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務資源是中國和平統一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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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資源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種

特殊戰略資源，是近年來學界提出的新概念1，主要

是指蘊藏在海外華僑華人之中的資金、科技、人才、

信息、知識、網絡等綜合資源儲備的總稱。2 僑務資

源包括硬資源和軟資源兩方面，硬資源主要以華僑華

人經濟和科技實力為核心，軟資源則包含華僑華人文

化力和關係網絡等。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

就認識到僑務資源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不可多得

的寶貴資源。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僑

務資源又有了更為清醒和科學的認識，並就如何把海

內外僑務資源凝聚起來，轉化為推動國家統一、民族

振興的現實生產力，提出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新思

想、新舉措。2011 年 10 月，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全國

僑務工作會議上對僑務資源之於國家發展的意義作

了全面概括，他認為：“要進一步發揮僑務資源優

勢，服務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加強與海外僑胞的聯繫

引導，傳播中華優秀文化，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

好交往，支持海外僑胞為維護和促進祖國統一作貢

獻。要堅持開展為僑服務，維護僑胞和歸僑僑眷的合

法權益。”3 可見，“維護和促進祖國統一”是僑務

資源在新形勢下發揮特殊作用的重要方面。 
要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

族和平崛起，我們還面臨諸多困境，中國尚未實現完

全統一就是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能否實現統一，關係

到民族的興衰和榮辱。而要實現祖國統一，僅僅依靠

國內民眾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借助豐富的僑

務資源，依靠全球華人的共同努力，將全體中華兒女

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發起來，建立最廣泛的

愛國統一戰綫，方能最終實現中國的完全統一。 
 
 
 

一、僑胞是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借助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將海外僑胞視為

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愛國主義旗幟

下，爭取實現包括海外僑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的

大團結”4，並利用一切時機、借助一切場合鼓勵海

外僑胞為祖國統一盡心盡力。在鄧小平看來，僑務資

源作為一種特殊資源與祖國統一大業密切相連，鞏固

和增強新時期愛國統一戰綫，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

的政治力量，不僅要團結包括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

主權範圍內擁護祖國統一的勞動者和愛國者，還包括

所有在海外的有愛國心的炎黃子孫以及外籍華人。 
20 世紀 50-60 年代，毛澤東、周恩來確定和平解

放台灣的“一綱四目”戰略。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

小平在繼承這一戰略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加以發展，提

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這一戰略構想是鄧小平在

會見外賓，特別是在接見華僑華人時提出並通過他們

迅速傳播到海外。1982 年 1 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

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

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

制度是可以允許的。”5 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明

確提出“一國兩制”概念。鄧小平之所以在會見海外

華僑華人時提出“一國兩制”構想，這並不是巧合，

而是因為在其視野裏，海外僑胞可以對祖國和平統一

大業有所貢獻，是一支可以依靠的力量。1983 年 6
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華人國際問題學者楊

力宇教授時強調：“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

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

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

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6 1984 年 2 月，鄧小平

在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華

僑華人代表團時，再次明確闡述了“一國兩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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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7 此後，鄧小平還在會見華僑華人代表李政道、

楊振寧、吳健雄、丁肇中等人時，多次系統地闡釋了

“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的事實是，海外僑胞不負

眾望，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將“一國兩制”構想迅速

傳遍世界。 
早在 1978 年 12 月，廖承志在全國僑務會議和第

二次全國歸僑代表大會上就呼籲：“廣大國外僑胞，

國內歸僑、僑眷要本着愛國一家的精神，廣交朋友，

多做工作，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新的貢獻。”8 
這段講話，不僅說明了華僑愛國主義與僑胞支持祖國

統一大業兩者之間的因果聯繫，而且提出了歸僑僑眷

也要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的思想。1979 年 2 月，鄧小

平在為《美洲華僑日報》的題詞中就明確肯定了僑胞

在“反獨促統”中的積極作用，並對他們提出殷切希

望：“願你們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台灣歸回祖

國、實現統一祖國大業，做出更多的貢獻。”9 要完

成祖國統一，需要團結與大陸和台灣都有接觸和影響

的人士，而僑胞與兩方面都有着廣泛的聯繫，具有可

以滿足這種需要的得天獨厚優勢。1984 年 4 月，習仲

勛在全國省級僑辦主任會議上說：“在三千多萬華僑

和外籍華人中，有不少人是從台灣出去的，又有更多

的人在台灣有親戚朋友。有的人可以到台灣去，也經

常到大陸來。通過他們，可以溝通大陸同台灣的聯

繫，這是一條很自然的渠道，它對祖國統一大業的促

進作用，是其他任何力量所代替不了的。”10 在他看

來，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雖是炎黃子孫的共同願望，但

與大陸、港澳台同胞相比，海外僑胞具有無法比擬的

獨特優勢。智利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彭奮鬥指

出，祖國大陸關於緩和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一

系列主張和政策，許多不為島內民眾所瞭解，這種情

況是由於兩岸之間的溝通不足而造成的。11 鑒於此，

僑胞作為溝通兩岸的重要橋梁，對於發展兩岸關係意

義重大。一方面，僑胞會有意識地、客觀地宣傳、介

紹大陸，使島內外台灣同胞能够全面準確地瞭解大陸

提出的“一國兩制”方針；另一方面，僑胞也會通過

努力，讓大陸同胞正視目前兩岸在意識形態、社會制

度、政治體制等方面的差異，瞭解台灣同胞所思、所

慮、所需，從而為兩岸和解共生、對話交流營造和平、

寬鬆、有利的發展環境。 
借助僑胞、港澳同胞的力量，可以逐漸消除海峽

兩岸數十年的隔閡和誤解，推動兩岸經濟、政治、文

化、體育、衛生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可以排除國際

因素和“台獨”勢力的干擾，增強台灣同胞的國家認

同感和中華民族凝聚力，推動台灣同胞贊同用“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方法實現祖國統一。1979 年 10 月，

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指出：“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

是順應歷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各民主黨

派和工商聯在台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僑胞中有廣

泛的聯繫和影響，希望你們在促進台灣歸回祖國的事

業中，積極貢獻力量。”12 1984 年 10 月，鄧小平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慶祝典禮上指出：

“我們主張對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實行和平統一，有關

的政策，也是眾所周知和不會改變的，並且正在深入

全中華民族的心坎。大勢所趨，祖國遲早總是要和平

統一的。希望全國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胞同胞

和海外僑胞，共同促進這一天早日到來。”13 在鄧小平

的政治視野裏，海外華僑華人與大陸同胞、港澳同

胞、台灣同胞一並構成了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合

力體系，在推動國家統一方面，僑胞擁有與大陸同

胞、港澳台同胞同等重要的地位，發揮同樣重要的作

用。 
為了最終實現祖國統一大業，鄧小平還提出了

“中華民族大團結”的思想。1984 年 6 月，鄧小平在

會見香港知名人士時說，“凡是中華兒女，不管穿甚

麼服裝，不管是甚麼立場，起碼都有中華民族的自豪

感”14；為了國家的統一，“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

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甚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

黨的人，都要大團結”15。這一思想，充分體現了以

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

寬廣胸懷，既立意高遠，又立足現實。這也極大地鼓

舞了僑胞維護中國和平統一的決心和信心。實踐證

明，鄧小平關於借助僑務資源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思

想具有極大的感召力。港澳的成功回歸作為實現祖國

和平統一大業的重要里程碑，是包括海外華僑華人在

內的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中國政府分別與英國

和葡萄牙政府簽訂了關於香港、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後，華僑華人歡欣鼓舞，紛紛表示祝賀。港澳回歸祖

國的發展前景，更是吸引了不少僑胞前來定居和創

業。1997 年 7 月 1 日，在出席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的來

賓中，就有頗具廣泛代表性的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300 名海外僑領及華人代表，其中包括楊振寧、丘成

桐、牛滿江等一大批著名人士。幾年後，澳門回歸實

現時，亦出現同樣盛況。 
 
 

二、僑胞是“反獨促統”的特殊生力軍 
 
由於歷史原因，中國尚未完成統一，兩岸仍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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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治”狀態，同時，中國還面臨着與周邊國家在釣

魚台島、東海大陸架、南沙群島、中印邊界等問題上

的爭端和“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的擾亂，這

些都成為包括華僑華人在內全體炎黃子孫的共同痛

楚。但是發展“兩岸四地”關係，維護國家統一，海

外華僑華人可以大有作為，具有特殊優勢。海外僑胞

不論來自何方，不論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有何不同，

都是炎黃子孫，都有一顆熾熱的中國心，都能够在愛

國主義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發揮

重要作用、作出積極貢獻。 
僑胞有着“大陸－台灣－海外”三點連綫的關

係，他們在三角形互動中，出於利益的考量，感情的

牽挂，觀念的共識，已經日益成為“反獨促統”的特

殊生力軍，成為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不可或缺的力

量，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沿着鄧小平的思路，江

澤民多次論述了華僑華人在祖國統一大業中的作用

和地位。1995 年 1 月，江澤民在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

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等單位舉辦的新春茶話

會上說：“港澳同胞、海外僑胞為促進兩岸關係、祖

國統一和中華民族振興，作出了許多努力，功不可

沒。我們希望廣大港澳同胞、海外僑胞進一步為發展

兩岸關係、統一祖國和振興中華作出新的貢獻。”16 
作為中華民族的海外成員，僑胞內心深處認同中華民

族和中華文化，企盼祖國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大業。廣

大海外中華兒女以民族血緣為紐帶，以中華文化為載

體，以經貿合作為基礎，以科技交流為橋樑，多領域、

多渠道、多層次地加強同海峽兩岸的溝通和聯繫，有

力地促進了祖國統一大業，增強了中華民族凝聚力。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1999 年 1 月，江澤民在接見全國

僑務工作會議代表時着重表達了黨和國家希望僑胞

在經濟發展、祖國統一這兩方面能够發揮特殊作用：

“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對加快我們的經濟建設

和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是十分有益的。”17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週年

大會的講話中號召：“海峽兩岸同胞和海外僑胞團結

起來，反對分裂，為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和祖國和平統

一進程而繼續奮鬥。”18 同時，江澤民還將華僑華人

在祖國統一大業中的特有角色與新時期愛國統一戰

綫有機結合起來，對愛國統一戰綫的內涵作了全新闡

發，使統一戰綫中“僑”的外延有所擴大。2000 年

12 月，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現在，

統一戰綫的工作範圍包括：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

人士，黨外知識分子，少數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

非公有制經濟人士，香港特別行政區同胞、澳門特別

行政區同胞，台港同胞、去台灣人員留在大陸的親屬

和回大陸定居的台胞，出國和歸國留學人員，海外僑

胞和歸僑僑眷，原工商業者，起義和投誠的原國民黨

軍政人員等。”19 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是僑務工作

服務黨和國家發展大局的根本要求。按照江澤民指示

精神，新時期僑務工作要依託愛國統一戰綫，引導僑

胞以各種形式、積極開展反對“台獨”分裂勢力的鬥

爭；引導僑胞按照擁護祖國統一不分先後的原則，團

結一切“反獨促統”的愛國者，逐步壯大擁護祖國和

平統一的力量。 
做好為祖國統一大業服務是新時期僑務工作的

一項重要內容，江澤民注重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和

炎黃子孫的共同心願出發，將海外華僑華人的政治力

量和影響力與祖國的統一大業聯繫起來，通過海外華

僑華人積極推進祖國統一大業。2000 年 12 月，江澤

民在全國統戰會議上還就愛國統一戰綫中“關於海

外僑胞的工作”作了新的闡釋，他說：“廣泛團結和

聯合大陸同胞、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共

同反對‘台獨’、反對分裂，促進祖國早日完成統

一。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只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擁護祖國統一，不論甚麼階層、甚麼黨派、甚麼團體、

甚麼人，我們都要同他們加強聯繫，廣泛團結，努力

形成全體中華兒女共同致力於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的政治局面。”20 這一方面改變了過去統戰工作主要

在大陸範圍內做工作的舊格局，形成了“立足大陸、

三個面向”(面向台灣、面向港澳、面向世界)的開放

型新格局；另一方面指示僑務工作在引導僑胞在與台

灣同胞交往過程中，傳遞“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

理智選擇，促進兩岸同胞形成共識，團結起來，積極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大業。 
 
 

三、僑胞是兩岸和平發展的積極推動者 
 

“完成祖國統一”、“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維

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

要完成的三大歷史任務。2005 年 3 月，胡錦濤在參加

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民革、台盟、台聯界委員聯組

討論時發表的講話中堅定地指出：“維護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任何人要危害中國的

主權和領土完整，十三億中國人民堅決不答應。”21 
他還不止一次地表達了新時期國家在維護領土完

整、實現和平統一大業方面的勇氣、決心和信心。為

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胡錦濤將目光鎖定在幾千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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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僑胞身上。2006 年 7 月，他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

指出：“推動形成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反分裂、反

‘台獨’、促統一的良好局面。”22 2006 年 7 月，《中

共中央關於鞏固和壯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綫的意

見》強調：“引導華僑華人社團加強團結合作，推動

全球‘反獨促統’運動，形成全體中華兒女共同致力

於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的局面。”23 這裏面暗含着一

對互動關係和一個合力系統，即在促進祖國統一方

面，要努力形成大陸同胞、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三

者的良性互動和合力。 
由於華僑華人身處海外，和國際社會聯繫密

切，易於影響國際輿論，因而對於兩岸統一意義重

大，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回顧歷史，幾千萬愛

國僑胞曾為“一國兩制”構想的傳播作出了不可磨

滅的貢獻；展望未來，他們必將繼續為溝通和改善

兩岸關係、推進兩岸和平發展發揮不可替代的作

用。2011 年 7 月 1 日，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

立九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呼籲：“我們要牢牢把

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全面深化兩岸交流合

作，擴大兩岸各界往來，共同反對和遏制‘台獨’分

裂活動，為兩岸同胞謀幸福，為中華民族創未來。”24 
其中所說的“我們”二字，內涵豐富，不僅包括支

持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大陸和港澳台同胞，而且還

包含了數千萬海外愛國僑胞。2006 年 7 月，胡錦濤

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說：“幾千萬海外僑胞具有

熱愛祖國的光榮傳統和報效祖國的強烈願望，是實

現祖國完全統一的重要力量”25。這就明確指出了

華僑愛國主義是海外僑胞真切擁護祖國統一的根本

原因，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和要害。海外僑胞警惕任

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從抨擊李登輝訪美到

譴責陳水扁“終統”，從聲討“兩國論”再到抗議

“入聯公投”，無不體現了廣大僑胞維護祖國統一

的決心和勇氣。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開宗明義地

表示，支持海外僑胞關心和參與和平統一大業。26 
寥寥數語，但含義深刻，充滿時代特色，既有深厚

的歷史意義，更有長遠的現實意義，是以胡錦濤為

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僑務

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新世紀中國共產黨推進祖

國統一大業的行動指南。 
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

報告中，就如何發揮僑務資源為祖國統一服務，提

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他主張：“要加強同歸僑、

僑眷和海外僑胞的聯繫，開展多種形式的團結聯繫

活動，為實現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

力量。”27 需要進一步提及的是，作為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賈慶林，在每年召開的

全國政協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都會強調海外

僑胞對“反獨促統”的重要作用，都會呼籲廣大僑

胞要加強團結與合作，共同致力於實現祖國的和平

統一大業。2010 年 3 月，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工作報

告中充分肯定“海外僑胞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積

極推動者”。28 為凝聚僑力、僑務資源致力於反對

“藏獨”和“疆獨”分裂勢力，維護中國的主權獨

立和領土完整，2010 年 5 月，賈慶林在第五屆世界

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上向廣大僑胞提出三點希

望：“一是積極參與新疆、西藏經濟社會建設，多

到新疆、西藏投資興業，多做穿針引綫、鋪路架橋

工作，多為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和可持續發展

獻計獻策，努力做新疆、西藏跨越式發展的重要促

進者；二是不斷加強與境外維吾爾族、藏族等少數

民族僑胞的聯繫，團結爭取更多境外少數民族僑胞

心向祖國，努力做民族團結的堅定支持者；三是大

力宣傳新疆、西藏改革發展成就，宣傳中國的民族、

宗教工作方針政策，宣傳我國科學發展、和諧發展、

和平發展的理念，努力做中國與世界的熱心溝通

者。”29 這段講話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借

助僑務資源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思想：一是將海外

僑胞在維護祖國統一方面的作用和優勢作了拓展和

深化，即強調了僑務資源在促進疆藏經濟發展、維

護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方面的功能；二是將僑務工

作與民族、宗教工作統一起來，共同致力於維護中

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三是提出了通過加強少數

民族僑務工作，維護祖國統一大業的新思想。國務

委員戴秉國也在此次大會上勉勵與會僑胞加強團結

合作，在維護僑胞福祉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方面發

揮更大作用；加強涉疆、涉藏的對外宣傳，在增進

住在國政府和人民全面、客觀瞭解新疆、西藏方面

發揮更大作用；抓住機遇，在促進新疆、西藏擴大

對外開放、實現跨越式發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30

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有效溝通是兩岸增

進理解和互信的第一步，僑胞在這方面具有獨特優

勢。台灣社會許多家庭都有“海外關係”，與僑胞

有着密切的親緣、地緣、文緣、業緣和神緣關係，

在意識形態、政治傾向、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方

面，也有較多共識。2006 年 7 月，胡錦濤在全國統

戰工作會議上就說：“鼓勵和支持他們(華僑華

人——引者註)發揮血緣、親緣的優勢，以共同文化

淵源、共同民族情感、共同民族利益為基礎，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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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同胞的溝通和理解，為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及

其活動、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貢獻智慧和力量”。31 這

不僅向我們闡釋了僑胞支持祖國統一大業的具體原

因，即具有共同的文化淵源、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

而且要求僑胞在兩個方面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貢

獻智慧和力量”。 
華僑華人是世界瞭解“一國兩制”構想的重要

窗口。中國實現統一，需要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而讓世界人民認識中國，正確理解“一國兩制”構

想是重要一環。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一些國家對兩

岸現狀和中國實現祖國統一的政策缺乏全面的瞭

解，甚至存有誤解，這種情況於中國統一大業不利。

非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一位負責人就曾說：

“很多非洲國家並不瞭解中國大陸和台灣目前的分

離狀況，以為台灣就代表中國，有時候缺乏溝通，

政府官員也不具備分辨能力。東方對於他們是太遙

遠了，他們會有誤解。”32 基於這種背景，僑胞在

祖國統一過程中的地位越加凸顯。賈慶林在全國政

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強調：“繼續加強與海外華僑

華人和歸僑僑眷的聯繫，多做凝聚僑心、滙聚僑智、

發揮僑力、維護僑益的工作，一如既往地支持全球

華僑華人‘反獨促統’活動，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貢獻力量。”33 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

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強新形勢下僑務工作的

意見》明確指出，加強僑務對台工作，把反對和遏

制“台獨”分裂勢力作為對台工作的首要任務，深

入扎實地推動和支持海外僑胞舉辦的各種形式的

“反獨促統”活動，形成強大聲勢，堅決遏制“台

獨”分裂勢力在海外的影響。要以親情鄉誼與合作

交流為媒介，廣泛聯繫台灣籍僑團和人士，做好重

點親台社團和人士的團結爭取工作，通過島外影響

島內，爭取台灣民心。支持海外僑胞多做推動兩岸

人員往來和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工作，以消

弭隔閡、增進互信。鼓勵海外僑胞利用各種渠道向

住在國政要、友人和主流媒體介紹我對台灣問題方

針和主張，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反對“台獨”分裂勢

力、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立場的理解和認同，積極營

造有利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國際環境。34

胡錦濤一再強調：“‘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

動日益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最大障礙，成為對台海

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現實威脅。”35 僑胞警惕任何

形式的“台獨”分裂主義動向，並同一切膽敢冒天

下之大不韙的“台獨”分裂活動進行堅決鬥爭。其

中世界各地規模龐大且互動的“反獨促統”組織，

集聚了愛好和平、擁護祖國統一的華僑華人，並將

“反獨促統”力量延伸至世界各個角落，成為海外

僑情變化的新亮點。截至 2008 年，海外僑胞已經在

全球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個“反

獨促統”組織，召開了二十多次全球或洲際性的

“反獨促統”大會36；同時，眾多“反獨促統”組

織織成了一個強大的網絡，積極開展具有實質內涵

的活動。此外，僑胞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對居住

國的對華涉台政策施加積極影響，向當地政府、主

流社會和普通民眾介紹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

政策和立場，逐漸縮小“台獨”分裂勢力在海外的

影響。海外華僑華人通過發表聲明、宣言等多種形

式，無數次地肯定和支持兩岸溝通與關係的改善，

譴責阻礙兩岸交流的一切行為。2008 年 11 月，大

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簽

署四項協議，海外僑胞給予高度評價。對於兩岸直

接的交流與合作，華僑華人始終是滿懷期待和大力

支持，比如說積極響應和紀念“汪辜會談”、高度

評價“連宋大陸行”、“兩岸直航”和“海峽兩岸

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簡稱“ECFA”)等等。 
實踐證明，在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構想的

感召下，廣大僑胞已充分認識到和平統一是兩岸人

民的共同福祉、戰爭分裂是兩岸人民之禍，並且自

覺地站到全球“反獨促統”陣營，以共同的文化傳

統、民族情感、民族利益為基礎，成為推進兩岸良

性互動及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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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資源”這一概念。“僑務資源”概念是近年來由學界提出，而後在僑界廣泛使用。 
2 趙紅英：《新時期黨對僑務資源的認識及思考》，載於《中共黨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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