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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值此新年之际，
我代表祖国大陆人民，向广大台湾同胞
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海峡两岸分隔已届 70 年。台湾问
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命运休戚相关。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
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台湾更是被外族侵
占长达半个世纪。为战胜外来侵略、争
取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统一，中华儿女
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台
湾 同 胞 在 这 场 斗 争 中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1945 年，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一道，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
复，重回祖国怀抱。其后不久，由于中
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
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我们团结台湾同胞，推动台海形
势从紧张对峙走向缓和改善、进而走上
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
性进展。

——70 年来，我们顺应两岸同胞共
同愿望，推动打破两岸隔绝状态，实现
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同胞大交
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两岸交流合作日益
广泛，相互往来日益密切，彼此心灵日益
契合。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作
出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

——70 年来，我们秉持求同存异精
神，推动两岸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
上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
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开
启两岸协商谈判，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
流，开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实现
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使两岸政治互
动达到新高度。

——70 年来，我们把握两岸关系发
展时代变化，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确立
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进
而形成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
统一基本方略，回答了新时代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团结台湾同胞共同致力
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和平统一
的时代命题。

——70 年来，我们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巩固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越
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
一事业。

——70 年来，我们始终着眼于中华
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坚定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体中华儿
女，坚决挫败各种制造“两个中国”、“一
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图谋，取得一系
列反“台独”、反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台湾是中
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
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
变的！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浓于
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和民族认同，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台
海形势走向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向前发
展的时代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阻挡的！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两岸
统一的历史大势，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
都无法阻挡的！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

明天。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
是 70 载 两 岸 关 系 发 展 历 程 的 历 史 定
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
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
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

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
平统一目标。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
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一水之
隔、咫尺天涯，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
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两岸
中国人应该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抚

平历史创伤。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
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
作用，把促进国家完全统一、共谋民族
伟大复兴作为无上光荣的事业。

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
福祉系于民族复兴。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是维护两岸和平、促进两岸共同发
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
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
享。中国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民族
复兴、国家强盛，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
富足美好的生活。在中华民族走向伟
大复兴的进程中，台湾同胞定然不会缺
席。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圆中国
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民族复
兴的荣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
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
和平统一实践。“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
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
湾长治久安。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
是分裂的借口。“一国两制”的提出，本
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护台
湾同胞利益福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
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
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
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
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
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
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
将得到充分保障。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
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
商量着办。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
议统一。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
题是影响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总根子，
总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两岸双方应
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凝
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争取早日

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
成国家统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
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
活成长。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台湾任何
政党、团体同我们的交往都不存在障
碍。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合作取代争
斗、以双赢取代零和，两岸关系才能行
稳致远。我们愿意同台湾各党派、团体
和人士就两岸政治问题和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的有关问题开展对话沟通，
广泛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
治谈判。

我 们 郑 重 倡 议 ，在 坚 持“ 九 二 共
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
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
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
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
成制度性安排。

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
平统一前景。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
统一，但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大
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
变。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
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
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背
离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导致两岸关系紧
张动荡，损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正道。“台独”
是历史逆流，是绝路。广大台湾同胞具
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
天亲。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
方针，一如既往尊重台湾同胞、关爱台
湾同胞 、团结台湾同 胞 、依 靠 台 湾 同
胞，全心全意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
事、解难事。广大台湾同胞不分党派、
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分军民、不分
地域，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带
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
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我们愿
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
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
何空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愿意以
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

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对两
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不承诺
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
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
针对台湾同胞。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
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
平统一基础。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
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我们对台
湾同胞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
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
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
感。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
民众将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
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
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
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

我们要积极推进两岸经济合作制
度化，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
力 ，为 合 作 添 活 力 ，壮 大 中 华 民 族 经
济。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
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
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
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
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
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共享，支持两岸邻
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普惠化、便捷化。

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
平统一认同。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
以铸之。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
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
归属。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不管遭遇
多少干扰阻碍，两岸同胞交流合作不能
停、不能断、不能少。

两岸同胞要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两岸同胞要交流互鉴、对话包
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
解，增进互信认同。要秉持同胞情、同
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化育后人，弘扬伟大民族精神。亲人之
间，没有解不开的心结。久久为功，必
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
应该得到全民族肯定。伟大祖国永远
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我
们真诚希望所有台湾同胞，像珍视自己
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
福一样追求统一，积极参与到推进祖国
和平统一的正义事业中来。

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两岸青年要勇担重任、团结友爱、携手
打拼。我们热忱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
大陆追梦、筑梦、圆梦。两岸中国人要
精诚团结，携手同心，为同胞谋福祉，为
民族创未来！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长期以来，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

海外侨胞关心支持祖国统一大业，作出
了积极贡献。希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和
海外侨胞一如既往，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再立新功。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国际
社会普遍共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
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争
取完成国家统一的正义事业。中国政
府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中国人的事
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台湾问题是中国
的内政，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中国人民
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国的统一，不会损害任何国家的
正当利益包括其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只
会给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只会给亚
太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正能
量，只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
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
贡献。

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

来可以开创！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
展大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
大作为的时代。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
风顺，但只要我们和衷共济、共同奋斗，
就一定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
好未来，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
业！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1 月 2 日）

习近平

□新华社评论员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
念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
和平统一方针实施以来两岸关系取得
的突破性进展，系统阐述了立足新时
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推进
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政策主张。
讲话饱含对台湾同胞的关心关爱，是
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为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40 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
台湾同胞书》，正式宣示和平统一的大
政方针，呼吁两岸尽快结束分裂局面，
实施通邮通航，同胞直接接触，进行经
济 交 流 。 一 声“ 台 湾 的 父 老 兄 弟 姐
妹”，饱含对骨肉天亲的深情呼唤；一
个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的决定，融化
了人们心头对峙的坚冰；一句“台湾自
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
发出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铮铮
誓言。

浅 浅 一 湾 海 峡 ，隔 不 断 绵 绵 乡
情。194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
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
任务。改革开放 40 年来，大陆始终坚
持和平统一方针，坚定不移推动海峡
两岸各方面交流合作。从大陆籍老兵
回乡探亲，到台企到大陆开拓商机，文

化 、教育等各领域跨海交流，从大小
“三通”相继实现，到卡式台胞证、台湾
居民居住证、“31 条惠台措施”陆续推
出，从“汪辜会谈”、两岸两会制度性协
商，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两岸交
流从无到有、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
双向。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证明，两岸
同胞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天然情感
和民族认同，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
法改变的。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
义所在、民心所向。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
而产生，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
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安知非日月，弦望
自有时。”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广大台
湾同胞发自内心的体认，也是两岸同胞抚
平历史创伤、谋求国家统一的情感共鸣。
而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了势不可挡
的磅礴力量，两岸同胞更应携手同心，共
同追求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中国
梦，一起过上富足美好的生活。在两岸同
胞共圆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台湾问题必
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
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的提
出，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维
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习近平总书记郑
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
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
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路

是人走出来的。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基础上展开对话合作、共
商“两制”方案，两岸中国人定能早日
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达
成国家统一愿景，为后世留下最丰厚
的时代遗产。

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
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
就能改善和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
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会紧
张动荡，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就会受到
损害。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坚决挫败形形色色的“台独”分
裂图谋和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在
台海兴风作浪，也愿意为和平统一创
造广阔空间，一如既往地尊重、关爱、
团结和依靠台湾同胞。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反“独”促统强大力量保障下，两
岸关系走近走稳走好、祖国实现完全
统一的大势，必将越来越强劲。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率先同台湾
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是我们的善
意和承诺。大陆长期以来是台湾最大
出口市场、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和最
大岛内投资目的地，在大陆惠台政策
推动下，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蓬勃发
展，同胞亲情福祉不断增进。尤其是

“31 条惠台措施”的出台实施，为台湾
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
供同等待遇，为广大台胞在大陆实现
更大更好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
展望未来，两岸不断提升经贸合作畅

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
标准共通，必将结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
同体。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
民生福祉会更好。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
和归属。两岸中国人有共同的血脉亲
情和文化源流，共同传承和发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在交流互鉴、对话包容
中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久久
为功，必定能达到心灵契合。“渡尽劫
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40 年前，
两岸结束军事对峙、走出烽火硝烟，离
不开血浓于水的天然情感与对和平发
展的真挚期盼；40 年后，我们更应秉持
同胞情、同理心，以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化育后人，让支持和追求
国家统一成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
体中华儿女的自觉行动。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
达。”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
的 5 点主张，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
的历史大势，科学回答了在民族复兴
新征程中如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时
代命题。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
作为的时代，也是两岸同胞大发展大
作为的时代。在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指引下，两岸同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就
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为民族复兴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
□新华社记者

1 月 2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4000 余字的讲话，释放重大政策信号，在海峡两岸引
起强烈反响。

——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
——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
——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 2019 年首场重要活动，提出推动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统一的 5 点主张。数百名与会者
凝神聆听，其间响起十多次热烈掌声。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习近平说，这是 70 载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全国台联原会长汪毅夫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
话。汪毅夫的曾祖父汪春源是清朝最后一位台籍进士，
当年听闻清廷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给日本，悲愤交加参与
发起“公车上书”，力陈台湾民众誓不臣倭。

“那段家国往事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那是整个中
华民族的锥心之痛。”汪毅夫动情地说，在以习近平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祖国和平统一前景越来
越近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了。

40 年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
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主张，标志两岸
关系发展揭开新的历史篇章。

40 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新时代坚持
“一国两制”、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再次彰
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年过八旬的福州市台办原副主任郑宗乾，亲历了《告
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抚今追昔，他感慨万分。“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对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发出新号令，这对两
岸中国人都是莫大的鼓舞。”

北京台商黄紫玉至今记得，1979 年元旦《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后，亲友奔走相告，分享“春天来临的气息”。后
来，她投身两岸贸易，跨过海峡回到大陆投资发展。“是

《告台湾同胞书》改变了我的人生。”
通航通邮，同胞直接接触，进行经济交流⋯⋯40 年

前，《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的许多主张，如今已成现实。两
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巨大成
就，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1988 年至
2018 年，两岸人员往来总计达 1.34 亿人次，其中台湾同胞
来大陆总计达 1.04 亿人次； ■下转第 3 版

祖国必

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
—

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定向领航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2 日 电 （记 者
赵博 刘欢 石龙洪）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
的重要讲话，受到海内外舆论高度关
注，引发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全体中
华儿女热烈反响和强烈共鸣。新华社
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院台办主任刘结一，请其谈对习近平
总书记对台重要讲话的理解体会。

刘结一表示，新年伊始，中央即隆
重纪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
书》发表 40 周年，习总书记发表了题为

《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充分
体 现 了 党 中 央 对 对 台 工 作 的 高 度 重
视。习总书记在新中国即将迎来成立

70 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在中国强起
来的新时代，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发表重要讲话，全
面阐述我们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
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
政策主张，具有划时代意义，是指引新
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视野宏大、内涵
丰富、思想深邃，贯穿着历史思维、战
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对我们
进一步坚定信心，继续团结广大台湾
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刘结一表示，有幸现场聆听习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备受鼓舞、备感振

奋，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通过初
步学习，我认为，要从以下六个方面领
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主
要内涵。

一是全面回顾了对台工作和两岸
关系的重大成就。习总书记从推动两岸
同胞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协商谈判和政
治交往、丰富发展对台大政方针、巩固国
际社会一中格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
完整等 5个主要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中国人民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
国完全统一进行的探索和实践，全面
总结了两岸关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70 年来两岸关系发展历程跌宕
起伏，我们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一步

步向前迈进，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
展望未来，台海地区不会风平浪静、统
一航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丰富
的历史经验中、从开拓进取的实践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敢于担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乘风破浪，坚定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进程，驶向胜利的彼岸。

二是深刻昭示了两岸关系发展和祖
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习总书记指出，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 70 载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
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
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
无法改变的！ ■下转第 3 版

指引新时代对台工作的纲领性讲话
——刘结一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重要讲话学习体会

■上接第 1 版 “统一是历史大势，是
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我
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
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
任何空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
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
统一的前景，因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
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我们
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

动，绝非针对台湾同胞。”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为“台独”势力划出了不可逾越的
红线，形成强大震慑。

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前进的道路不可
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
两岸同胞和衷共济、共同奋斗，就一定
能够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
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重大宣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