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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认同与两岸发展
主持人 苏颂兴（ 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 随着国台办“惠台 31 条”措施效应及“率先同台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求学，
出现了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政策的发酵，
湾当局难以阻挡的“西进”大潮。近期数据显示，近六成台湾青年愿意到大陆发展，连失去大学教
职的“流浪博士”也被卷入。他们中一批人涌入了大陆，
遍布大陆许多省份。形势发展推动着两岸
青年在“交流”中走向“凝聚”与“融合”。当前我们要把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凝聚起来，带动岛
内的青年。他们是两岸统一进程中一支现实的、
也是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本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现状对“一中认同 ”路径提升的思考、网
络传播视域下如何促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中国人”身份认同对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意愿
的影响等方面，围绕“凝聚”“融合 ”的新着力点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 两岸和平统一艰难曲
折，应寄望青年、寄托未来，定力不变。所谓“天然独”乃不懂青年的狂妄言论，被笑为无知。 青
年的可塑性使岛内选战不断上演喜剧或悲剧 ，但唱腔的韵律是不变的。“成也青年，败也青
年”，在某种程度上倒也是检验大陆对台青年工作成效的一把尺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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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湾青年是决定台湾未来的重要政治力量 。 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生活，在陆台生的国家认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将关涉
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
进行的实证调查结果显示，在陆台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存在隐忧 。大陆提升其文
化认同的效果不佳，在陆台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尚存在疏离感； 存在政治冷漠
现象，政治认同感较低； 身份认同程度低，存在明显的“台湾主体意识 ”。 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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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两岸文化融通、厚植民族情感、引导政治认知、震慑分裂分子、推动政策落实、
增进切身福祉、提升国家实力、掌握话语主动权等，有效提升在陆台生的国家
认同。
【关键词】 在陆台生

国家认同

文化融通

政策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
［1］
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青年是祖国的希望与未来，两岸青年是两岸关系的希望与未来。 祖国
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景、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将由两岸青年携手共创。 近年来，伴随着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的深入推进，两岸人员往来规模继续扩大，台湾青年赴大陆就业创业、求学工作、定
居生活的人数持续增多，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在陆台生作为台湾青年的重要代表，他们对国家
认同的状况如何，将在一定程度上关涉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 。

一、国家认同的概念
（ 一） 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的研究梳理
当前学界尚缺乏以在陆台生为对象的专题性 、系统性研究，但关于台湾青年国家认同问题
的研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在陆台生作为台湾青年群体的重要代表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
本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陈孔立、刘国深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
开始引用西方现代政治学动态、微观的研究方法探索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 此后，随着研究
的深入，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问题也日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四个方
面。一是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内涵研究。“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由“台湾青年”与“国家认同”两
个词复合组成。“国家认同”的概念明晰，“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概念便清晰明了，台湾学者江
宜桦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一个人确定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2］
的心理活动” 。贺金瑞、燕继荣认为，“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
［3］
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的认同 ” 。二是关于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维度研究。 有
［4］
学者将台湾青年国家认同划分为文化性认同与政治性认同 。 有学者将国家认同概念中的国

家划分为三个层次： 族群国家、文化国家和政治国家； 还有学者认为，台湾青年国家认同的根本
在于对国家政治体系的认同。此外，台湾 TEDS、TSCS 等大型民意调查多使用“您认为自己是台
湾人、中国人？ 或者都是？”等身份问题考察台湾青年世代的国家认同状况 。 三是关于台湾青
年国家认同的现状研究。 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变迁的角度审视当前台湾青年国家主权上认同
“台独”却又无法摆脱历史、文化、血缘中的“大中华印记 ”的矛盾与迷惘［5］。 还有学者聚焦持
［6］
“中间路线”观点的台湾青年群体的国家认同，认为其本质是“事实台独 ”
。 四是台湾青年国
［7］

家认同的趋势研究。台湾青年国家认同呈“去中国化 ”与“台湾化”趋势
［8］
度“不正常远离”，出现“分离主义”意识倾向 。

，台湾青年“一中 ”态

总体而言，当前学界关于“台湾青年国家认同 ”的解释尚欠周全，存在重政治维度而轻历史
文化维度的局限。本研究聚焦于“在陆台生 ”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台湾青年群体，尝试将其国家
认同中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身份认同等方面进行指标量化，以对“在陆台生国家
认同”的概念结构进行厘定。
（ 二） 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的概念结构
通过归纳整合上述学者对于“国家认同 ”的概念界定与维度划分，结合两岸关系的特殊性
与现实性，本文认为，在陆台生的国家认同是指： 在大陆学习的台湾青年群体对中华文化、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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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的各项政治制度体系及对所属“中国人”或“台湾人 ”身份等的认同，
具体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及身份认同四个维度。
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乔纳森·弗里德曼认为，文化认同是一种“内在于个人的东
西”，人们最早体验到的是携带在血液中的文化认同，“它不是被实践的，而是内在固有的，不是
［9］

获得的，而是先赋的” 。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实践越悠久，其国民的文化认同感
就越强。中国是具有独特文化传承的国家 ，独特的中华文化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当
中。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前提 。语言文字、传统节日、生活习俗、伦理价值
等均是衡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准 。同时，从情感归属角度而言，个体对群体生活的满意度也是
文化认同的重要衡量指标。
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是一个民族中的人们对于自己所属民族的一种归属意识，即
［10］
对“我”自己属于哪个民族的看法 。简言之，是个人将自身与社会中的他人划分为同一族群
并对该族群所产生的归属感。这种认同一经形成便具有稳定性 。从民族传承与血缘关系来看，
在陆台生也是炎黄子孙，也是中华民族重要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是
关涉未来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枢纽 。
政治认同是国家认同的核心，是指公民对某种政治权力的承认 、赞同和同意的心理倾向，也
是一种政治归属感的情感态度。政治认同侧重于对政治权力的认同 ，其形成主要源于执政权力
的政治价值观念、制度制定体系、实施规范过程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在陆台生的政治认同也将
从其对两岸政治信息的关注度、对两岸政治的参与度及对两岸政治制度的差异度、大陆实施的
政治制度的认可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
身份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外在表现 。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个体逐渐获得对自我身份的认知，
正如塞缪尔 · 亨廷顿所言，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
［11］

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使得我不同于你，或者我们不同于你们” 。身份认同是“对某一特
［12］
定身份或一系列身份的占有和承诺 ” ，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对“我群 ”认识必然引发对于“他
群”认识的排斥。两岸长期分离，在陆台生成长于“台独”势力执政期间，对“中国人”“台湾人 ”
身份的认同也是一个充满博弈的过程 ，对“台湾人 ”身份的高度认同必然会产生对“中国人 ”身
份的疏离。

二、研究设计
为深入了解在陆台生国家认同实况 ，本研究于 2018 年 1 － 3 月中旬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实证访谈为辅。
在问卷调查方面，本次调查设计和使用了自编的《在陆台生国家认同调查问卷 》。 本次调
查采用线上电子问卷、线下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问卷共设有 38 个题项，主要采用李克特五
分量表方式进行赋值衡量。参考中国七大地理区域划分，此次调查就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华
中、西南及西北等七个区域分别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双一流高校 ，分别为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共 10
所，进行随 机 抽 样 调 查，共 回 收 问 卷 591 份，其 中，有 效 问 卷 为 550 份，问 卷 回 收 有 效 率 为
93． 1% ； 调查对 象 中 男 性 占 比 48． 2% ，女 性 占 比 51． 8% ； 本 科 生 占 比 67． 3% ，硕 士 生 占 比
23． 6% ，博士生占比 9． 1% 。采取 SPSS 软件处理与人工统计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和统
计分析。
访谈围绕提前设计与确定的提纲 ，选取了 20 个在陆台生样本进行深度访谈。 实地访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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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访谈、正式访谈与非正式交谈相结合。关注点与调查问卷的内容相同，但为更全面地把握
访谈者的真实想法，实际访谈过程中内容更为宽松。 访谈结束后，对访谈内容进行了总结、归
纳，并将其与问卷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进行比对 、分析。

三、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现状
（ 一） 文化认同度较高，但大陆经历对提升其文化认同效果不佳
根据李克特五分量表统计方法，在陆台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平均程度为 84． 4% ，可见文化认
同度之高。在陆台生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在来大陆生活工作之前便已经存在 ： 83． 7% 的被调
查者在来大陆生活之前便“非常认同 ”（ 45． 5% ） 和“比较认同 ”（ 38． 2% ） 台湾与大陆曾有共同
的历史与文化即同根同源。
而大陆生活经历对提升在陆台生文化认同的效果并不明显 ： 近七成的被调查者 （ 67． 3% ）
认为，大陆生活的经历对提升其对两岸历史与当下的了解“帮助较弱 ”（ 38． 2% ） 或“没有帮助 ”
（ 29． 1% ） ，认为有“很大帮助”和“有一点帮助 ”的只占 14． 5% 和 18． 2%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
解提升较弱（ 29． 1% ） 或无甚影响 （ 30． 9% ） 。 究其原因，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未发挥文化
认同中的真正效用。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在提升您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方面成效如何 ？”
的问题回答中，仅有 29． 1% 的在陆台生持肯定态度，认为认为“成效极佳 ”的占 16． 4%，“较有
76． 3%
成效”的占 12． 7% 。虽然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活动组织频繁，但交流主体覆盖范围有限，
的被调查者集中在低年级本科生群体中。“您认为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何种原因影响了您对
中华文化的了解？ （ 多选） ”，有 56． 2% 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文化交流活动形式单一 ”与“文化交
流活动内容设定无趣”。这也反映出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多流于形式、浮于表面，难以在真正意
义上让他们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与体会 。
（ 二） 肯定彼此血脉相连，但对中华民族存在一定疏离感
在陆台生对中华民族认同度较高 （ 见表 1） ，“两岸人民均为炎黄子孙”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可
（ 74． 5%） ； “为现下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自豪 ”的被调查者占比 70． 9% ； 占 65． 4%
的被调查者认同“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必不可分的一部分 ”。无论是两岸人民同为炎黄子孙的
共识、对中华民族的自豪与归属，皆表明了在陆台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可 。
表 1 在陆台生民族认同情况
问

题

选

项

百分比

非常认同

52． 7

比较认同

21． 8

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华民族逐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中有着

非常自豪

32． 7

举足轻重的地位，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比较自豪

38． 2

非常认同

43． 6

比较认同

21． 8

您是否认同您与大陆人民一样是炎黄子孙呢

您认同“台湾人民同大陆人民一样是中华民族必不可分的重要部分之一”吗

但是，当台湾人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渗入了血缘以外的归属关系时 ，在陆台生的认同态度却
出现大幅下滑。与炎黄有着紧密血脉联系的中华民族统称为炎黄子孙，因此在一般语境下，
“炎黄子孙”与“中华民族”可以等同。但是在具体的调查数据中，问题“您是否认同您与大陆人
民一样是炎黄子孙”，有 52． 7% 非常认同，有 21． 8% 比较认同； 但是在面对“您认同台湾人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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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和大陆人民一样是中华民族必不可分的重要部分之一 ”问题时，持非常认同、比较认同态度
的比例分别降至 43． 6% 和 21． 8% ； 在面对“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举足
轻重的地位 ”这个问题时，持非常自豪、比较自豪态度的比例进一步下降至 32． 7% 和 38． 2% 。
可以看出，在陆台生肯定台湾民众与大陆人民的血脉联系 ，认同自身与中华民族的血缘之亲，但
也对中华民族存在着不确信与疏离感 。
在陆台生之所以对“两岸人民皆是炎黄子孙 ”认同度高，是因为两岸人民骨肉相连、血浓于
水。据史书记载，从宋代起，便有大陆居民移居台湾。伴随着移民与本地居民的通婚进程 ，两岸
拥有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伦理准则和传统文化，台湾人民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炎黄子孙的烙印。
但由于历史原因，两岸分离并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他们看来，长期以来在国际舞台上，大陆
人民比台湾人民更代表中华民族； 同时，面对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 ，台湾人民缺乏切身
的建设感和参与感。在疏离感充斥、参与感缺失的长期影响下，他们对自己是不是中华民族的
一员渐生怀疑，甚至产生“亚细亚孤儿 ”的悲观情感，认为台湾民众已经被中华民族所抛弃，这
也正是他们对中华民族存在疏离感的原因所在 。
（ 三） 政治冷漠现象存在，政治认同感较低
调查显示，在陆台生对两岸政治互动信息关注度较低： 40% 的被调查者表示对海峡两岸政
治互动信息偶尔关注，有 25． 5% 表示几乎不关注。 同时，对于大陆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关注
度，偶尔关注（ 34． 6% ） 、甚少关注（ 32． 7% ） 、从不关注（ 9． 1% ） 在被调查者中占比较高。 官方媒
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陆台生对其新闻报道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们对大陆政治的淡
漠。此外，他们对于台湾两大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支持情况 ，选择持中立态度的占 65． 5% ，
也表明他们对两岸政治存在明显的冷漠现象 。
同时，在陆台生对“一国两制”制度的了解度并不能够完全转化为对“一国两制 ”制度的认
72． 7% 的被调查者表示“十分了解 ”和“比
同。当问及“您对‘一国两制’制度的了解程度 ”时，
较了解”； 但当问及“如果未来台湾实行‘一国两制 ’制度，您是否能接受 ”时，肯定回答率降为
30． 9% ，一般占 30． 9% ，而持排斥态度的占比 38． 2% ，这反映出在陆台生潜藏着对一个中国 、完
整国家主权的不认可（ 见表 2） 。
表2
问

在陆台生政治认同情况
题

选

项

百分比

十分了解

32． 7

目前，香港与澳门均实施“一国两制”政治制度（ 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坚持

比较了解

40． 0

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您对该制度的了

一般

18． 2

较不了解

3． 6

极不了解

5． 5

欣然接受

14． 5

较为接受

16． 4

一般

30． 9

比较排斥

25． 5

完全排斥

12． 7

解程度是

如果未来台湾和香港、澳门一样，均实行“一国两制”制度，您是否能接受

在陆台生对当前大陆对台政策满意度不高 。 在对“您对现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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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整体而言是否感到满意”的回答中，仅有 34． 6% 的被调查者持满意态度。 访谈也发现，他们
认为申请奖学金的流程极为复杂，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日常生活方面阻碍也较多 ； 诸多应届
毕业生认为，台湾青年在大陆求职受阻较多，很多公司因为台湾青年的身份特殊性而不愿录用 ；
准备定居下来的在陆台生普遍表现出渴求更多政策切实惠及自身的强烈意愿 。
调查显示，在陆台生对大陆现状的主要了解渠道分别是电视新闻与网络平台 。他们获取和
了解两岸政治互动信息的渠道较为单一 ，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 （ 67% ） 。 网络平台中的海量信
息泥沙俱下，对两岸政治信息的报道与解读角度不同 ，观点各异，他们对两岸关系的认知极易受
到网络平台负面信息的影响。由于网络平台的虚拟性，两岸青年学子在面对两岸重大事件时容
易利用这一平台发表非理性言语和极端民粹主义言论 ，进而伤害其政治情感，有损其政治认同。
在陆台生所存在的政治冷漠与政治认同感低的现象是由其成长环境造成的 。 他们成长于
台湾“政治民主化”浪潮时代，深受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影响，对台湾现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表现出强烈的认可与支持 ，对大陆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表现出质疑和反对的态度，错
误地认为，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民主”的、“一言堂 ”的。 此外，“台独 ”势力在岛内不
遗余力地推行“去中国化”和分裂活动，境外势力暗中作祟，也对他们的政治认同产生干扰，影
响了他们对大陆政治的客观认知 。
（ 四） “台湾主体意识”强烈，中国人身份认同度低
在陆台生身份认同看似中立，实则是掩盖在利己主义之下的“台湾主体认同 ”（ 见表 3） 。
49． 1% 的被调查者声称，台湾只是一个中国地域概念而非国别概念 ，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
中国人”的在被调查者中也占比 32． 7% 。这似乎体现了他们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认可 ，但事实
并非如此。当问及“您希望未来大陆与台湾的发展态势 ”时，希望“不统不独 ”与“台湾独立 ”的
占被调查总数的 74． 5% ； 30． 9% 的被调查者对未来台湾实行“一国两制”制度持“一般”的态度，
38． 2% 的被调查者持排斥态度； 在“中国的崛起对台湾是机遇还是威胁 ”问题上，认为仅是机遇
占比较少（ 29． 1% ） ，更多的则认为机遇大于威胁（ 60． 0% ） 。 可见，他们在潜意识中仍认为台湾
与大陆各自为阵，且认为大陆对台湾存在威胁。 他们只是希望借大陆东风以惠及台湾，满足自
身利益。一方面他们不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 ，另一方面却希望在大陆享受与大陆青年同等的
权益，或希望因他们的“特殊”而被予以更多关照。
表3
问

在陆台生身份认同情况

题

选

您认为“台湾人”所表达的内涵是中国地域概念还是“国别概念”

您希望未来台湾与大陆的发展态势是

项

百分比

仅是地域概念

49． 1

仅是国别概念

18． 2

二者兼具

32． 7

两岸统一

25． 5

台湾独立

10． 9

台湾不统不独，维持现状 63． 6

您认为中国大陆的崛起对台湾而言是机遇还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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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机遇

29． 10

仅是威胁

0． 00

机遇大过威胁

60． 00

威胁大过机遇

10． 90

在陆台生的“台湾主体意识”隐藏在中国人身份认同背后，原因在于两岸如今经济发展实
、
力 国际地位及话语权的发展差距。台湾早年经济实力远超大陆，台湾当局与多数台湾民众产
生了极强的优越感，大陆在处理台湾事务时处于被动地位。 同时，岛内“台独 ”势力、境外势力
双重干扰，在陆台生的“台湾主体意识 ”日益强烈且明显。 随着大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
的飞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对“台独”的震慑力也随之提升。而台湾经济发展持续低
迷、岛内政治势力彼此内斗，在发展浪潮中日渐落后于大陆。同时，“两岸命运共同体 ”的提出，
诸多惠台政策颁布实施，大陆对台湾同胞产生正向吸引力 。出于对大陆实力的畏惧和对当前利
益的渴求，在陆台生将“台湾主体意识”掩盖于中国人身份认同之后。

四、在陆台生国家认同的提升路径
（ 一） 加深文化融通，厚植民族情感
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作用有限，在陆台生文化认同提升效果欠佳 ，需深入推进两岸文化交流，
加深两岸青年文化融通。其一，扩大文化交流主体的覆盖范围。 青少年时期是个人世界观、人
生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价值理念会对其认知产生巨大
影响。如若青少年时期对大陆持正面积极的友好态度 ，那未来保持这种态度的可能性极大 。 因
此扩大交流主体的覆盖范围，拓展交流群体的年龄结构，更有利于塑造在陆台生的中国印象 ，有
效提升其国家认同。其二，拓展交流内容深度，丰富交流形式。 伴随着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两岸青年学子文化交流活动的形式应更加多样 ，内容也应更为丰富。 要根据不同年龄群
体的认知规律及特殊需求，不断提升文化交流内容的趣味性与思辨性，打造符合其实际需要的
交流模式。随着两岸青年学子在文化交流层面的深入 ，青年学生群体定会更为深入地了解彼
此，提升在陆台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 ，为两岸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在陆台生对中华民族存在明显疏离感 ，厚植其民族认同情感至为关键。 一方面，可通过多
种形式唤醒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记忆“基因 ”。 如针对赴大陆求学的台湾学子开设历史通识课
程，帮助其了解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古代史及近现代史 ； 邀请他们参加两岸传统民族节日———
中秋、春节等，以共同记忆塑造共同情感； 举办祭祖祭典等文化活动，以特定仪式强化其对炎黄
子孙共有身份及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增强融入感、归属感。 高校班
级、社团、学生组织等学习生活共同体应当努力为在陆台生营造平等和谐的生活氛围 ，使其在与
大陆青年学子共同的生活体验中加深情感 ，因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和情感记忆而产生归属感 。
（ 二） 引导政治认知，震慑分裂分子
对大陆政治环境、政治制度的理性客观认识可有效提升他们的政治认同。 一方面，可利用
大众传媒这一工具，通过广播电视、期刊书籍、网络等大众传媒平台向他们全面客观地展示大陆
社会风貌及政治制度等，帮助其破除对大陆政治的各种误解，引导其更为客观理性地对待大陆
政治，进而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政治交流与对话 ； 另一方面，可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充分
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他们打造个性定制的内容 ，多提供积极正面的两岸互动信
息，减少两岸政治报道中消极负面的内容 ，逐步消除他们与大陆的隔阂，提升政治认同感。
震慑“台独”势力与境外势力在当下也十分必要。 一是声明国家底线，旗帜鲜明地表达台
海态度。当今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已具备足够能力与实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民进
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在岛内推行各种“去中国化”和“台独”分裂活动，严重影响了两岸
关系的和平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
［13］
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二是继续强大人民军队、巩固国防。 军事是保卫国家主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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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底手段，国防是国家安全的坚实后盾。 面对境外势力与“台独 ”势力的干扰，面对台海纷争，
强大的军事实力、现代化的军事武装有其威慑作用 ，也是捍卫我国国家领土主权的重要底牌 。
（ 三） 推动政策落实，增进切身福祉
在陆台生的身份认同存在鲜明的利己色彩 ，给予切身利益、增进切身福祉是提升他们身份
认同的有效手段。 在理念上，继续秉持“两岸一家亲 ”的发展理念，努力构建“两岸命运共同
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主动为在陆台生提供了全方位、多方面的服务与帮助。 党的
十九大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重心 。始终如一地推动两岸和平发
展、积极主动让台湾同胞共享大陆发展成果 ，就是为了实现两岸同胞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因此，增进在陆台生切身福祉、主动分享大陆改革发展成果仍是未来两岸关系工作的重心 。
在实际举措中，应继续出台惠台政策、落实利台举措，给予台湾青年群体大陆生活的真正便
利。近几年，大陆方面针对在陆台生颁布的政策涉及学习、求职、就业、创业等各个方面。2018
年初，“31 条惠及台胞措施”发布实施，各地积极推动落实，为台胞台企台商在大陆学习生活、就
业创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因此，继续落实推动已出台的各项惠台政策，令他们享受与大陆青年
学子同等的待遇。同时，继续发现和解决在陆台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满足其学习生活等各方
面的现实需要。
（ 四） 提升国家实力，掌握话语主动
话语的本质是权力。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
［14］
文化发展 。掌握话语主动的前提是经济实力。 只有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稳步提升国家经
济实力，才能为在陆台生提供更多利益保障及机会 ，才能更好地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只要大陆继续保持健康的发展模式和稳定的发展态势 ，便能在具体的台湾问题或是对台湾青年
的话语体系建设上占据有利地位 。
此外，合理的传播方式也是话语权竞争的重要手段。“互联网 + ”时代，在陆台生对两岸信
息的获取与了解的主渠道是网络平台 。网络平台话语权的掌控有着重要意义 。一方面，要充分
发挥政府优势，加大对两岸青年学子网络平台言论的监管 ； 要利用网络平台优势，对两岸青年学
子进行思想引导，使双方能够利用网络平台的便捷性更好地进行沟通与联系 ，实现有效互动。
另一方面，平易近人的网络用语可以有效减少疏离感 ，可以使用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
方式，借互联网之便，潜移默化地对在陆台生进行中华文化传播，在无形中增进心灵契合，提升
其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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