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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統一是中華各民族人民長期追求的共同願

景。自從 20 世紀中期中國的領土上出現兩個不同的政

治實體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志士仁人為了實現祖國

統一的共同目標做出了不同的努力。近年來，隨着國

共兩黨恢復對話渠道，兩岸關係逐步走上正常化的軌

道。台商投資大陸、兩岸三通和直飛、台灣農產品銷

售對岸、大陸同胞赴台旅遊，以及海協海基兩會定期

協商和擬議中的 ECFA 簽署，令人驚喜的事件接踵而

至，雙贏的局面正在出現。隨着事態的變化，海峽兩

岸有識之士更加關注祖國統一的熱點問題，也在不斷

探索促進祖國統一的各種有效途徑。 
2010 年 3 月 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在十一屆人大三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中強調：“進一步凝聚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

識。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鞏固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增強兩岸政治互信”1，同時還明

確指出：要“拓展文化教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

化”。2 溫總理闡述的這些觀點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

展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筆者認為，台灣海峽兩岸人

民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促進祖國早日統一的有效途

徑。 
 

 
一、中華文化的魅力與祖國統一的文化內涵 

 
文化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概念。一般認為，文

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

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

教育、科學等”3，通常採用特指的窄義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種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具有傳承文

明、記載歷史、交流思想、傳播經驗等多種功能。人

類社會的發展須臾不能離開文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

中，每一個民族都創造了反映自身特徵、體現民族本

質的文化。中華文化更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寶庫中極具

魅力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無價的精神財富，其魅

力主要體現在生命力、凝聚力、感染力和吸引力。4

1. 中華文化具有源遠流長的生命力 
漢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核心，而漢字又是漢文化的

載體。漢字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距今 7,000 餘年的仰韶

文化，大約 4,000 年前誕生了甲骨文，商周以後，漢

字經過甲骨文、金文、籀文等階段，至秦代統一為小

篆。後來又陸續出現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不同

流派，最後由楷書奠定了漢字的基本格局而流傳至

今。漢字發展的過程，也是不斷改革完善的過程。對

比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體系，人們發現，古埃及

的象形文字、古巴比倫的楔形文字和印地安人的瑪雅

文字都未能經得住歲月侵蝕而逐漸失傳，惟有源遠流

長的漢字體系傳承至今，書寫下了中華民族的璀璨歷

史。 
2. 中華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凝聚力 
文化是超越種族的共同語言，文化的同一性首先

在於它的民族性。中華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有機

整體，56 個兄弟民族休養生息於中華大地，也共同創

造了中華文化。而中華文化又以其多樣而統一的形

式、廣播而深刻的內涵、豐富而堅實的底蘊，成為國

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象徵。5,000 年來，中華民族的團

結統一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功

不可沒。 
3. 中華文化也具有新穎獨特的感染力和美妙神

奇的吸引力 
世界各民族從來都以欣羨的目光看待中華文化。

無論是精美絕倫的瓷器、絲綢，端莊典雅的旗袍、唐

裝，回味無窮的中餐、茶葉，扣人心弦的琵琶、古箏，

還是柔能克剛的太極拳和勢如破竹的中國功夫，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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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為之傾倒。從 13 世紀末開始，以先驅者馬可‧

波羅為代表，無數外國友人跋山涉水不辭辛勞地來到

中國，正是為了瞭解中國，汲取中華文化的精華。據

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提供的資料，至

2009 年 3 月，全世界 81 個國家已經建立孔子學院或

孔子課堂 314 所，到 2010 年可望上升到 500 所；而目

前世界各地正在學習漢語的人數已經超過 4,000 萬。5 
這些資料雄辯地印證了中華文化的感染力與吸引力。 

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如此重要，在探索祖國統一這

一問題時是無法迴避的。毋庸諱言，討論祖國統一問

題往往首先強調政治意義。這一認識的理論依據主要

出自於政治學以及相關學科中的“國家”概念。政治

學中引用過許多權威人士的觀點，諸如國家是“經濟

上佔支配地位的階級維護其統治的暴力工具”(馬克

思)，“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是迫

使一切從屬的階級服從於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列

寧)，國家是“建立在專業官員制度和理性的法律基礎

之上的，作為壟斷合法暴力和強制機構的統治團體”

(馬克思‧韋伯)等等。6 由此產生並進一步派生的“國

家統一”和“祖國統一”概念，都具備很強的政治色

彩。 
但是，國家並非只具備政治屬性。馬克思曾經指

出，國家的職能“既包括執行由一切社會的性質產生

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

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恩格斯也認為，國家的政治

統治“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的，而且政治統

治只有在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維持下

去。”由此可見，隨着現代社會的發展，國家的階級

統治職能逐漸弱化，而社會管理與社會服務職能則在

不斷強化。7

國家的多重屬性表明，國家統一應當具備豐富的

內涵。除了政治以及地理的內涵以外，經濟、文化等

方面的內涵，特別是文化內涵不容忽視。倘若討論“祖

國統一”這一命題，則尤其不能缺少文化內涵。祖國

並非嚴格的政治學術語，不僅僅代表由統治階級執掌

的國家機器，還應當是特定的歷史、地理、人文和社

會因素的總和。“祖國”往往帶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是“人民”對於自己所屬國家的愛稱。一個熱愛祖國

的人，必定會熱愛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山川，熱

愛世世代代一脈相承的歷史傳統，也熱愛本民族長期

積澱的科學文化精粹。由此觀之，祖國統一不能只涉

及地理的和政治的概念，理應包含深刻的文化內涵。

不包含文化統一的祖國統一，不是真正的統一。文化

內涵必須成為祖國統一的必要與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文化因素影響政治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歷史事實表明，文化因素確實能對包括國家統一

在內的政治事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既能發揮積極的

推動作用，又可能形成消極的阻礙作用。在這方面，

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值得認真總結。 
秦始皇統一文字堪稱文化因素鞏固國家政治統一

的成功案例。在春秋戰國時期大約長達 500 餘年的歷

史年代中，華夏大地經歷了政治上諸侯爭霸、軍事上

連年戰亂的社會動盪局面。思想文化上倒是出現了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活躍景象，但因此也造成了文化

範疇內各行其是的多元化狀態。僅以文字為例。春秋

戰國時期的各個諸侯國之間，語言異聲，文字異形，

帶來諸多不便。當時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一些在

各國流行的其他文字同時通用，後人將它們統稱為大

篆。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感到文字多元化的弊端日

漸彰顯，遂授命丞相李斯推進文字的規範化工作。李

斯對大篆進行了刪繁就簡的處理，淘汰了曾經隨意流

行的異體字，創制了字形勻稱整齊的小篆字體(亦稱秦

篆)。小篆的推廣普及是漢字規範化的基礎，也是文字

統一的開端。這一舉措對於鞏固國家政治統一的局

面、促進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此

後 2,000 餘年，歷經演變卻萬變不離其宗的漢字一脈

相承而沿用至今。以漢文字的穩定性作為基礎的中華

文化的統一現象，無疑是祖國統一的有利條件和重要

保證。歷史的經驗是值得認真借鑒的。 
相反的教訓同樣存在。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不僅能夠反映政治經濟，而且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可

以反過來對政治、經濟、科技、教育諸領域產生有力

的影響。19 世紀初，在拿破崙一世皇帝的強悍統治

下，法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法蘭西帝國的

實力日漸強大而在歐洲稱雄。拿破崙妄圖建立大陸霸

權，遂對外實行侵略政策。他在炫耀軍事力量的同時

也積極輸出法國的價值觀念，推行《拿破崙法典》即

為一例。他企圖將法國的法律體系強加給歐洲各國作

為行為規範。不久法國的文化影響就遍及整個歐洲，

法文很快成為歐洲大陸的強勢語言。甚至俄國宮廷中

都以說法文為時尚，連談起流行性感冒時都必稱“La 
Grippe”。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名著《戰爭

與和平》中，開卷便是皇后的女官安娜用法語對瓦西

里王爵講的一大段歡迎詞。可見當時法蘭西文化的影

響何其張狂。正是法國人用軍事和文化統一歐洲的野

心，以及俄國貴族的崇法、恐法心態，極大地助長了

拿破崙的囂張氣焰，以至法國人在侵俄戰爭初期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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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驅直入，一舉打進莫斯科城。 
其實法國人在這方面也有切膚之痛。1870 年普法

戰爭是以法國戰敗而告終的。普魯士佔據了法國的阿

爾薩斯和洛林兩省以後，為了借助文化因素鞏固其軍

事和政治上的勝利，遂強迫該兩省的學校全部用德語

取代法語進行教學。法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傳統

受到了多麼巨大的傷害！法國著名作家都德的代表作

《最後一課》正是通過小學生弗朗斯的所見所感，生

動而深刻地表現了這種情感，同時也隱喻着文化因素

影響政治的深刻哲理。歷史的教訓難道不應該認真記

取嗎？ 
 
 
三、祖國統一文化障礙的弊端分析 

 
20 世紀中期以來，由於政治的、歷史的多種原

因，中華文化的長期和諧狀態受到了多種因素的挑

戰。原本統一的漢字已經演變成簡體字和繁體字兩個

並存的符號系統；除了各地方言“鄉音無改”外，標

準的漢語言也因地域不同和政治因素的影響表現出

“普通話”與“國語”、“官話”的差異。不得不承

認，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漢字已經出現了二元化的分

異現象，帶來不便且暴露出一定的弊端，甚至成為祖

國統一的障礙。 
首先是不利於台灣海峽兩岸四地的文化交流與經

濟合作。近年來海峽兩岸的科技文化往來與經濟交流

合作日益頻繁，但在交往過程中 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

種種麻煩。例如，由於輸入系統的不同，大陸和台灣、

香港、澳門之間互發電子郵件、提交論文、提供有關

資料時，都必須經過簡、繁字體的轉換，增加不少工

作量；經過轉換之後有時字符中還會出現亂碼、問號，

甚至還會產生歧義，導致誤解。許多譯名和專業名詞

不統一，令人困惑不解。就連在計算機領域的不少術

語都大相徑庭，如“網絡”和“網路”，“硬盤”和

“硬體”，“信息”和“資訊”等等。這些情況無形

中給兩岸開展交流造成阻力，影響了合作的有效性。 
其次是不利於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發揮應有的作

用。隨着社會信息化程度的加深和全球化趨勢的發

展，中國加快了改革開放與走向世界的步伐，與此同

時，世界各國受中國的影響也越來越深。過去一年多

時間內，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發展造成致命的打擊，

而中國力挽狂瀾，砥柱中流，不僅在國內較快地戰勝

金融危機，而且為全世界的經濟復甦作出了很大的貢

獻。為了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世界各國人民學習漢

語、瞭解中華文化的積極性大為高漲。但是，外國人

在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的時候會遇到困惑，面對着並存

的簡體字和繁體字兩個系統，他們不得不作出選擇。

假如只學其中的一種，很可能在特定環境中遇到意想

不到的困難。兩岸四地在許多領域的譯名混亂現象尤

其使外國朋友無所適從。例如，就連大名鼎鼎的美國

前任總統 Bush，在海峽兩岸各地竟然有“布什”、

“布希”和“布殊”三種不同的譯法，讓不少外國人

無所適從。這樣的狀況勢必影響外國人學習中國語言

文字的積極性，限制了中華文化在全球化的進程中發

揮更大的作用。 
最大的隱患是不利於祖國統一。如果說對文化統

一的意義不夠理解是模糊認識，會妨礙祖國統一的進

程，那麼，故意擴大同源同質文化的差異、抵制文化

統一則將破壞祖國統一的大業。例如，早在 1990 年，

李登輝就曾公開聲稱：“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的一

部分”。8 20 世紀 90 年代國民黨主政台灣期間，其

“行政院”曾決定採用國際流行的大陸漢語拼音來統

一地名的表達方式，這無疑是一種順應潮流的正確舉

措。然而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就指使一些學者研

製體現台灣本土意識的拼音方案。2000 年民進黨執政

後即正式推行所謂的“通用拼音”方案。民進黨當局

宣傳，通用拼音既體現台灣特色，又能與中文漢語拼

音相容。有台灣學者指出，在漢語的全部 400 多個因

素中，上述兩種拼音方案對 60 多個因素的拼法有差

異，擴展到音節與漢字，差異就將分別相應地增加到

19%和 48%。9 哪裏能夠相容？ 
民進黨方面加劇文化不統一的做法是有所用心

的。有香港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企圖用通用拼音取

代漢語拼音的實質是“要從語言文化上割斷台灣與祖

國大陸的血脈聯繫”。10  聯繫到民進黨政府還積極推

行“去中國化”運動，凡是使用“中國”、“中華”

等字樣冠名的團體和企事業單位一律改為“台灣”開

頭，連沿用多年的“中華郵政”都被硬行改為“台灣

郵政”，造成諸多不便。2007 年中，台灣“教育部”

全面修改中小學教科書，按照“去中國化”的原則更

換或刪除了涉及兩岸關係的 5,000 多個名詞。如一貫

沿用的“國父孫中山”都必須改為“孫中山 ”以示

台灣與中國不是一個國家。這些做法遭到不少台灣有

識之士的反對，連國民黨方面也一針見血地指出，民

進黨搞不成“政治台獨”，就搞起“文字台獨”來

了。甚至有些正義感較強的台灣人把民進黨的上述行

為斥之為“漢奸行為”。11   
文化不統一的背後埋藏着“文化台獨”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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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着祖國統一的障礙，必須引以為戒保持高度警惕。       

在宗教領域也有成功的例子。媽祖是中國道教中

代表性的神明之一，媽祖崇拜於北宋年間起源於福

建，後擴展到廣東、台灣，進而傳遍沿海地區，後來

也進入內地，並且傳到東南亞和拉丁美洲國家。目前

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四地都繼承了媽祖信仰的傳

統，媽祖廟(天妃廟、天后宮)香火不斷。近年來每年

前往福建莆田湄州的媽祖廟朝聖的人數在 100 萬以

上，其中台灣客人就超過 10 萬人。澳門在路環島建立

了媽祖文化村，豎立了世界上最高的媽祖雕像。台北

市每年舉辦的台灣媽祖文化節、媽祖文化展都越辦越

興旺。兩岸四地的學者還經常舉行媽祖文化研討會，

商討深入研究媽祖文化的有關合作事宜。不難看出，

媽祖信仰已經成為海峽兩岸民眾有機聯繫的感情紐

帶，也將成為溝通四地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徑。 

 
 

四、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未來展望 
 
文化統一對於促進祖國統一具有特殊的作用與意

義，海峽兩岸人民共同弘揚中華文化是促進祖國統一

的有效途徑。 
其次，從未來發展着眼，海峽兩岸四地人民有責

任同心協力，共商弘揚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大

事。應做和可做的事情很多，以下三個方面當為首選： 

中華文化促進祖國統一的特殊作用是由其自身的

深刻內涵所決定的。在數千年的歲月中，海峽兩岸的

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而中華文化又

以其多樣而統一的形式、博大而精深的內涵，成為國

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象徵。中華文化固有的精神力量

正是凝聚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根本原因。    

第一，求同存異，達成共識。要理解文化內涵在

祖國統一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遠意義，明確文化統一對

於祖國統一的積極作用。在政治問題一時尚無法徹底

解決的情況下，尤其要深刻領會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的無窮魅力。可以暫時擱置一些敏感或者難度較大的

問題，迴避一些容易引起對立或擴大分歧的難點，確

認弘揚中華文化這個“大同”，以形成高屋建瓴之

勢，促使問題和困難迎刃而解。  

首先，從當前的實踐入手，海峽兩岸四地人民可

以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歷史、文博、

出版、宗教等諸多文化領域找到共同語言，開展廣泛

的交流與合作，共同促進中華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與繁

榮。兩岸的故宮博物院在這一方面起到了帶頭作用。

2009 年 9 月 22 日，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

院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 10 月間在台北故宮博

物院參加“雍正大展”的 37 件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

珍品(包括雍正畫像)將啟運赴台，標誌着兩岸故宮文

物互展正式開始。屆時兩岸故宮博物院將共同滙集

246 件文物，向世人詳盡展示這位清代帝王的日常生

活與政治活動。這是 60 年來兩地故宮博物院首次進行

聯展，揭開了台灣海峽兩岸文博事業攜手合作的序

幕，因此意義非同小可。由此產生的連鎖反應更加喜

人。據悉，2010 年上海世博會期間，將推出以“同根

的文明”為主題的“兩岸故宮珍藏書畫精品 2010 年

上海世博會特許商品”，屆時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的

北宋張擇端本與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院本兩種

《清明上河圖》將首次同時推出，稱為“雙清滙流”；

而書聖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現藏台北)和王獻之

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現藏北京)也將首次

實現“三希聚首”，一新世人耳目。兩地故宮博物院

的精誠合作讓我們看到了海峽兩岸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的美好前景。12   

第二，保持警惕，反對分裂。要認真總結文化統

一促進政治統一的成功經驗，吸取文化因素妨礙祖國

統一的歷史教訓，保持清醒的頭腦，真正理解“不包

含文化內涵的祖國統一，不是真正的統一”這句話的

深刻含義。要十分珍惜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傳

統，旗幟鮮明地反對文化分裂的傾向，針鋒相對地與

各種形式的分裂文化、進而阻礙祖國統一的傾向作鬥

爭。  
第三，積極探索，實事做起。文化具有鮮明的時

代性，不同時期的文化統一可能具有不盡相同的內

容，需要與時俱進，積極探索。在認真研討、大膽創

新的前提下，可以嘗試着從小事、實事做起。除了廣

泛開展廣義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以外，還可以針對性

地減緩甚至消除兩岸的文化差異。例如，可以從對比

和甄別繁體字與簡體字入手，進行整合兩個文字體系

的嘗試。可以聯合組建權威性的機構，統一有關專業

領域(如時事政治、工程技術、教育、文化等)的重要

譯名，盡量減少矛盾與誤解。還可以成分發揮香港澳

門在促進兩岸四地文化統一事業中的緩衝作用與橋樑

作用。 
可以預言，隨着大陸與台灣、香港、澳門之間在

科學、技術、教育、文學、藝術、宗教等文化領域的

交流合作日漸廣泛深化，隨着中華文化得到進一步傳

承與弘揚，台灣海峽兩岸的文化統一定會大有成效，

進而為中華民族最終的祖國統一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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