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保釣勇士---黃定為{錫麟}
英雄凋零，沈痛哀悼
駕鶴仙歸，萬般不捨
我…張夢祥"商工統一促進會，基隆
分會會長"，若干年前因緣際會下，經
由尊敬的連主席石磊介紹而結識黃定為
這一條漢子，然深受其愛打抱不平，勇
猛為國之精神薰陶，毅然決然亦投入保
釣行列，為聲討，維護釣魚台主權而抗
爭，努力。
年復一年…接續下來的十數年間，每
逢七，七抗戰勝利紀念日，或日本
8,15受降日，中華保釣協會都會發動群
眾到台北市慶城街，日本在台交流協
會，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抗議，表達釣
魚臺群島是我們的決心，從不間斷，定
為兄知道我嗓門大，總是要我帶領喊口
號，用以震攝日寇，屢次活動從策劃到
行動，定為兄都親自籌備，每當遇到瓶
頸時，他也會主動請教他口中的連老師
（連主席石磊），給他指點迷津，此亦
師亦友的微妙融合，讓他豁然開朗，邁
開步伐，完成更艱鉅的任務，然而…保

釣兄弟在謝理事長夢林，黃秘書長定
為，連主席石磊帶領下，大夥同心協
力，無縫配合中，使命必達。
猶記得~在一次抗議過程中，日交會
派出一課長，代表接受抗議書，因為
態度欠佳，導致定為兄怒火中燒，一
個劍步往前衝，將該名課長其腰帶扯
在手中，使得日本方面覺得顏面盡
失，場面險些失控，哈…由此可見定
為兄膽識過人，大快人心。
定為兄在擔任協會秘書長期間任勞
任怨，對伸張正義主持公理，更顯急
公好義，其奮勇戰鬥的精神令人欽佩
不已。
不幸…2018,01,01,驚聞其惡耗，天妒
英才，英年早逝，令人萬分不捨，我
保釣協會因而痛失英勇棟樑，唉…每
思及此不勝晞噓，嗚呼哀哉，願定為

◎劉沅
察機和1架直升機來對付保釣船。因為
沒有海巡署的保護，只好在離海岸
15海里處施放有「釣魚台隸屬於台灣
省宜蘭縣」字樣的氣球及數千顆小塑
膠球，然後返航。
黃錫麟說，2006年8月16日，本是一
次包括兩岸三地及海外華人在內50艘
漁船的大規模保釣行動。卻因扁當局
層層阻礙，最終只剩下了5人1船孤軍
奮戰。
2008年政府和民間對日本撞沉聯合
號事件的反應
2008年6月15日，當時的中華民國保
釣聯盟由黃錫麟領頭，為了抗議日本
於6月10日撞沉我聯合號海釣娛樂船、
扣押船長，再度向釣魚台出發。這次
出海也是驚險萬分，而海巡署一直護
航到12海里處本已退後。但保釣船不
顧日方數十艘船艦的包圍，一直向前
衝。結果兩艘海巡艦調轉頭來左右護
航，最終逼近到離釣魚台0.4海里的地
方，繞島一週。黃錫麟告訴我，這次
行動「是台灣第一次由總統下令派海
巡署護漁的壯舉！」。至於撞沉聯合
號事件，經過交涉，到那年年底，日
方也破天荒同意賠款道歉。政府和民
間各自做了他們該做的事。
2008年中華保釣協會成立
約5個月以後的11月9日，中華保釣
協會成立了。大家公舉70年代的老保
釣劉源俊為首任理事長，任命黃錫麟
為秘書長。做為秘書長，黃錫麟在理
事長領導下，把會務進行得有聲有
色。他負責籌畫工作、籌款、並帶動
會員進行各項工作。除了每年出海保
釣，並舉辦一次保釣論壇外，還時不
時地遊行抗議。有些固定的活動如：
815日本投降日、七七抗戰紀念日等，

◎吳章銓
近再對各省市的黨委會派出"戎裝黨委
"，軍方加強了對黨領導權的參與。極
端集權是表示穩定或不穩定？少數人
集大權的意圖是什麼？是否會專斷而
不受約束？或對外強硬以立威，或藉
對外事件以轉移對內部困難的視線？
這些是中國方面的難測點。
只有韓國顯得制度穩定，領導冷
靜，已經公開表示不願意半島再發生
戰爭，使南北双方的同胞再罹戰禍。
最近，朝、美兩位豪賭高手都誇稱
辦公桌上有發射核彈的按鈕。不斷升
級的恫嚇有擦槍走火的危險。其實朝
鮮沒有能力與美國對抗，不可能真的
想打。美國沒有理由動武去對付對美
國沒有直接威脅的朝鮮；美國不得韓
國同意，不可能動武。雙方都並不求
戰。
探討朝、美雙方的真實目的，其實
都是逼談，即朝、美雙邊會談。朝鮮
想直接會談，逼美國承諾保護朝鮮的
獨立和安全，交換條件是把快速發展
的核能力轉為和平用途。朝鮮想要的
是：獨立自主，不被韓國統一，並跳
出中國勢力的籠罩。只有美國能夠給
他保證和保護。美國想要的是：朝鮮
放棄核武，進而接受美國保護，剝離
中國的友邦。美國過去礙於有日本和
韓國的"友邦"關係，又有中國的因素，
不能直接與朝鮮談判而單獨答允朝鮮
的條件。六國會談同床異夢，根本不
可能有結果，對美國是礙手礙腳。按
鈕升級將逼著各國只好讓他們去談。
中國已經鬆口答應了。韓國雖然想統
一（韓國有"統一準備委員會"），但是
目前希望渺茫，很可能選擇先建立雙
方的文化和經貿關係，只要血濃於水
的紐帶不斷，將來總有不流血而"分久
必合"的機會。只好答應。
朝鮮知道只有韓國能夠不讓美國動
武，最近利用即將舉行冬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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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您一路好走。若再有來生，兄弟我仍
願與您義結金蘭，共相左右。
謹以此文祭於定為兄之靈前。嗚呼尚
饗。
張夢祥，商工統一促進會基隆分會會
長，中華保釣協會監事，中華琉球之友
協會理事。
固定到日本在台交流協會抗議，要求日
本政府認罪道歉，包括日軍性奴隸（所
謂慰安婦）問題和南京大屠殺事件等
等。在遭到政府的無理打壓時，也會發
動群眾向漁業署、海巡署、甚至行政院
據理抗議。也就是，對內督促政府，對
外抗拒強權，盡國民的義務。
為了可以依法上船出海，黃錫麟鼓勵
會員受訓，取得船員、大副、通訊
員…等等證照。他本身還考到了船長資
格，必要時就可以派上用場。這樣，漁
業署就少了一項刁難的理由。
2011年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
2011年，由大陸、香港、澳門、加拿
大、美國、和台灣等六地的保釣人士，
在香港註冊成立了「世界華人保釣聯
盟」（簡稱「世保」）。黃錫麟在籌備
期和擔任首任會長之後，都花了很多心
力。這個組織對於後來的保釣工作有很
大的促進作用。
2014年，經過黃錫麟和其他人一段時
間的努力，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大陸分會
成立。這使得大陸的保釣活動再度活躍
起來。2017年11月，大陸分會在廈門舉
行了盛大的「民間保釣回顧展」，除了
黃錫麟因病不能出席外，幾乎歷年來所
有的保釣人士齊聚一堂，為1996年以來
和過去的保釣工作做了很好的總結。
結語
從2013年起，對岸政府開始派出公務
船和飛機持續到釣魚台領土上空、領
海、和附近海域進行常態性巡邏。民間
的衝撞已經完成階段性任務。今後保釣
的重點在於推廣宣傳保釣的重要性，以
及督促兩岸政府聯合保釣、不放棄保
釣。黃錫麟未酬的壯志，我們還會持續
進行。
黃錫麟把保釣當作一生的志業，努力
不懈。終其一生，仰俯不愧，確實是位
響錚錚的保釣英雄。
作者：劉沅,七十年代老保釣，回台灣
之後，擔任釣魚台教育志工及臺灣釣魚
臺光復會常務監事。

圖 :20080616保 釣 船 勇 闖 釣 魚 台
海域時被日保安廳巡邏艦逼近，
直昇機在上空盤旋。

圖:2003年黃錫麟彈打日寇圖（背
景為3海里外的釣魚台主島）。

2018新年展望朝鮮問題
據說曾經有人問邱吉爾，希特勒將
會採取怎樣行動？邱回答說，對於一
個有理性的人，你可以推斷他將採取
什麼行動；但是如果對方沒有理性，
你就無法推測。
2017年 有 驚 無 險 ， 2018的 展 望 怎
樣？喜歡英雄用武的人，會推想誰將
獲得什麼勝利；祈求和平與百姓幸福
的人，想的是和平的可能性。
2018年朝鮮問題的發展，首先是看
最主要的朝、美雙方領導人是否理
性，其次看最切膚關心的大韓民國和
中國大陸怎樣因應。不僅涉及各國的
外交、戰略等問題，各國國內的政局
同樣關鍵。
朝鮮的情況外面很少知道，一方面
朝鮮對外宣傳有其光鮮的一面，且有
能力發展核武器和飛彈。另一方面，
一般認為他經濟困難，人民生活困
窘，幾乎到了大陸毛時代面臨生存邊
緣的情況。中國大陸的人對朝鮮也多
是譏諷，而不是讚揚。-- 相形之下，大
陸人對韓國卻十分好感，追捧好幾種
韓流。-- 最近在朝鮮逃兵身上發現寄生
蟲等疾病，也是負面徵象。因此，朝
鮮有可能會尋求重大突破。
特朗普和金正恩對打按鈕牌，但他
精打細算，深知打仗不合算。他自信
有談判天才；他打亂國內外的多種原
有安排，目的是重新談判，以便獲得
更好的條件。他自信掌握著最多的大
牌，無論內政外交，能夠逼使對方最
後不敢攤牌，不戰而勝。目前看來，
今年國內問題將佔據他和他政府的主
要時間和精力，對外應當不會過份。
但特朗普會不會在必要時利用對外的
爭端來轉移國人的注意和爭取對他的
支持？卻是難測。
在中國大陸，習派在黨內鬥爭中大
勝，黨權集中；進而將政府的監察權
納歸於黨，年初又將武警指揮權劃歸
黨軍委單一領導；政府更靠邊站。最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張夢祥

記保釣英雄黃錫麟
2003年黃錫麟彈打日寇
2003年10月9日，黃錫麟（後改名黃
定為）在距離釣魚台3海里處，站在閩
龍漁F861號的船桅上，拿起套在手臂上
的強力彈弓，不斷地把堅硬的鋼珠射向
幾乎要碰到鼻子的日本海上保安廳
PS03艦。日本保警則以日本腔不斷高
呼：「彈弓危險、彈弓危險，不要打
了！不要打了！」這是黃錫麟代長期被
欺凌的台灣漁民，以及屢被驅趕的保釣
人士討回部分公道的一個方法。民間保
釣人士藉著這樣的衝突，在兩岸政府不
保釣的時期，持續保持釣魚台主權的爭
議性。
黃 錫 麟 從 1996年 參 加 保 釣 工 作 以
來，直到他2018年1月1日去世為止，一
生共出海保釣19次。一直到2013年中國
飛機、船艦常態性巡邏釣魚台為止，他
每年至少出海一次。為了保衛國土，殫
精竭慮，百折不回。
黃錫麟做人講義氣，做事看大局、
有謀略，因此才能引領台灣眾兄弟二十
多年來在人力財力艱難，又有政府打壓
的狀況下，長期和同志們一起保釣、抗
日。
2003年那次出海行動，逼近釣魚台
3海里，是大陸、香港、和台灣第一次
的聯合保釣行動，具有特別的意義。
2006年民間保釣孤軍奮戰
之後，2006年8月16日，黃錫麟和 年
屆70的趙德申 等5位保釣人士以「中華
民國保釣聯盟」的名義，乘坐全家福號
再度出海。船出港沒多久，海巡署艦艇
就開始緊追，要求他們返航。保釣船不
理。到離釣魚台40海里 (「毗連區」是
24海里) 時就遭到兩艘日本海保廳巡邏
艦跟隨，並被要求離開。日方還廣播、
造浪、打強光等等，希圖阻止他們前
進。黃錫麟他們只能向日艦丟擲玻璃瓶
抗議。日方最終集結了8艘艦艇、2架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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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方提出試探。南方立刻正面回應。
他們可能進而試探就南、北關係和朝、
美雙邊談判的底線取得默契。美國方
面，特朗普是談判高手，自信只要上了
雙邊談判桌，勝算在握。因此逼談終於
撬開雙邊談判的小門。但談判過程不一
定順利，不排除會有多次反覆。2018是
關鍵的一年。
朝鮮與中國唇齒相依。美、朝單獨談
判，可能對中國很不利。中國是否將完
全被動，或提出對案，是今年又一看
點。由於邊境、民族、文化、歷史、地
理、經濟、出海通道等因素，中國不能
失去朝鮮人民的長期友誼或朝鮮政權的
友誼，不能讓半島北部出現不友好的政
權。中國表面上是朝鮮的唯一朋友，但
是卻有報導透露，兩國的黨、政府和民
間關係都並不融洽。中國亟需及早提出
對自己、對朝鮮、對其他國家都有利因
而都能接受的方案，以免美朝雙邊協議
後，無法挽回。
最佳的方案莫如勸使朝鮮向聯合國申
請，由聯合國決議擔保成為國際中立
國，從而成為東亞的瑞士。國家和人民
立刻獲得安全和開放發展的機會，幸福
安寧；朝鮮的核能力將在聯合國機構監
督下，設立國際合作的研究核和平利用
的機構（瑞士就有一個CERN，全世界
專家學者都參加研究）。朝鮮中立，中
國將在國防上永遠獲得安全，朝鮮將是
永久的友邦，同時也獲得韓國的友誼：
中國為半島免除戰禍，南北文化、社
會、經濟恢復為一家人；政治雖不統
一，但不再對敵。所以韓國可能贊成。
朝鮮中立也合乎美國的利益，比雙邊談
判能夠得到更多：美國达到解除朝鮮核
武的目的，并隨著朝鮮中立而堂皇進入
朝鮮；美國的文化與生活"軟實力"很可
能贏得朝鮮人的歡迎；在和平利用核能
的研究上，美國科學家也將參與最多。
所以美國會贊成。大陸此舉如果成功，
中美關係會更好。大陸有沒有識見和能
力去爭取朝、韓、美國、和聯合國各會
員國的支持（顯然法國、英國都會首先
支持，反對者幾乎不會有），以及做到
什麼程度，2018年很關鍵：時間過去，
中國可能就沒有機會了。（關於朝鮮中
立之議，筆者另有文分析）但願各國領

1987年， 為紀 念南京大屠 殺 50周年，美國 紐
約《紀 念南京大屠 殺 受 難 同胞 聯 合會》 組織
一批在美的大 陸 、台灣及港澳的海外 華 人 藝術
家， 創 作了百余幅 紀 念作品。
30年之後的今天，這批作品中大部分一82幅，
又以巜丹青映史》面貌在北京蘆溝橋《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紀念館》重新出現在世人面前。 上世紀
80年代的紐約,取代巴黎成為世界藝術中心，集聚
了很多富有才華的青年華人演出者如陳逸飛、陳丹青、夏陽、 韓湘甯等知名畫
家都參與了這次創作。 這些作品形式多樣，有油畫、國畫、現代藝術，風格有
寫實也有抽象。 作品在紐約展出過2次，在日本展出過一次，都引起當地華人
和外國人的關注。 經過兩年的協商安排，這些作品終於趕在今年南京大屠殺
80週年紀念日在北京順利展出。 抗戰館館長李宗遠說，他計畫安排在類似《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之類的全國各地抗戰主題展館展出，並選取部分作
品赴海外展出，以擴大這些作品的傳播力度。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向保釣勇士黃公定為先生致敬
2018年1月1日中午，銘昌和國維兩
兄，以急促不安的口吻要向我求證定
為(錫麟)的現況，由於31日晚定為還和
我通LINE，我心中狐疑又忐忑不安地
向中華保釣協會謝理事長夢林兄求
證，他告訴我錫麟兄已往生，晴天霹
靂，頓時我心痛如絞，痛心疾首六神
無主，茫茫然…。
※智勇雙全熱血青年
錫麟兄為求保釣有所做為於2012年
底起更名為黃定為。
1962年生，祖籍江蘇省銅山縣人(中
共執政後，改稱徐州市)。曾任永和市
民代表，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會長。現
任永和秀成里里長(親民黨全國唯一的
一 席 基 層 里 長 )。 中 華 保 釣 協 會 秘 書
長、中華全球華人琉球之友協會副理
事長。
黃定為外形彪悍，身材壯碩，人高
馬大，虎背熊腰，渾身是勁，面對日
本鬼子絲毫無懼，一副怒目金剛，護
我河山，豪邁雄風，威震日寇。內在
修為色厲內斂，謙恭有禮，文質彬
彬，佇立保釣船首，一副玉樹臨風，
好樣的中華兒女，其所堅持的「寧失
千金，不失寸土」的維護國家領土主
權之完整的奮鬥精神，深深的感染了
他周遭的志同道合之士。
自 1996年 投 入 保 釣 運 動 迄 今 ， 21
年 ， 17次 出 海 前 往 釣 魚 台 島 宣 示 主
權，雖未能成功登島，然卻愈挫愈
勇，堅定信念，以「保釣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為座右銘，屢次出
海，均抱定必死決心，勇往直前，其
之所以更名為黃定為，顧名思意是展
現其在保釣行動上必將有所做為，他
常向身旁好友說：「寧為中華魂，不
為美、日俎」。其熱愛祖國之情操，
令人欽佩。

◎連石磊
※因緣聚會 莫逆之交
黃定為兄的授業恩師當年係中國統
一聯盟主席王津平先生，我政治學的
恩師雷渝齊教授和王津平主席是莫逆
之交，志同道合的統派領導人(雷渝齊
博士創立商工統一促進會)，我係該會
創會發起人之一。由於我痴長錫麟兄
14歲，他都稱呼我為連老師。在兩位
統派前輩帶領之下，我和錫麟日後成
為好兄弟，一起投入「反獨促統」和
「保釣行動」。
每逢七七抗戰勝利紀念日，或每年
的8.15日本南京受降日，中華保釣協
會都會發起陳抗活動，率眾到日本在
台交流協會(慶城街)前抗議，除了由
理事長謝夢林親自督軍外，祕書長黃
定為(錫麟)和發言人連石磊加上一個
張飛型的猛男張夢祥、巨人陳書笙、
老兵吳碧爵、蔡永能、陳銘錫、林文
松、魁哥、柯士文(柯導)等數十人，
外加愛國同心會周會長慶峻的人馬，
人聲鼎沸，已經足以震懾日寇。
2015年底起我們倆人一起在天南廣
播電台製作世界華人保釣之聲，「中
華保釣俱樂部」剛滿2週年，頗受好評
之際，定為兄驟然撒手人寰，獨留石
磊一人，每思及此不禁潸然淚下，不
勝唏噓。哲人其萎，嗚呼哀哉，往事
不堪回首月明中…。
僅以此文向保釣勇士黃定為致上最
崇高的敬意。
連石磊，商工統一促進會主席
2005~2013，現任商工統一促進會榮譽
主席，中華保釣協會常務理事兼發言
人，經常主持電台及電視台的政論節
目。

新年狀：避免雞飛狗跳爭取狗年旺旺
西曆一月是關鍵月，十二月忙著過
節，吃喝玩樂，收禮送禮，餐宴舞
會，休閒渡假，忙得不可開交， 但是
一過年關， 上班歸學開市， 不得不
收了心，打開月曆一看，不由得不想
想，去年是怎過的？新年要如何過？
你要是有點愛心，上進心和責任心，
你能不回顧去年，發生過了什麼大
事？能不盤算明年，會有什麼大事發
生？古人云，天下事匹夫有責，實際
上天下大事對每一個人都有影響。你
不看那一月裡的股票市場，它的起伏
就跟去年的大事有關，來年的職業機
會也都受去年大事的影響。一月裡就
不得不做個新年計劃。西洋人管它叫
新年決議（New Year Resolution），中
國人叫它是新年狀，那可是對天發
誓，在新年裡要全力以赴，必求成
功。
華人即使在海外也講究過農歷新
年，那總是在西曆一月和二月之間。
今年是雞年（1-28-2017 到 2-15-2018）
明年是狗年 （2-16-2018 到 2-5-2019）
所以對華人來說， 還有一個月來盤算
立個什麼樣的新年狀？不過今年雞年
倒是蠻多事的，可以說是雞飛的一
年。我們應該好好地回憶一下， 這多
事的雞飛年會不會影響到明年來個狗
跳年。成語，'雞飛狗跳'， 可不是好
兆頭，意味著環境不寧不安， 雞才飛
狗才跳。我們應該回顧一下， 雞年發
生了什麼事會讓狗年不安？我們該準
備什麼才能使狗年旺旺？
從最近來看，十二月裡美國特朗普
總統發表聲明，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
列的首都， 這可非同小可，引起回教
國家的大不滿，以致美國遭到聯合國
裡128個會員國投票反對。雖然此投票
對美國，安理會會員國，沒有制止
力，但顯然使美國丟失顏面。接著美
國國會把其支持聯合國的經費減低了
以表抗議。這件事在雞年發生，必會
在狗年在中東造成禍端。也會影響聯
合國的反應。2018 是美國中期選舉
年，中東問題少不了會影響美國參議
員的選舉，美國國內支持以色列將使
美國繼續綁在中東糾紛的死結上。

◎張一飛
狗年也是台灣和柬埔寨的選舉年。
洪森總理在雞年對付國內搞顏色革命
的大刀闊斧作為算是有成效，法院以
顛覆政府罪名解散了最大反對黨救國
黨，但是明年的選舉仍然隱含變數。
洪森指責救國黨與台灣民進黨勾結，
台灣立刻表明澈清，不敢惹事。台灣
狗年有中期選舉，這是台灣老百性看
清民進黨真面目和表態的時候，如果
民進黨仍能操控選情，那兩岸關係可
能會起大的變化，不只是雞飛狗跳，
而可能是地動山搖。
正面來看， 美國於2017 年尾通過大
幅裁稅案，這是雞年一件大事。其長
遠影響對美國經濟或有幫助， 但對狗
年則近效不高。尢其稅法改革中把聯
邦稅裡房產稅報消額限定不得超過一
萬元，對房價高房稅高的州，鎮，城
市老百性會增加聯邦稅。許多老百性
都急忙在2017尾預付2018房產稅，這樣
可能會把2017聯邦稅收大幅減低，使聯
邦政府開支冒出大赤字。如果數字太
大，就可能讓政府狗急跳牆。
北韓核火箭試射當然是雞年大事。
美國對中國施壓乃無奈之舉， 不得效
果。所幸，南韓總統與中國溝通似讓
北韓鬆動有願意對話的可能。或許冬
季奧運在南韓平昌舉行可以給南北韓
一個交談的機會，兩韓對奧運皆投資
很大，也是雙方競爭的平台，希望中
國能做成牽線搭橋和事老的工作， 讓
南北韓能找個台階走上談判桌談出實
際結果。也讓多些冬季奧運觀光客放
心去南韓。這也是旺事一件。
你可不要說這些大事與小老百性無
關， 誤也！以上几個例子就可能影響
到個人的投資回報，報稅策略，旅遊
計劃，投票選擇，為兩岸關係發言，
等等。在此年關之時，回顧雞年，計
劃狗年，立個新年狀，避免雞飛狗
跳，求得狗年旺旺是每個人該做的
事！想想吧！
作者：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
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
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導人都明智冷靜，爭取和平解決爭端，且拭目以觀。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
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積極參與保釣運動，滋根基金會，中國近代口述史學
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