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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台当局立法机构负责人近日

受访时称，“2028 年前可达成台美

‘建交’目标”。有岛内网友讽刺

说，“又在做白日梦”“欺骗人

民”。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3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这

就是白日梦。他把这个梦带进棺材

里也实现不了。”

马晓光应询时还强调，台湾问

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美关系最

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美国在台湾问

题上对中国是有承诺的，美国应切

实恪守这个承诺，不要向“台独”势

力发出错误信号，更不要给“台独”

势力撑腰打气，以免进一步损害中

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有记者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11日称，将进一步深化日台间的合

作交流，有分析认为，这代表日方有

意与台强化关系。请问对此有何评

论？马晓光回答说，台湾是中国的一

部分，我们一贯坚决反对我建交国

同中国台湾地区发展任何形式的官

方关系。我们希望日本新政府恪守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一个中国

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在应询回答民进党当局与索

马里兰互设所谓“代表处”，长期

向索马里兰有关政客以及家族提

供巨额贿赂有关问题时，马晓光指

出，从李登辉到陈水扁，一直到今

天的民进党当局，从来都没有停止

过“金钱外交”。近一段时期，他们

为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

变本加厉采取各种见不得人的卑

劣手法，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据新华社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3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两岸

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决不是

“国与国”关系，所谓“互不隶属”

就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

针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日前

“讲话”中提及所谓两岸“互不隶

属”，马晓光说，国台办发言人以书

面形式对所谓“讲话”作出了全面

系统的回应。这篇“讲话”鼓吹“台

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扭曲事

实，以所谓“共识、团结”为幌子图

谋绑架台湾民意，勾连外部势力，

为其谋“独”挑衅张目。

他指出，1949 年以来，尽管海

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

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也不可能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

未分割也决不允许分割。无论怎样

包装“台独”分裂主张，都不能掩

盖其分裂国家的邪恶用心。由此更

加说明，是民进党当局的谋“独”

挑衅造成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

威胁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打击

遏制“台独”，是完全必要的正义

之举。

马晓光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国台办和相关部门的表态以及

有关行动，都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

场态度，发出了清晰信号。我们决

不容忍任何“台独”行径，决不允

许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任何人都

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

大能力。倘若民进党当局执迷不

悟、不知悬崖勒马，只会把台湾推

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马晓光指出，民进党当局领导

人的这篇“讲话”，代表不了 2300

万台湾同胞的主流民意。反对“台

独”，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包

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共

同民意。

对于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声称

“愿在对等不设政治前提原则下持

续以开放态度与大陆展开对话”，

马晓光应询表示，“九二共识”是

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也

是两岸协商对话的共同政治基础。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

识”，对话沟通不是问题；否认“九

二共识”、背离一个中国原则，任何

对话交往都无从谈起。2016 年以

来，是民进党当局否认 “九二共

识”，破坏对话基础，关闭了两岸协

商对话的大门。民进党当局一面声

称愿意“对话”，一面变本加厉勾

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这

种卑劣的两面手法，既是对岛内同

胞、也是对国际舆论的欺骗。

据新华社报道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13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解放

军演训活动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针对

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

干涉，目的是从根本上维护中华民

族整体利益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

新华社记者提问：针对解放军

军机近期在台海的演练活动，民进

党当局大肆渲染大陆“军事威胁”，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对此有何评论？

请问大陆是否在释放有关信号？马

晓光答问时作上述回应。

他指出，民进党当局和“台独”

势力误判形势，勾连外部势力，不断

进行谋“独”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

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他表示，“台

独”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坚

决制止谋“独”行径，才能维护广大

台湾同胞的安全和福祉。

据新华社报道

山西有 2.8 万余处古建。近

期，持续多日的强降雨波及山西

中南部，令当地众多古建不同程

度受损。

据山西省文物部门统计，截

至 10日中午 12 时，各地共上报

1763处不可移动文物不同程度地

出现险情。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177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137 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660处，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789处。

平遥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外墙包砖，内墙为裸露的

夯土。10月 5日，84号内墙在风

雨中局部坍塌，长度约 25米。

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真

武祠位于汾西县姑射山山顶，海

拔 1891 米，在这次降雨中受损较

严重，建筑普遍漏雨，钟楼出现裂

缝，部分院墙倒塌或裂缝，院内

20 多平方米地面下沉，最严重的

是 4处房屋坍塌，造成 3尊清代

泥塑被毁。

据了解，山西古建绝大多数

是市、县级文保单位和尚未核定

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一般不可移动

文物，大多年久失修。山西省长子

县法兴寺文管所所长张宇飞等基

层文物工作者表示，“这次连续降

雨对这些‘低级别’文物来说，影

响很大。”

目前，山西省文物局积极开

展抢险修缮工作，要求各地采用

遮盖、临时支护等措施对文物进

行抢救性保护，并加强监测，及时

发现险情进行处置，确保周边群

众和文物的安全。此外，组织全省

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入现场排

险。各地正在抓紧编制抢险方案。

在运城市新绛县龙兴寺、福胜

寺、阳王稷益庙3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部分古建房顶渗水，为

保护文物，当地文物部门为彩塑、

悬塑、壁画、古建披上了“雨披”。

文保员李天保发现福胜寺大殿渗

水，担心得睡不着觉，晚上要到大

殿巡护几次，检查彩塑是否淋雨。

“这些彩塑、悬塑、壁画的艺

术价值极高，不敢有半点疏忽。虽

然用的都是派人盯守、用防雨布

遮挡等土办法，但目前看情况还

好。”新绛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杨

英杰说。

虽然遮盖了防雨布、每 2个小

时巡查一次，但平遥城墙84号内

墙还是在持续降雨中局部坍塌。

“我们正在编制修缮方案，将尽全

力尽快修缮，但冬季不宜施工，具

体修缮时间还得看天气变化。”平

遥县文物所所长雷雅仙说。

张宇飞和妻子住在国保单位

法兴寺内，24 小时守护着文物。

正因如此，他能第一时间将文物

险情上报。国庆节前夕，当地就已

经开始下雨，张宇飞发现关公殿

渗水，滴到了关公塑像上。长子县

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很快派工

程队对关公殿屋顶等进行维修，

排除了险情。

山西古建险情引发社会强烈

关注。截至 13日 16时，山西省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文明守望基金收

到 5068 笔共 644 万元捐款。该

基金成立于 2020 年 11 月，由山

西省文物局联合山西省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共同设立。

在文物抢险中，一些基层文

物工作者表示，一方面文物抢险

紧迫，另一方面文物保护涉及工

程手续问题，花费时间较长。山西

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利用处处长白

雪冰建议，在文物抢险修缮中，应

简化应急管理处置程序，确保文

物和周边群众安全。

张宇飞说，应对山西所有市

县文保单位进行大排查，对短时

间内无法维修的古建，搭建彩钢

棚保护，待资金到位后，再实施抢

修。“山西古建保留的历史信息丰

富，若不修，历史信息丢失严重，

将是传统文化的巨大损失。”

记者在此次降雨中走访发

现，有彩钢棚保护的古建多数没

有遭受风雨摧残，没有彩钢棚保

护的古建普遍有不同程度的损

坏。在长子县青仁村二仙庙，一座

耳房房顶在这次降雨中局部坍

塌，而紧挨着它的正殿，因为有彩

钢棚保护没有被雨淋。

近三四年来，山西省长治市

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

心发动社会力量捐款，已为 30 余

座古建搭建起彩钢棚。“这是最

有效的急救措施，能为修缮争取

更多时间。”中心负责人何艳军

说。

一些文物专家表示，除了发

生灾害之后紧急抢救、修复，文物

保护要有前瞻性，要把保护做在

日常，提前做好应急预案，确保文

物得到有效保护。

国台办：所谓两岸“互不隶属”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

两岸关系决不是“国与国”关系

解放军演训
是为捍卫国家主权必要行动

2028年前台美“建交”？

国台办：白日梦

1700余处出现险情！

山西如何抢救暴雨中受损的文物？

10月 13 日，工作人员在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进行抢修工作。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