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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All Trump's Cabinet Members Are Gold Fixtures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本期出版時，特朗普應該已經宣誓就職
，當上美國總統了。

他宣布參加競選之初，大家都認為他是
鬧著玩的，直到他確定當選了，還有很多人
不敢相信。美國人対現狀不滿，一心求變，
才譲特朗普這麼一個異類當上世界第一强國
的總統。不要說其他國家，就連美國人也不
知道他會給美國及世界帶來什麼。不管怎麼
說，他現在是當上總統了，新的局面就要開

始了，我們要如何面對未來？Dr. Wordman 試著従他挑選的閣員裏，分
析他未來施政的走向。

王文軍的《變革的序曲》充分説明2017年是個充滿變數的一年，但會
怎麼變，似乎都還在未定之天。

在所有外國政府中，特朗普對中國可以說是最不友善的了，既使提到
北韓，也是為了批判中國。特朗普用盡所有棋子－日本，台灣，韓國，
越南，印尼，新加坡…..,就為了對付中國，北韓也可能成為他的棋子嗎
？李景科先生家住丹東，和北韓（朝鮮）只隔一個鴨綠江，他對北韓的
分析足供我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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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可能連特朗普本人都沒想到他會
真的當上美國總統，看他到現在為
止仍然瘋瘋癲癲不改故態，實在是
「望之不似人君」，這種人居然成
為世界第一強國的總統，實在很難
想像他會給這個國家，這個世界帶
來什麼樣的變化和希望！

到目前為止，除了一些零星的唾
沫星子，沒有人知道他的整體治國
理念。從他選的閣員，我們多少看
出一些端倪，很多是可以跟他瘋在
一起的。他對世界局勢的認識，亞
太的佈局及對中國的態度確實是令
人擔憂的。

面對這麼對中國極端不友善，又
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中國應該
如何應對。

首先，保持克制，該幹什麼還幹
什麼，千萬不要跟著他的棒子起
舞。

二戰結束以後70年了，中國大陸
前35年被各種運動耽誤了，後35年
急起直追，算是很有成就，但是起
步太晚，比起很多先進國家還差一
大截， 雖然在某些方面有非常好的
成績，但是總體來說，尤其是軟實
力還差很多。美國雖然最近幾年實

力下滑，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她在總體實力方面 還是比中國強，而
且強很多，尤其是軍力。

中國一方面被人誤導，另一方面自
己也誤導自己，認為外匯存底上升，
GDP 全球第二，自己就很了不起了，
其實把人的素質及其它軟實力都算在
內，中國確實只是一個起步不久的
「發展中國家」。

 中國這幾年軍備進步很快，添了
很多飛機及軍艦，備戰是必須的，但
耀武揚威就不必了。世界上有很多國
家經濟上不是很富，軍事上不是很
強，但他們很有尊嚴，很受尊敬。中
國威脅論固然不是真的，但是中國有
些做法卻難免予人口實，與鄰近的國
家保持友好關係，美國即使對亞太有
野心，要來攪局就不太容易了。

其次，不要陷進別人給你挖的陷阱
裡。

有些國家（美國，日本，尤其是日
本）並不希望中國崛起，至少不讓你
平穩的崛起，所以找出很多事情來煩
你：南海問題，東海問題，朝鮮問
題，現在又多了一個台灣問題。

就因為蔡英文和特朗普通了個電
話，中國有一些媒體人和軍事評論家
就莫名其妙的大做文章，甚至於喊打
喊殺。（特朗普一定高興死了，又找
到好點子了。）

這可是一個不得了的大陷阱。中國
口頭上說不放棄武統，但這是能說不
能做的。以目前兩岸的軍事實力來
看，中國大陸要把台灣打趴了應該不
是問題，問題是死傷的可都是自己的
骨肉同胞呀！ 是美國及日本在那兒
挑事兒，有本事去打他們呀！拿自己
的同胞開涮，算什麼英雄好漢？

島內固然有主張台獨的人，但這是
會變的， 還不至於到最後關頭，非
用武力不可，而且以中國人的才智，
不需要最高領導人都能想出十個八個
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只要坐穩蓮花
寶座，把該做的事情都做了，台獨份
子絕對逃不出掌心。

再說啦，如果中國人對自己的同胞
都敢殺了，周邊國家還能不擔心嗎？
這不是自己做實中國威脅嗎？

這個陷阱千萬要注意！

世界華人保釣
聯盟副會長，中美論壇社務委員。

陳憲中，亞太事務研究中心主席， 
紐約保釣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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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一飛   陳立家

本文筆者亦親自前往琉球參與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活動，站在第一線現場與
參予活動之琉球人民訪談，並依照社會科學學術倫理之要求，並不設置前提 由
受訪者自行闡述。本次訪談對象為反基地運動之國際通譯、高中教師、抗議專
車領隊（該專車每日早上由那霸市沖繩縣縣廳前廣場發車）、抗議活動參與人
士。最後，再以詮釋方法將其整合為一個完整的琉球主體的大敘事。

二戰後的世界格局說是東西方
兩大陣營的戰略平衡，不如說是
美蘇中三大陣營的三足鼎立，雖
然，中國這只砝碼不夠強大，但
他傾向任何一方足以改變天平的
方向。

在二戰後期，規劃世界格局的
美蘇，在將中國放在替代日本的
亞洲領袖地位的同時，也佈局牽
制中國，如蘇聯強力促使外蒙獨
立，並成為蘇聯的衛星國，為蘇
聯贏得戰略緩衝地帶，也同時成
為威脅中國的前進基地。如美國
將改造後的日本置於軍事盟國的
地 位 ， 牽 制 中 國 的 戰 略 安 全 空
間，同時將中國臺灣置於保護之
下，猶如抓住中國的軟肋，隨時
可以讓你痛。東北亞的南北韓雖
然是歷史的意外，卻也起到了攪
局和東亞火藥桶的效果。

而這一切卻又悄然在變化。世
界 正 在 發 生 改 變 ， 這 點 毋 庸 置
疑，20世紀中期由意識形態築起的
世界壁壘及規則，隨著蘇聯的解
體和經濟全球化的興起而逐漸由
經濟戰略空間所替代，舊的世界
格局和規則在打破中，而新的世
界格局和規則卻沒有建立。矛盾
越來越多，這世界是大國主導，
或是大國集團主導還是公平規則
呢？有跡象可尋，卻又難找到方
向。誰願妥協，誰又能突破呢？

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
統、難民危機、中東亂局、朝核
問題、韓國閨蜜門，臺灣民進黨
上臺後不背書92共識、日本繼續謀
求正常化，中國大陸經濟速度放
緩謀求轉型和軍事上積極變革備
戰及政治上也佈局突破……在剛
剛過去的2016年裡，快速的"變化
"成為基本事實。

2017將是艱難的一年。東北亞
尤其艱難。

從韓國說起，朴槿惠閨蜜門爆
發，韓國內部兩派力量，鬥的你
死我活，總統職務被暫停，那麼
朴槿惠下去了，新上來的這派，
以後會有多少曲折先不說，起碼
總體上來說，成為特朗普的小跟
班是必然的。

在韓國當個元首，現在看來，
的確是個高風險的職業。特別是
朴槿惠下臺後，新上來這位，要
把身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個大嘴總
統特朗普身上，更加命運多舛。

日本安倍這段時間特別活躍，
安倍認為，這是上天故意賜給日
本 的 一 次 良 機 ， 如 果 日 本 抓 不
住，世界歷史中，日本將再無崛

起的機會，只會淪為中國的配角，日
本最活躍，說明日本也最心急，安倍
第一時間去見特朗普，在日本部署薩
德，去珍珠港，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
位，這些，對中國來說沒有意義，都
是藥引子，都是魚餌，是去釣特朗普
這條大魚的。

在安倍眼裡，土財主特朗普，人
傻、錢多、好辦。特朗普上臺，安倍
要實現自己的目標，至少可以讓日本
少奮鬥幾十年。安倍早佈局，搶在中
國前邊，把特朗普拉進日本設置的棋
局中。

2017年，是安倍自認為的歷史上最
好的時機，因為安倍認為：
‧中國以穩為主，不会有大动作；
‧特朗普屁股還沒坐熱，腦子還沒冷

靜下來，利用特朗普可大有作為；
‧台獨要耍存在感，蔡英文必須要擔

當起歷史重任，走正式台獨；
‧金正恩也在找機會自救，可以起到

奇兵的作用，牽制中國，牽制韓
國，甚至牽制美國。
所以，安倍的棋局應該是：安倍坐

陣合縱連橫；蔡英文搶先台獨挑起衝
突先鋒；特朗普為主力出兵台海；金
正恩以為找到機會出兵韓國，牽制中
美，日本順勢成為正常國家，平衡中
國壓力，美國軍力撤出亞太。 

民進黨再次上臺，說明國民黨已經
成為末日黃花，在中國這個政治大棋
盤上再無話語權，倘若不旗幟鮮明的
舉起統一大旗，那麼剩下的只是窮途
末路，樂不思蜀的阿斗。民進黨治下
的臺灣已經沒有出路，狗急跳牆，綁
架臺灣民眾，製造台獨事件，拉中美
進入戰爭漩渦，這是一件安倍和蔡英
文都想做的事，也是蔡英文的唯一出
路，而且是一件大概率的事。台獨要
鋌而走險，特朗普跟還是不跟？

如果台海衝突僵持，那麼日本必然
利用另外一顆棋子——朝鮮。

當然，朝鮮不會這樣說，朝鮮仍然
要高舉反帝反霸的大旗，對韓國進行
恫嚇。韓國和日本已經簽訂了軍事情
報合作協定，那麼，朝鮮在韓國面前
基本就是不設防狀態。朝鮮半島衝突
一觸即發，特朗普跟還是不跟！不
跟，特朗普就是真正的孤立主義。
跟，中美全面衝突。世界的一切就掉
入日本的棋盤中。

朝鮮"先軍"政治的最大現實意義，
就是配合美國在亞太軍事霸權和日本
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製造東北亞
緊張局勢，阻止中國東北亞經濟整合
戰略。現在看來，這就是朝鮮在國際
社會中存在的價值。朝鮮還有一個關

　 President-Elect Trump has almost completed his cabinet 
appointments with Rex W. Tillerman, another 'Yiwanren' (A Chinese 
term for people worth above one hundred million is an unique term 
having no equivalent vocabulary in English, that is between a 
millionaire and billionaire) named as his Secretary of State. Taking a 
quick view of Trump's appointees, you may get a feeling that he is 
organizing a richmen's club with names like Wilbur Ross (Secretary of 
Commerce), Betsy Devo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and Linda McMahon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ll worth more than a billion dollars 
and many more millionaires. On a closer look, we find that Trump's 
cabinet does not have all gold fixtures like his Trump Tower cabinets. 
There are at least five members (out of 20 announced appointees), Mike 
Pence (VP), Jim Mattis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 Kelly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Mike Pompeo (CIA Director)  and Reince Priebus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with publicly reported net worth less than 
one million. In addition, there were no published net worth data on Scott 
Pruit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 Michael Flyn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o it is fair to chuck off the idea that Trump is going 
to run the country like a billionaire filling his top posts all with other 
billionaires.
　Trump has always been cherishing his self-made billions and he is 
certainly proud to be called a billionaire; in his Presidential bid, he has 
recognized that the U.S. is broke and poor and prioritized his goal to fix 
the nation's finances.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he surrounds himself 
with experienced wealthy individuals capable of making money to 
fulfill his mandate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 really - rich again. 
Trump seems to believe that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building personal 
wealth will have better idea to make America rich again. But Trump also 
understands the value of being thrift to build wealth; this can be seen 
from his remarks calling the administration to reduce waste including 
his criticism of the billionaire dollar price tag Boeing has estimated for a 
new US Air Force One. Based on this light, we will review Trump's 
cabinet appointments and assess whether his team will collectively 
accomplish his mandate - to fix America's ills and make her rich again.

　 Trump's Vice President Pick of Mike Pence was a good move which 
helped significantly in getting him elected. Pence not a millionaire but had a 
proud record being the Governor of Indiana building a growing economy 
with a balanced budget, low taxes and conservative principles. So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Pence has been trusted by Trump as his right-hand man 
to serve the chairmanship of his transition team replacing Chris Christie, 
Governor of New Jersey tarnished by the Bridgegate scandal. Christie had 
over staffed the transition team with lobbyists which Trump recognized and 
smartly removed them. Trump's transition team led by Pence is sizable 
having 13 vice chair expanded from original six and a 21-person executive 
committee including Donald, Jr., Ivanka (and husband Jared Kushner) and 
Eric Trump. Seven of the thirty four members in the transition team have 
been appointed with a cabinet position, they are Ben Carson (Secretary of 
Housing), Jeff Session (Attorney General), K.T. McFarland (Deput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teve Mnunchin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teve Bannon in addition to Michael Flynn and Reince Priebus mentioned 
above. The much talked about names in the transition team, Chris Christie, 
Newt Gingerich and Rudy Giuliani did not receive any appointment. 
　Trump seems to rely on experienced business people to fix the financial 
problems of the U.S. Let's look the following appointees: Steven Mnuchin 
was Trump campaign's finance chairman, a former Goldman Sachs banker 
and an investor with experience in turning around a failed mortgage 
company with aggressive foreclosure measure; he is a proponent of cutting 
corporate taxes, now nam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Wilbur Ross, a 
billionaire, made his name in restructuring steel and textile corporations; he 
is the architect of 'America First' trade vision, now named as the Secretary 
of Commerce. Linda McMahon, another billionaire, made fame and fortune 
in sports entertainment (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 she is a proponent 
for cutting red tape, now named head of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Rick Perry, tw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 former Texas Governor had 
experience with alternative energy in Texas; In his book, Fed Up!, he 
criticizes federal government taking too much sovereignty and wealth from 

the states, now named Secretary of Energy. It is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is team can create or bring industries back to the U.S. producing jobs for 
Americans and obtain a trade surplu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Trump has shown his distrust of the 'old 
ways of doing things', thus his appointments have a mix of new and 
experienced people. His choice of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Chief 
Executive of Exxon, made extensive travel and contacts overseas, especially 
having a rapport with Putin; he is a proponent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playing Russia card against China, now hea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with no government experience. One must note though Trump 
has appointed Terry Brandstad, Governor of Iowa, as the Ambassador to 
China before announcing Tillerson's appointment. This may suggest that 
Trump simply would like to use people who are familiar with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Russia to deal with them but not necessarily able to pre-meditate a 
strategy of play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Trump appoints Jim Mattis, as 
Secretary of Defense, a career military man with war experience in the Gulf, 
Afghanistan and Iraq; he is known as a strategist and critical of the past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strategy. Trump also tapped Michael Flynn, a 
retired army general and former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 briefly under Obama 
administration, as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he is famous for the chant, 
'lock her up', and is firm against terrorists and Iran nuclear threat. Trump's 
Chief Strategist, Steve Brannon, a banker with naval officer background, 
made a fortune producing the Seinfeld sit-com; Brannon is a nationalist with 
anti-immigration view. Mike Pompeo, a Congressman sitting on th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is picked as the Director of CIA; he is also a vocal 
critic of Obama Administration. John Kelly, a retired general, lost his son to a 
roadside bomb in Afghanistan is Trump's Secretary of Homeland Security.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is group of people with military background 
will shape up a strategy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With limited space here, we will not comment on the other appointments 
so far including Scott Pruitt, Hea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Andre Puzder, Secretary of Labor, Jeff Sessions, Attorney General, Tom 
Price, Secretary of Health, Ben Carson, Secretary of Housing, Elaine Chao,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Betsy Devo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Nikki 
Haley, Ambassador to UN and Reince Priebus, Chief of Staff, except to say 
that we expect the experienced Secretary Chao will do fine and the new ones 
must climb a fast learning curve to deal with our domestic issue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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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角色，就是在關鍵的時候發揮關
鍵 的 作 用 。 我 們 要 高 度 警 惕 和 重
視。

世界現在進入混沌狀態，中美軍
事衝突一旦發生，世界必然選邊站
隊，中國的處境仍然不佔優勢，

所以說，安倍的小算盤，就是利
用臺灣這個明子，利用朝鮮這個暗
子，先後在台海和朝鮮半島製造衝
突熱點，打特朗普的土豪，分中國
的田地。

從安倍上臺那天起，我們似乎都
在數著指頭算著安倍哪天下台，然
而上臺五年不倒，成功突破安保法
案 ， 釣 魚 島 國 有 化 ， 日 韓 軍 信 互
通，戰鬥機多次挑釁中國，給菲律
賓送錢送裝備。其心可誅啊，擺明
瞭攪渾水好摸魚。安倍完成一個又
一 個 目 標 ， 直 接 進 入 了 第 二 個 任
期。

再看美國特朗普調查"9.11"，意指
沙特，重新規劃中東版圖，然後用
石油掐住俄羅斯的經濟大動脈。為
了不讓中國壞事，所以把臺灣拎了
出來，來個川菜通話，敲打中國。
特 朗 普 這 是 告 訴 中 國 ， 你 最 好 別
動，你的軟肋在我手裡。

蔡 英 文 明 明 就 是 安 倍 的 一 顆 棋
子，現在又甘願奉獻給特朗普。蔡
英文只要獲得特朗普的支持，特朗
普就成為安倍的又一顆棋子。安倍
左手翻著蔡英文棋子，右手翻著特
朗普棋子，要在台海和南海搞事，
配合著石油大亨和戰爭狂人的中東
方略。

日本忍辱負重幾十年，終於有翻
身做主人的機會啦。

面對2017複雜的局勢，中國如何
破局還看不出來，只是看到在外交
上佈局一帶一路的經濟版圖，內政
反腐和軍改應對變局。雖然有高調
逡巡第一島鏈，環臺灣巡航，走的
還是遏制的路。

而從特朗普表態放棄TPP來看，美
國 明 顯 是 不 想 在 規 則 上 跟 中 國 較
量，而是會自行其是，至於說中美
巨額的貿易逆差，美國雖然經常拿
來說事，卻也真沒當回事，因為特
朗普知道，每一分逆差都成為美國
國 債 ， 中 國 一 分 都 拿 不 走 ， 用 不
出。這也是中國急於人民幣國際化
的主要動因，一旦人民幣成為國際
結算貨幣，那麼就是美國霸權終結
之時，美國會聽之任之嗎？當然不
會 ！ 日 本 會 樂 見 其 成 嗎 ？ 當 然 不
會！那麼中國如何破局？按美國的
規則來肯定走不通？如何破局？

2017年 將 是 一 切 看 見 端 倪 的 一
年，變革年代的開局。

盟創會會員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釣
聯 。

變革的序曲-2017
◎王文軍

在2016年，朝鮮在核子試驗和火
箭發射方面進行了歷史上最密集的
實驗。事實上，朝鮮的核軍備和輸
送手段已經基本完善，戰術核打擊
手段已經陸續成軍。這是朝鮮的最
主要的戰略防禦手段。但是，朝鮮
也與世界各個有核國家一樣，核武
器是威懾手段。雖然核威懾是嚇唬
人的，但必須是實用而可以立刻投

入實戰使用的，所以，從1960年朝
鮮開始發展核事業開始到現在，擁

有超過300個涉及核事業的工廠或

研究機構和十萬專業人才，56年的
歷史過程，是扎扎實實的發展歷史
過程，而且朝鮮擁有世界最豐富的

固體鈾礦資源，所以，總而言之, 
朝鮮核力量的客觀存在是不容置疑
的，而且其實際規模超出世界的想
像。

朝鮮政府是依靠党的領導核心的
集體智慧運作決策的（即使因某種
原因被處決的核心幹部，在參與這
些核心戰略決策上也絕對毫不含
糊），從金日成，金正日到金正恩
時代，國家戰略問題就是這麼決策
的，朝鮮緣於歷史原因，始終實行
最高領導人的唯一領導，該國家的
核心集體的決策就是最高領導人的
最高決定，必須無條件絕對服從，
有了這個才會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世界上成功的共產黨國家都依靠這
個法寶，只是名稱有所差異。

和其它共產黨為執政黨的國家一
樣，朝鮮的集體智慧非同尋常，能
夠化解或擊潰一切對外來的壓制，
封鎖或現在的日益嚴重的國際制
裁。從朝鮮戰爭臨時停戰協定簽署
到現在，七十多年過去了，朝鮮一
直爭取朝美簽署和平協定，實現和
平和國家統一。然而，從“冷戰對
峙”到“朝鮮問題”演變到今天的
“朝核問題”，年年不同規模的軍
事演習，對於朝鮮，對於美國都沒
有帶來好處，特別是沒有經濟好
處，而且是處於長期解決不了問題
的怪圈中，相反，朝鮮的綜合國力
卻與時俱進快速發展進步中。

美國特朗普宣佈競選總統後，朝
鮮是最早讚頌特朗普為紳士的國家
之一，並敏銳地評估，在長達半個
世紀的美國傳統政黨的政客執政

中，輸出戰爭，強行輸出美國價值
觀和巨量財力人力的耗失，已經削
弱了美國的真正實力。所以，商人
特朗普的上臺，是美國人民意志的
選擇，特朗普上臺，主體是全面提
振和發展美國經濟，增加美國人的
就業等等。對於朝核問題這樣的費
力不討好的事，不會過多投入力
量。而對於在韓國的駐軍，美國財
政要拿出很多錢和人力，所以，特
朗普曾經說過“韓國應該更多承擔
費用”。從特朗普宣佈競選總統開
始，朝鮮的核子試驗，衛星發射實
驗等暫時停止了，朝美也有了新的
不公開接觸。又由於韓國朴槿惠的
醜聞（此事絕對有非常深度的政治
背景），朝鮮也不會給她以起死回
生機會。

對於金正恩新年講話，宣佈基本
完成了遠端火箭的發射準備，特朗
普的發言，並沒有對朝鮮直接表達
什麼，反而說“中國賺了美國人很
多錢卻沒有做事”，這是把朝核問
題的矛盾轉移到中國。實際上，中
國是確確實實遵守了聯合國的決議
的，在丹東這樣的邊境地區，明顯
看的到。

特朗普是個商人總統，不是政
客。他以計較美國的實際利益為原
則，所以，朝美在特朗普執政期
間，會很快進行政府間的正式談
判，以全新的第三個角度談朝核問
題，也可能實現半個和平協定的簽
署。而薩德系統的部署，在特朗普

1月20日履職後，會被重新評估。
朝美實現新的關係，可能犧牲了中
國的利益，因為，特朗普政府，對
於深度干擾中國南海和東海更有興
趣，甚至會直接發生軍事衝突，而
分化朝鮮和中國的傳統友好關係，
對美國有好處。

以上僅僅是個人一井之淺見。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

研究者，著有《丹東歷史探微》
（2013年，哈爾濱地圖出版社），
《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2014
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等。 

特朗普上臺朝美可能尋求第三條解決道路
◎李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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