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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曾 

 

2005 年 5 月，時任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 高

領導人的胡錦濤和連戰在北京舉行了歷史性的會

面，從此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出現了良性互動態勢。十

年來，國共雙方不懈努力，在政治尊重、經濟互助、

文化交流等多個方面切入，積極發展友好合作關係。

時至今日，海峽兩岸關係和諧協調地向前發展已經是

大勢所趨，不可阻擋了。 

值此繼往開來的關鍵時期，有必要回顧歷史，考

察現實，展望未來，對兩岸關係的和諧發展進行理性

的思考和認真的總結，以便科學地指導未來的實踐，

促使兩岸和諧關係與共同事業更好地深入發展，為實

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宏偉理想作出應有的貢獻。 

 

 

一、台灣海峽兩岸和諧關係的理論依據 

 

“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

個中國”。1 因此，兩岸關係是國家和民族的內部關

係，應當從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淵源中汲取存在

與發展的養料。考察中華文化的璀璨寶庫，不難從儒

家、道家和佛家的學說中找到兩岸關係籍以遵循的理

論依據。 

 

(一) 儒家學說“和為貴”的核心理念 

在中華文化的龐大體系中，以孔子為先驅者開創

的儒家學說無疑是 重要的學說之一。“儒家的學說

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 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

主流意識”。 2  一般認為，儒學的核心理念可以用

“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等來概括，

“和合”思想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和合思想可謂源遠流長，“早在《周禮》中就提

出了‘以和邦國’的原則，《論語》中有‘禮之用，

和為貴’。《禮記‧中庸》則對‘中’與‘和’作出

詳盡闡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3 在這裏，“和為貴”是儒家倡導的道德實

踐原則，也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其意思是“禮的

作用，貴在能夠和順”；“按照禮來處理一切事情，

就是要人和人之間的各種關係都能夠恰到好處，都能

夠調解適當，使彼此都能融洽”。4 《詩經‧小雅》

中就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句子，表明親人之

間沒有不可化解的結，沒有不能消融之仇。古人的言

行為後人處理相互關係樹立了榜樣。海峽兩岸的中國

人只有構建和諧的相互關係，才能符合“和為貴”的

基本原則。 

 

(二) 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學觀 

以老子和莊子為代表的道家也是中國古代的一

個重要學術流派。尊重自然、遵循規律的哲學思想是

道家學說的精華所在。其經典論述出自老子《道德

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

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 老

子將這種早在開天闢地之前就存在，獨一無二地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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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代中國兩岸和諧關係的構建  自己的法則運行而永不停止永不改變，可以作為世間

萬物和天地來源根本的東西稱之為“道”，實際上

“道”正是對自然規律的高度概括。 

考察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必須追溯台灣的歷史

沿革。在人類誕生之前的悠遠地質歷史年代中，台灣

是因地殼運動形成海峽後從大陸分離的島嶼。大約從

距今二千來年的秦漢時代起，台灣即受到大陸政權的

重視，秦代時稱其為“滿洲”。逾 1800 年前開始，

三國時代前後有軍人和平民東渡台灣島，從事拓墾與

開發。史載，公元 230 年時吳王孫權派出上萬官兵前

往台灣(時稱夷州)屯墾，留下了關於台灣的 早文字

記錄。隋朝將台灣改稱“琉求”，公元六、七世紀之

交，隋煬帝曾派遣官員三次前往台灣，“訪察”和

“慰撫”當地居民。唐宋時期則有大量大陸沿海居民

為躲避戰亂或謀生遷居澎湖、台灣，至南宋時澎湖已

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元代國力強盛，加強了對

台灣的管理。“公元 1335 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設‘巡

檢司’，管轄澎湖、台灣民政，隸屬福建泉州同安縣

(今廈門)。中國在台灣設立專門政權機構，也自此開

始”。8 在元代之前一千數百年的歷史時期內，台灣

主要依附於大陸才得以生存發展，大陸與台灣的相互

關係無疑是和諧的。  

道家的哲學思想規範了人與自然的關係，進而也

規範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老子強調人要服從於

“地”，進而服從於“天”、服從於“道”，歸根結

底是服從自然規律。經過數十億年時間的調適，自然

界的萬物協調共生，和諧發展；人際關係同樣應當效

法自然界，惟有和諧發展才能順應自然界的規律。 

 

(三) 佛教教義體現的和諧思想 

三千多年前起源於古伽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

內)、以該國王子喬達摩‧悉達多為創始人的佛教，

大約於西漢末年(一說秦代)傳入中國，後逐漸傳播至

全國各地。儘管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但是佛教

教義中包含的許多重要思想則具有豐富的學術內

涵，是意義深遠的精神財富，和諧思想即為其中之一。 

有學者指出，“從佛教經過的漫長歷史和流傳世

界廣濶的地域國度來看，佛教所具有的崇尚和平、和

諧、慈善、勸善、饒益眾生等性格和價值取向是十分

明顯的”。6 考察佛教經典的具體內容，小乘佛教主

張的“四諦”與“十二因緣”，“五戒”與“十

善”；大乘佛教倡導的“六度”、“四攝”與“六和

敬”等，都從不同角度體現了對真善美與和諧協調的

尊崇。所以從整體上說，“無論是小乘還是大乘，在

它們的基本教義和倫理、戒規與規範中皆蘊含着豐富

的有助於促成人們身與心和谐、人與人之間和諧、人

與社會和諧的思想”。7  

 

(二) 近代中國兩岸和諧關係經受考驗  

明代初期開始，由於內政和外交的需要，中央政

權加強了對台灣的治理和防衛。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

的壯舉帶動了大陸與台灣的經濟文化聯繫，為了抵禦

倭寇的侵擾，明政府陸續在基隆、淡水港口駐軍。 

明代中期以後，外來侵略者的魔爪開始染指台

灣。17 世紀初，荷蘭和西班牙殖民者相繼入侵台灣，

後台灣淪為荷蘭的殖民地。台灣人民曾舉行武裝起義

反對殖民統治。 

台灣海峽兩岸當代中國人的和諧相處，無疑是對

真善美的追求，同樣符合佛教教義蘊含的和諧思想。 

 明代末期，大批閩籍大陸居民在顏思齊、鄭芝龍

率領下遷居台灣，促進了台灣的經濟發展，也與殖民

者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清政府建立之後，鄭成功於

1661 年仍以南明王朝招討大軍名義，率軍進攻荷蘭殖

民者，於次年迫使荷蘭總督簽字投降。此後建立的鄭

氏政權與清政府對峙，20 年後施琅率清軍水師攻克台

灣，清政府將台灣劃歸福建省管轄，設台灣府。此後

近兩個世紀，大批閔、粵居民遷往台灣，有效地促進

了台灣的發展。 

 

二、台灣海峽兩岸和諧關係的歷史回顧 

 

回顧歷史，在近兩千年的漫長歲月中，台灣海峽

兩岸關係的主流是和諧的。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具

有不盡相同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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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後期，日本、法國相繼入侵台灣，1885

年清政府在中法戰爭後收復台灣，並將台灣劃為單一

行省。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後，台灣於 1895 年被割讓

給日本，直至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徹底

勝利，台灣才於 1945 年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總之，在明初以來的五個半世紀的歷史時期內，

大陸與台灣之間歷盡坎坷，相互之間的關係經受了血

與火的考驗，但兩岸之間的同胞情誼始終綿延不斷。 

 

(三) 現代中國兩岸和諧關係遭遇挑戰 

1949 年的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共產

黨在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 後勝利，中國國民黨敗走

台灣。政權的更替造成了大陸與台灣分別由中國共產

黨和中國國民黨治理的現象。即使在兩岸分治的情勢

下，內戰的陰影仍揮之不去。1955 年 4 月克什米爾公

主號上無辜遇難的大陸外交官員和記者死不瞑目，

1958 年 10 月爆發的炮擊金門事件更終止了中共方面

和平解放台灣的預想，從此兩岸之間的和諧關係蕩然

無存。 

冷戰的狀態又維持了二、三十年。1979 年 1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

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

所趨”，進而呼籲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為實

現祖國統一的事業做出寶貴的貢獻”。9 與此同時，

“中國政府已經命令人民解放軍從今天起停止對金

門等島嶼的炮擊”，還提出“雙方盡快實現通航通

郵，以利雙方同胞直接接觸，互通訊息，探親訪友，

旅遊參觀，進行學術文化體育工藝觀摩”。10 1987

年 10 月 14 日，蔣經國在台北宣布，從 15 日零時起，

在台灣和澎湖地區實施了 38 年之久的戒嚴令正式解

除。從此兩岸關係的冰封狀態開始解涷，逐步實現了

三通和人員來往。在遭遇了嚴峻的挑戰之後，台灣海

峽兩岸之間的關係逐漸進入嶄新的階段。 

 

 

三、台灣海峽兩岸和諧關係的實踐探索 

 

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海峽兩岸關

係的新紀元是 2005 年 4 月 29 日開啟的。那一天，率

團訪問北京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受到中國共產黨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的熱烈歡迎，兩人在人民大

會堂會面，實現了兩黨 高領導人時隔 60 年後的再

次歷史性握手。“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國民黨人捐棄

前嫌，握手言和，相逢一笑泯恩仇。儘管雙方的認識

尚不一致，儘管遇到的具體情況千變萬化，儘管需要

解決的問題錯綜複雜，畢竟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千

里之行，始於足下，一旦破冰啟動，前進的步伐便不

可阻擋了”。11 回顧十年來的不平凡歷程，不難發現

海峽兩岸相互關係的和諧發展既取得了豐碩的成

果，又展現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一) 兩岸關係和諧發展的豐碩成果  

兩岸和諧關係的成果是全方位的，主要體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1. 國共兩黨 高領導人的交往形成定制 

從 2005 年 4 月首次會見到 2012 年 11 月中共十

八大換屆，胡錦濤和連戰兩位政黨 高(準 高)領導

人每年都要安排會面。從北京、上海到新加坡、檀香

山，包括APEC峰會和奧運會、世博會，少則一年 1

次， 多時一年見了 3 次面。8 年間兩人共會見 12

次，可謂常來常往，走動頻繁，兄弟之情日漸深厚。

習近平總書記接任之後，延續了這一慣例。他首次以

總書記身份會見連戰榮譽主席後，還特地設家宴招待

客人，共話鄉音，共敘鄉情，兄弟情誼溢於言表。國

民黨新任主席朱立倫率團來大陸訪問，習近平總書記

於 2015 年 5 月 4 日在北京同他見面。兩人首次會面

時竟“不約而同”地都繫上了藍色基調的領帶，被讚

為“好一片習朱藍”。12 國共兩黨 高領導人的不定

期交往已經形成定制，為兩岸關繫的和諧發展奠定了

堅實的基礎。 

2. 海協會、海基會的兩會對話平台卓有成效 

台灣方面的“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

會”)與大陸方面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

協會”)自 1990 年和 1991 年相繼成立以後，開展了

大量開創性的工作，已經成為兩岸之間溝通交流與合

作的有效平台。1992 年 11 月上述兩會在商談中達成

共識“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被稱為“九

二共識”，“‘九二共識’的核心是堅持一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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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的精髓是求同存異”。13 二十多年來，

兩會平台成果卓著，主要包括 1993 年成功舉行“汪

辜會談”，2005 年促成兩黨 高領導人會面，2008

年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大陸居民赴台灣

旅遊協議》，2009 年簽署《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罪犯及

司法互助協議》，2010 年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

架協議(ECFA)》，2013 年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

議》等，都對兩岸之間的政治互信、經濟合作，社會

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兩岸關係日益和諧，

兩會功不可沒。 

3. 經濟合作深入發展 

十年來兩岸的經濟合作持續前進，穩步上升。僅

舉兩個例證：一是台商對大陸投資日益增加。據台灣

經濟主管部門“投審會”公佈的數字，僅 2013 年 1-9

月，台商新增赴大陸投資總數就達 1,347 件，比上年

同期增長 35.38%；投資金額為 32.6 億美元，同比增

長 21.46%。據台灣“金管局”的統計資料，截至 2014

年第三季度，“台商赴陸累計投資金額為 18,753 億元

(新台幣)，較 2013 年底增加 1,611 億元”；與此同時，

“獲利滙回金額增長兩成”。14 二是台灣農產品暢銷

大陸。自 2005 年中國國務院批准台灣農產品准予直

航免稅進入大陸以來，計有 15 大類、超過 6,000 種台

灣“CAS優良農產品”投放內地市場，如今包括肉

品、乳品、水果、果蔬汁、大米、冷涷食品、即食餐

食等在內的台灣農產品在大陸居民的餐桌上早已屢

見不鮮。與此同時，大陸企業家到台灣的投資也日益

增加，兩岸經濟合作正在結出越來越豐碩的果實。 

4. 社會文化領域的交流全面展開 

十年來，海峽兩岸在交通、旅遊、文化、教育等

各個領域的交流全面展開，覆蓋了極其廣濶的社會層

面。自 2003 年“台商節日包機”開始，經過“兩岸

節日包機”、“兩岸週末包機”等的逐步升級，至

2009 年 8 月 31 日正式開通“兩岸定期直航班機”，

台灣海峽早已是“天塹變通途”了。大陸遊客赴台灣

旅遊同樣大幅增長。據台灣媒體報導，“2014 年內地

赴台灣旅遊人數達到 393 萬人次，其中自由行增長明

顯，同比增幅達到 125%。台灣方面表示，今年(指 2015

年 ) 內地赴台自由行人數在總人數中佔比還會提

高”。15 兩岸體育界交往已是常事，兩地學生到對方

留學也成家常便飯。文化領域的交流合作更令人矚

目。2011 年 6 月 1 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舉辦“山水合

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元代著名畫

家黃公望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圖》，“在成畫 660 多

年、分割 360 多年、分藏於海峽兩岸 60 多年後，終

於實現了歷史性的合璧，首次以完整的面貌展現在世

人眼前。‘合璧’的主題已經超出了畫作，超越了時

空，體現出更加深刻的內涵”。16 總之，海峽兩岸關

係的和諧發展已經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 

 

(二) 兩岸關係和諧發展的美好前景 

在回顧總結台灣海峽兩岸關係和諧發展取得豐

碩成果的基礎上，有必要也有可能對今後兩岸和諧關

係的前景提出更美好的期望。 

1. 擴大政府間的溝通與合作 

兩岸之間的民間交往是兩岸關係的基石，但作為

執政機構的政府間的交往不可或缺。我們高興地看

到，兩岸政府已經跨出了可喜的第一步。2014 年 2

月 11 日，大陸方面政府機構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

與台灣方面政府機構的陸委會主任王郁琦，在南京舉

行會談。媒體報導稱：這是“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

負責人首次正式會面”。17 此後，兩岸這兩個對口部

門的負責人繼續互訪，深入商談合作事宜。我們希望

兩岸在政府間的交往合作領域更快地取得突破性的

進展，例如，應當盡快在對方互設派出機構，委派權

威性的代表，進而開放更多官方承認的雙方相互認證

領域，直至給對方公民以國民待遇，從政府的層面徹

底打破兩岸之間民間交流的鴻溝。 

2. 嘗試超越國共兩黨的黨派對話與協商 

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兩黨之間的

交流已進入常規化的正常渠道，但中國共產黨與台灣

其他政黨的對話尚未正式進行，中國國民黨與大陸其

他民主黨派的交往也未開通。實際上，大陸和台灣的

現有政治體制都不是一黨專制，而是有其他黨派合法

存在。台灣有在野黨，目前 強大的在野黨民進黨在

選舉中連戰連捷，大有可能在 2016 年大選中問鼎政

府 高領導人寶座。大陸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多黨合作制度”，同樣存在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

員會)、中國民主同盟等八大民主黨派。雙方都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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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現實，尊重對方，開啟超越國共兩黨的全方位黨

派對話機制，開展各個黨派之間的對話協商。這必將

有利於增進相互瞭解，調動更廣泛的有利因素，團結

更多的有生力量，為兩岸關係的和諧發展共同努力。
 

3. 探索“一中框架(架構)”下和平統一新思路 

毋庸諱言，祖國的和平統一、民族的復興騰飛是

台灣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心願。對於祖國統一的終

極目標，國共雙方均有所設想，並分別提出了“一中

框架”和“一中架構”的口號。2012 年 11 月 8 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總書

記胡錦濤在十八大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兩岸雙方應

恪守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

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

存異”。 18  這一提法隨即被媒體概括為“一中框

架”。無獨有偶，2013 年 6 月 13 日，國民黨榮譽主

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重申國民

黨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台獨’的立場，並首度

提出‘一個中國架構’，響應大陸‘一個中國框架’

的訴求”。19 吳伯雄的提法則被媒體概括為“一中架

構”。無論是“一中框架”也好，“一中架構”也

罷，其共同之處是強調“一中”，即一個中國。這個

中國用甚麼名稱來表述，是值得討論、磋商與創新

的。應當說，只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

國”作為國家名稱，現時都不會被兩岸所有的中國人

所接受，因而也就是不甚合適的。相信台灣海峽兩岸

的中國人有智慧、有能力也有勇氣，一定能運用前所

未有的新思路，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新辦法，確保兩

岸和諧關係的持續發展、偉大祖國的 終統一與中華

民族的復興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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