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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我们回来了！”———“鼓浪屿”号客轮靠近金门料罗港码头

破冰之旅中，两岸亲人喜相逢

从 1949 年以后，金门因属战

地，长期处于戒严状态，直到 1992

年 11 月，两岸关系趋向和缓，台湾

当局才宣布解严。解除军管后的金

门确立“观光立县”的方针，战地风

光成为重要特色。

林幼芳、许文辛继任省金联会

长之后，继承和发扬老会长颜西岳

的爱国、爱乡精神和金门同胞“双

向”往来的遗愿，他们根据 1992 年

3 月 23 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

毅提出的“两门（厦门金门）对开，

两马（马尾马祖）先行”指示精神

和习近平副书记提出的“坚持‘一

个中国’的立场，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两

岸关系”，大力开展以“三通”为

中心内容的两岸交流，与海内外

金门乡亲携手共同努力，把握机

遇，为实现祖国的最终统一而努力

奋斗。

省金联着手归纳金门乡亲们

建议，为促进“金厦直航”提出利用

春节、清明、中秋三大节日先行开

放探亲直航等各种方案。然而，遗

憾的是，这些建议和要求，由于台

湾当局的阻挠，全如石沉大海了无

波纹。希望化成泡影，乡亲们只好

再等、再等，再等下去。

当时间走进二十一世纪，两岸

关系峰回路转，经过旅闽金门乡亲

的再三陈情、要求，对岸金门陈水

木、李炷烽等一批知名人士的大力

呼吁，加上两地有关部门的支持，

2001 年 1 月 2 日，厦门、金门海域

风平浪静，晴空万里，金门“太武

号”和“浯江号”客轮于九时从金门

料罗港码头启程，11 时 45 分顺利

靠泊厦门和平码头，打破 52 年两

岸互不往来局面，让两岸经贸交流

由暗转明。

当天，以金门“县长”陈水在、

“议长”陈水木为正副团长的“金门

访问团”一行 179 人，在厦门、泉州

进行为期 4天的参访活动，厦门市

市长朱亚衍在悦华酒店会见客人，

对访问团表示欢迎，并介绍厦门市

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情况，陈水在对厦门市的进步与繁

荣表示肯定与敬佩，希望今后两地

寻求合作、发展的契机，共创金厦

的进步。

2001 年 2 月 6 日，由省金联会

组织的“在闽金门籍同胞探亲团”，

由许文辛会长为团长，率领厦门、

泉州、福州、漳州金门联谊会分团

共 91 人前往金门，其中老龄金门

乡亲 71 人，其他为陪同人员、医生

及记者。“探亲团”平均年龄 71 岁，

少小离家，大都已是鬓发苍苍。

“探亲团”乘坐“鼓浪屿”号客

轮，从厦门和平码头出发，航行 2

小时 20 分钟后停靠金门料罗港码

头。此次被视为“破冰之旅”，“在

闽金门籍同胞探亲团”的旗帜在船

舷展开时，大家涌上甲板、船头，挥

手高呼“我们回来了！”

“小三通”双向往来终于成了

现实，从此，厦门和金门两地联系

开始密切起来，金门民众纷纷到厦

门经商、置产；2008 年，大陆民众

赴台游开启后，经由“小三通”前往

金门观光、度假蔚然成风。

2008 年 11 月 4 日，海协会与

海基会在台北达成了海运、空运、

邮政等重要协议。这意味着两岸民

众期盼 30 年之久的直接通航、通

邮、通商（三通）由此变成现实，过

去两岸之间“咫尺天涯，重重阻隔”

变成“天涯咫尺，处处通途”。

2008 年以来的 10 年间，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两

岸实现了全面“三通”，两会商谈签

署了 20 多项协议，两岸事务主管

部门建立了联系沟通机制，两岸领

导人实现了历史性会晤，两岸经济

社会融合发展日益密切。追根溯

源，所有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 40

年前《告台湾同胞书》奠定的根基。

正如日前厦门台商协会会长

吴家莹说的，“小三通”对两岸交流

具正面意义，代表两岸融合发展，

也对金门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当前

新冠疫情之下，到金门需先到台湾

本岛隔离。祈愿疫情早日退去，回

家的路不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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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中国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实现和平

统一的大政方针；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自 1958年以来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2019 年 1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40 周年纪念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祖国必须

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和历史高度

来看台湾问题的解决，我们对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充满了信心。如今，《告台湾同胞书》所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

都已经变为现实。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坚决反对

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在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指引下，继往开来，努力推动祖国和平统一早日实现。

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

（简称“省金联”）于 1985 年

12 月成立，至今走过 35 周

年。

省金联的成立与时任厦

门市政协副主席、侨联主席颜

西岳有着密切的关系。颜西

岳，1905 年 12 月出生于福建

省金门县，1924 年赴集美学

校商科学习，两年后回乡，与

洪丝丝等发起创办金门公学，

为金门的第一所中学。1931

年出国经商，1952 年举家回

国在厦门市定居，历任厦门市

侨联主席、厦门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厦门市政协副主席、

厦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福建

省侨联副主席、福建省人大代

表、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会

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91

年 11 月 27 日逝世，今年正值

颜西岳先生逝世 30 周年。

1985 年底，为着联系服

务金门乡亲，颜西岳和陈村牧

（出生于金门县后浦镇，时任

集美校友总会理事长）等乡贤

积极倡议，得到中共福建省

委、厦门市委领导的支持，并

在统战部门的指导帮助下，他

们亲自筹备成立福建省金门

同胞联谊会，随后又协助成立

福州、泉州、漳州、厦门等市金

联会，团结了全省金门乡亲。

颜西岳先生不顾年事已高，担

当起福建省金联会长职务，他

说：“这是义不容辞的。海峡两

岸同胞盼望早日团圆，我们这

些祖根在金门的人盼祖国统

一的心情，比别人都要迫切。”

他始终认为成立金门同胞联

谊会是十分必要的，他说：“金

门虽是一个县，可是影响很

大，金门籍乡亲不但分布在台

湾岛各市、县及乡镇，同时在

海外的金门同胞有几十万人，

如果海内外金门乡亲团结起

来，促进祖国统一、建设家乡

的力量就大了。”

颜西岳同时担任厦门市

侨联主席和福建省金联会长，

尽管侨联事务极其繁重，但他

对省金联的工作，仍然不辞辛

劳，有重大会务，必亲自参与。

凡省内乡亲生活遇到困难，他

都尽力协助解决。对从金门、

台湾、香港和海外来访的乡

亲，他必定亲自热情接待，帮

助他们解决在厦门投资贸易

等相关问题。

颜西岳经常登上厦门云

顶岩，眺望金门。特别是在纪

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

湾同胞书》十周年前夕，1988

年 12 月 2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厦门视

察期间，颜西岳亲自陪同王汉

斌登上云顶岩，眺望金门，大、

小金门，大担、二担等海岛就

在不远处，令他们心旷神怡。

十年前的元旦，全国人大常委

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

提出实现和平统一的大政方

针，王汉斌希望厦门市侨联、

省金联会为促进厦门－金门

双向实现通航、通邮积极努

力，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

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

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等相互

交流。

颜西岳还经常到大嶝、小

嶝等地凝望故乡金门，他思念

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思念

故乡的乡亲，思念在金门、台

湾分别几十年的老朋友和亲

人。在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

来大陆探亲后，他说：“台湾当

局开放台胞来大陆探亲，也应

当允许在大陆的台湾和金门

同胞到台湾和金门探亲，实现

‘双向’往来，这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他曾经设想和香

港或新加坡的乡亲联合组团

回台湾、金门，更加盼望近在

咫尺的金门能与厦门通航往

来，但这个愿望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实现。所以他生前说：“我

最大的遗憾，是在有生之年不

能回到金门看望乡亲。”他在

临终前对亲人嘱咐，待两岸

“三通”之后，把他的骨灰运回

金门安葬……

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市委

或在福建省委工作期间，非常

关心和支持省、市金门同胞联

谊会的工作，多次参加金联会

的会议与活动。

1999 年 1月 8 日，福建省

金门同胞第十次代表大会在

厦门举行，习近平副书记特地

赶赴厦门参加会议，代表福建

省委、省政府向大会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多年来福建省金门同胞

联谊会坚持“统一祖国，振兴中华”

的目标，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工作，对促

进金、厦两地的交流合作，促进两

地共同繁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对广泛联络金、台、港、澳和海

外的金门乡亲，为推动海峡两岸的

发展，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促进

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

了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对台工作包括对

金门的工作，福建省委一贯非常重

视，希望福建省金门同胞联谊会继

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

“一个中国”的立场，坚持“和平统

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发展

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的八项主张，努力做好“寄希望于

台湾人民”的工作，大力开展以“三

通”为中心内容的两岸交流。要与

海内外金门乡亲携起手来，共同努

力，把握机遇，把和谐的两岸关系

带入二十一世纪，为实现祖国的最

终统一而努力奋斗。他希望以这次

换届为契机，推动更多的热心于福

建经济建设的海外金门同胞来闽

投资兴业。

颜西岳与省金联

“小三通”从“两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