秀大学青年赴大陆研习并鼓励他们
在校内筹组研习中华文化社团等相关活动，宣扬
中华文化、历史认同。

不过，郑旗生也坦言，这些活动的开展也要
视经济情况来定，毕竟全靠一个人的力量很难维
持很久，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和支持。

■两岸亟须建构中华文化和历史的共
同记忆

历史观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非常重要的
部分，也是民族深入心灵的共同记忆，是维系一
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民族大一统的基础。但民
进党推行“去中国化”，凸显没有中国史的“台
独”史观。由此造成了岛内一些青年“今夕不知
何夕”，以及“人不知史”的怪诞景象。

郑旗生认为，如何重新建构两岸同胞对于中
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共同记忆，无论对于统一前，
还是未来统一后的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都十分重
要。作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两
岸社会的最大交集,是跨越心灵海峡,达成心灵契
合的最佳使者。

大陆应当发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灯塔”功能，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不断用各种传
播媒体传达给台湾地区的青年。通过多种形式的
两岸交流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人加强对
中华文化、历史、民族的认同。

■台湾青年人统“独”立场出现积极变化

不可讳言，“台独”势力在岛内当前占据一
定优势，支持统一者势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近
来台湾民意对于统一的态度，尤其是台湾青年人
对统一的态度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最近岛内一家亲绿民调机构针对台湾青年人
做了一个统“独”支持率的民调。民调显示，在
台湾青年人中，支持统一的人数达到15%，而
同样内容的民调，在4年前，台湾的青年人支持
者统一的人数却只有8%左右。

对此，郑旗生表示，不论8%或15%，呈现
台湾青年人对“统一命题”还比较弱，缺乏中国
认同，值得警惕。微幅上扬则说明台湾青年朋友
逐步识破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看清民进党高举

“台独”骗选票，实际上“台独”根本就是死胡
同，“独降统升”也就自然显现。

“从最近阿富汗变天的情况来看，西方外部
势力对阿富汗的干预反而加速并促进了阿富汗
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认同，如今美日等外国
势力对台湾的渗透与干预，还未普遍被台湾同
胞所认识；就此而言，两岸同胞实在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共同努力。”郑
旗生说。

■国民党应站在民族大义一边促进两
岸统一

对于中国国民党主席换届改选，郑旗生表
示，希望中国国民党能找回孙中山先生的创党精
神，为国家统一努力，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应该
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台独”一边，而不是整天
盘算着为了那么点选票，就跟在民进党后面不敢
说出国家统一。

郑旗生说，中国国民党在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曾为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这几年国民党却出现了路线摇摆，希望新
的国民党中央能在国共两党共同政治基础之上，
与大陆保持良性互动，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
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为台海谋和平，
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振兴中华应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
——访台湾两岸统合学会执行长郑旗生

本报记者 高杨

2021 年 3 月，第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 举 制 度 的 决 定》

（下称《决定》），这
是香港发展优质民主
迈出关键一步，也是
跨出全面落实“爱国
者治港”重要一步。
但民进党当局对此却
说三道四，并借香港

“反修例风波”，公然
营造“台独”和“港
独”合流的气氛，提
出“今日香港，明日
台湾”的荒谬口号。
为 操 弄 “ 港 独 ” 与

“台独”合流图谋，
民进党当局开始滥打

“三张牌”，不断恐吓
港台两地民众，企图
抹黑和丑化“一国两
制”，更加剧两岸紧
张对立形势。

一、打宣传舆论
牌。“港区国安法”
正式出台后，民进党
当局呼吁国际社会关
注，污蔑大陆不断干
预香港内部选举，严
重 破 坏 “ 一 国 两
制”。香港“反修例
风波”后，台湾当局
相关部门发布多项所
谓“涉港公告”，皆
是凭空捏造、颠倒是
非，与事实严重不
符。《决定》 正式出
台后，民进党当局更
是妄加评论，恶意攻
击“大陆人大片面修
改香港选举办法，不
仅践踏香港民主人
权，更让香港所谓

‘一国两制’彻底被
毁坏”，并污蔑“这
凸显中共政权毫无实
践其对港人与国际承
诺的意愿，这既无法
赢得国际社会尊敬，
更非一个负责任的国
家该有的作为”。同
时，蔡英文当局还呼
吁，面对大陆对民主价值的“胁迫”，台湾
不分蓝绿，应共同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
主自由”，也应共同摒弃大陆的“‘九二共
识’就是‘一国两制’”主张，“政府”将
持续给予香港人民必要与充分的人道支持。
蔡英文当局不断叫嚣大陆“借改变选制、政
治检查党同伐异，以达其‘爱党者治港’之
真实目的”，再次暴露其公然营造“两独”
合流的气氛，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
欺骗舆论，不断丑化“一国两制”的丑陋嘴
脸。

二、打民粹主义牌。民进党当局不断鼓
噪“港独”势力，采取街头暴力形式进行抗
争，向中央与港区政府发难，并试图获得更
多的国际社会支持与同情。在民进党当局推
波助澜下，民粹主义在香港影响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为：香港本土意识不断崛起，年轻世
代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自主性大幅度提升，表
现为在追求对“权威”的反抗及追求民主正
义方面，显现出非理性及焦躁的情绪。虽然
从目前看来，香港的本土意识不完全等同于

“港独”思潮，但一旦披上有香港“主体意
识”的本土外衣，往往容易被境外别有用心
人士所利用，甚至沦为“港独”势力的“嫁
衣”。而民进党当局恰恰利用这点，大打民
粹主义牌，于是在香港“修例风波”的前前
后后，处处可见到民进党当局身影，组织并
利用香港民粹情绪的蔓延，诉诸香港民众进
行抗争和街头暴力，将改善民生与否定“一
国两制”进行捆绑，把香港社会对民生暂时
无法得到有效改善的不满情绪，直接对准中
央和港区政府。

三、打网络平台牌。香港回归以来，中
央与港区政府面对话语传播模式创新性的认
识，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特别是网络话语
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重要影响认识还不足，
而民进党近些年来，很善于利用社交网络平
台，进行“港独”和“台独”理念文宣、社
会动员以及寻求外部支持等活动。互联网的
社交网络平台，已然成为民进党当局勾结

“港独”分子，进行社会动员和勾结外部势
力的重要媒介之一。民进党当局不仅通过互
联网，公开宣扬“港独”和“台独”言论，
还培植一大批“绿色网军”，在网络上混淆
视听，不断霸凌攻击“一国两制”、支持爱
国爱港和两岸统一人士，导致大多数人不敢
或根本不愿为香港未来的出路，发出正义的
声音，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民进党当局操弄“港独”“台独”合流
图谋，大搞“政治揽炒”“暴力揽炒”，对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最终统一、对“一国
两制”在港实践、对港台两地的社会发展治
理，都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得不引起高
度重视。“勿谓言之不预也。”警告民进党当
局，勿要继续干涉香港事务，企图挑战大陆
的底线。“港独”和“台独”势力合流，是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究是死路一条。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博士，本文受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两岸关系与南海海疆风险
治理的相关性研究”（21BZZ088）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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