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地區2015年可以說是非常不平靜的一年，
日本通過一系列安保法案，美國聯合菲律賓，越
南頻頻在南海製造事端，李景科在2016伊始，分

析這對保釣運動會有什麼影響呢？ 
韓國與日本突然對慰安婦的問題達成協議，日本提出慰安婦問題到

此劃上句號，以後不能再提，韓國居然也同意了。韓國民間團體固然
一片罵聲，更不要說其他有慰安婦受害的國家及地區，包括菲律賓，
北韓，琉球，台灣還有中國大陸，更是一片嘩然。王文軍回顧協議談
判經過並做了評價。

Dr.Wordman本期介紹了一位新加坡的學者對中美關係的看法，其實
中美的問題主要誰是老大誰是老二的問題，只要中國不去爭老大，美
國不怕作第二，這個世界，尤其是亞太地區也許就會太平多了。

去年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完成購買全家福保釣船的手續，準備今年4∼
6月到釣魚台海域投放漂流瓶，希望大家踴躍認購。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稿 酬 ， 所 有 稿 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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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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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在
2015年9月開始規劃釣魚島海域投放漂流瓶活動，經過
設計、製作，於2016年1月1日正式啟動。

活動成因：
解決釣魚島問題將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仍需長

期堅持不解與日本進行鬥爭。為此，作為民間保釣運
動也需要與時俱進，創新並運用各種方式，進行持續
不斷地鬥爭，發出民間保釣的特殊聲音，體現民間保
釣力量的特殊作用。

漂流瓶本身就是一種宣傳的載體，是航海時代人類
跨文化交流的象徵符號。世保聯盟通過在釣魚島海域
投放漂流瓶活動，彰顯並承載我們保衛釣魚島的意志
和決心。

隨著網絡的發展，各種網絡版的漂流瓶也日漸增
多。如百度漂流瓶吧，百度漂流瓶俱樂部，QQ郵箱漂
流瓶，世保這次活動將採用實物漂流瓶，並通過認
捐，讓更多人參與到民間保釣運動中來。

漂流瓶簡介：

此次投放漂流瓶為陶瓷葫蘆瓶：高22釐米、分上下
大小葫蘆、其比例為0.618，小葫蘆上盤有龍鳳圖案、
大葫蘆上有中國地圖特別標注出釣魚島的座標及釣魚
島主島的圖案並配有文字標注"中國領土釣魚島"陶瓷是
中國的符號，龍鳳是中國的圖騰，這幾種元素組成了
龍鳳漂流瓶。

活動的具體做法：
1、此次活動共製作生產漂流瓶1000個，即五百對，

在瓶底標有編號（001----500）及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監
制字樣。

2、向社會公開募集認捐。認捐方式：為一對漂流
瓶，一對漂流瓶認捐款：198元人民幣。一個認捐者收
藏，一個交與世保在釣魚島海域放漂。

3、漂流瓶裏存放兩份文件：一份是明治18年10月
21日外務卿井上馨給內務卿山縣有朋的歷史文件，直
接佐證了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的事實；另
一份檔是認捐者個人資訊資料及對釣魚島的留言。

4、認捐結束後，世保將五百個漂流瓶運送到台灣，
由世保"保釣號"負責運送至釣魚島海域進行投放，完成
漂流瓶活動。投放時間在2016年四月左右（四、五、
六月釣魚島海上氣候適合出海行動）

5、投放過程將全程拍攝，並進行後期加工成影像資
料。同時世保將把這次活動製作成刊物，進行後期的
宣傳。

6、認捐款到後，即快遞漂流瓶。
7、活動結束後，世保將公佈漂流瓶活動活動帳目。
認捐帳號：中國銀行廈門分行:  6217851700006015456   

李義強
電話：13806045142
可 以 通 過 微 信 紅 包 或 直 接 轉 帳 ： 微 信 號 ：

13806045142
郵箱：diaoyudao9866@126.com

Singapore is an island-city nation consisting of multi-ethnic 
races living in an area of 277.3 square miles, about 2/3 of New York City, 
half of Los Angeles and 2/3 of Hong Kong. She gained independence 
from Malaysia in 1965 and has grown in GDP and prosperity 
continuously for over three decades since independence and sustained 
her growth till today except a dip during world recessions in 2001 and 
2009. No doubt, many of Singapore's success should be credited to her 
founding president, Lee Kuan Yew, who, though appeared to be a 
dictator to some, had set up a unique Singapore democratic governing 
system under one dominant party, People's Action Party, co-founded by 
Lee. The ultimate success in Singapore, of course, belonged to the 
Singaporeans. Singapore is a strict law-abiding nation perhaps with laws 
more on the conservative principles, but under the Singapore laws, the 
citizens are given freedom and opportunities to obtain education, serve 
the country, and practice capitalism. The government servants are well 
paid to eliminate graft and corruption and the brightest are given 
education scholarships and encouraged to serve in the public sectors. 
Therefore, in general,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has capable and 
efficient employe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setting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managing Singapore's economy.

Professor Kishore Mahbubani, currently the Dean and 
Professor of Practice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Singapore University, is one 
shining example of a well educated and successful Singaporean. He was 
born in Singapore in 1948, a Sindhi and was awarded a scholarship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SU) with a degree in 
philosophy and later obtained a MA degree from Dalhousie University in 
Canada. He joined Singapore foreign services in 1971 and eventually 
became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 for Singapore. 
While at UN, he met and married Ann King Markey, an American 
lawyer, and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Professor Mahbubani has written several books, Can Asians Think?, 
Beyond the Age of Innocence, Rebuilding Trust between America and the 
World,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 and his latest book, Can Singapore 
Survive?. Professor Mahbubani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top 100 global 
thinkers by Foreign Policy in 2010 and 2011 and as Prospect's top 50 
world thinkers.

There is a good reason that I am presenting such details about 
Professor Mahbubani. Mahbubani has been an observer of the changing 
tide in Asian and Western politics. In my opinion, he has correctly 
criticized the West that their practice of the value they are pressing 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such as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social justice 
including American culture unfortunately anchored on 'money' and 'sex' 
is corrupted in many ways. The system of glob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MF are created 
to benefit the West not fair to the rising Asian powers. He claims that 
though the West may be fearful of Asia's rise, it should accept them and 
co-operate. Prof. Mahbubani is largely supportive of China like Lee 
Kuan Yew (a Chinese Singaporean) but he is a Sindhi Singaporean with 
a life-time diplomatic career associated with the UN. Lee and 
Mahbubani both understood China's method of globalization and implied 
that China is doing everything right to become an even more powerful 
nation. Prof. Mahbubani has given many lectures including a recent one, 
entitled, What Happens When China Becomes Number One (4-9-2015),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of Politics, where he 
discussed the future US-China relation. His views inspire and resonate 
with mine thus I will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m here.

First, he points out there is a public perception gap (foreign 
elites versus American public including American intellect). Even though 
the US media i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 traveler in the U.S. will feel 
being cut off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self inflicted, the American 
public do not underst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elites in other 
countries who have far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mericans are 
too hung up with being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President Clinton once 
said in 2003 something in essence like:  if you believe in maintaining 
power and control and you are number one, you can act unilaterally, but 
if you are number two, you can't do that. Clinton never repeated this kind 
of speech since it was suicidal to say U.S. to be number two to the 
American public. Listening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every four years, 
you would wonder why Americans felt so entitled to be number one 
without thinking deeper how the U.S. achieved and other great nations 
could achieve to be number one as well. China's economy may very well 
continue to rise to be number one; Goldman Sachs even predicted that 
India may become number two, but in reality, the three economies will 

be all very close in size. There is no big deal for the U.S. to accept a number 
two position. Japan one time was approaching the number 1 economy of the 
world, but never did. It is conceivable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number 
one either, but China has 1.3 billion people one billion more over 
Americans. If every Chinese performed 25% more in productivity, every 
American would have to double his or her productivity to keep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y at par. 

In Prof. Mahbubani's view, the ASEAN nations and the U.S. don't 
have reasons to fear the rising China. Overall, China is rising peacefully. 
The Chinese leader Xi is fulfilling the Chinese Dream, rejuvenating progress 
both in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ves for the Chinese citizens. China is more 
focused on her internal problems than replicating the U.S. foreign actions 
such as interfering in the Middle East. Whether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or from reality, China believes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live on the 
same boat. China has more respect to the United Nation than other great 
power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to his audience about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with the rising China, his answer was very profound that 
both would do well, perhaps, with short term issues in learning and 
developing methods for resolving disputes as exhibited by some current 
events. As to the reform or transforming to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his 
observation was also very prudent.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generous in 
offering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such as Harvard) to all foreign students 
including the Chinese. This has had and will continue to have a great effect 
on China.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100 million Chinese going overseas as well 
as like many coming back to China provides high hope that China will 
evolve into a more free and open society. They have moved a society with 
bicycles being the principal mobility tool to a modern world their citizens 
can move about in their country and the world with far more freedom than 
many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Asia as a whole has come a long way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WW II thanks to the generosity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guiding the non-communist world to recover from the ruins 
of the war. The recovery of the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 are most notable, 
but their stagnant economy is also obvious and understandable. The future 
of Asia will be bright because the changes the Asians have made. 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for mankind if the West and the East will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rather than living in fear of each other or worse 
by scheming to destroy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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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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保釣聯盟2016年

（一）日本安保法的通
過意味著什麼？

    2015年9月19日淩晨，日本參
議院全體會議以執政黨等的多數贊
成表決通過了系列安保法案。這意
味著安保法案正式升級為法律，日
本政府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也可
以這麼看，這是日本政府的選擇。
也是日本極右勢力和固守軍國國主
義衣缽不放勢力的一時的勝利，也
是美日軍事同盟的一個質的提升。
是安倍政權致力於加強日美同盟關
係，調整日本安全保障政策以更好
配合美國的成功。同時，更意味著
日本實行半個世紀之久以上的和平
憲法成為一張廢紙。也意味著釣魚
島問題的解決更遙遙無期。到了
12月，中國南海和東海釣魚島附
近，其形勢已經向軍事對抗的方向
發展。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日本的軍
備和軍事技術飛速發展。特別是核
技術和武器級核原料的儲備，可以
使日本在六個月之內成為世界上僅
次於美俄的核武大國。日本安保法
為什麼是在2015年通過的？不言而
喻，這是東海問題和南海問題處於
和平努力和空間等已經用盡的時
刻，戰爭隨時可以發生。

看看我們中國的實際情況，近幾
十年來，精忠報國和國家興亡匹夫
有責的信仰信念已經大幅度流失，
拜金主義橫行，所有的涉及社會大
眾視聽和潛移默化影響人們思想觀
的戰爭題材，絕大多數成了娛樂和
神話，很多人只會坐在電腦前或手
機微信上擺弄手指頭"打美國滅日
本"。貪贓枉法的"蒼蠅老虎"已經成
為社會公害。我們的軍事力量雖然
看起來強大了，但是與人口十三億
的比例來看，我們還差得遠。

我作為五十多歲的大陸人，近三
十年中，沒有經歷過一次國家軍事
總動員機構，進行的全軍全民軍事
演習和戰時軍事動員的演練。這是
具有致命危險的。所以，儘管媒體
上天天有周邊地區鬥爭的資訊和動

態，在絕大多數中國國民看來，似
乎距離自己的生活十萬八千里，所
以，筆者認為，未來的外敵侵略的
戰爭在最近的將來就會突然來臨，
甚至是多國聯合的侵犯，會在我們
的抗日神劇一類的精神勝利中迎來
戰爭。正如美國國防部一位高級將
領所說的，在南海，"軍事衝突一旦
發起，就不會停止下來"。這是一場
一個價值觀摧毀另一個價值觀的戰
爭，是強勢勢力奪取我們的資源的
戰爭。

 (二) 2016年的保釣趨勢
自2015年以來，保釣事業似乎進

入了一個轉折期，民間保釣進入了
低潮和歷史文獻發掘的新時期，然
而，涉及釣魚島在內的東海問題和
南海問題的兩大中國固有的海疆，
卻發生了本質變化，由打嘴仗進入
到以美國日本聯合一些周邊國家，
進入軍事參與的階段，這就踩住了
中國的紅線。自2015年10月以來，
美國軍事直接試探日甚一日，而我
國還停留在嚴正交涉。日本政府則
在2015年12月24日的內閣會議上通
過了2016年度預算案。為了強化離
島 防 禦 ， 牽 制 中 國 的 軍 事 活
動 ,2016年 度 增 至 5萬 541億 日 元 ,較
2015年度增加1.5%。這是日本政府
連續4年持續增加防衛軍費。

日本連年增加預算的同時，又加
速在石垣島派駐地對空、岸對艦導
彈部隊，在宮古島等西南離島加強
偵測部隊等，其根本目標就是要在
中國海空軍進出西太平洋的必經之
道，也即"戰略咽喉"設卡據點，以
建立無縫隙、全天候監控中國海空
軍動向的軍事"哨所"；其次是隨時
可以開戰，並形成有效的海空一體
的聯合火力打擊網和封鎖網；三是
通過在石垣島、與那國島、宮古島
以及奄美大島等離島增加駐軍力
量，事實上把對釣魚島的軍事控制
能力向前方大大推進一步。

日本新增加的軍費，購置包括
F35新型隱形戰機、AAV-7型水陸兩
用坦克、新購全球鷹先端偵察機
等，均是其強化西南島嶼的島鏈型

軍事部署的重要一環，也是收緊針
對中國海空軍沖出第一島鏈、走向
第二島鏈"包圍圈"的關鍵部署。

因此，筆者斗膽對2016年的釣魚
島周邊形勢預測如下：

一，無論東海或南海地區，在
2016年3-6月之間，任何一個區域發
生武裝磨擦，只要武力開火，無論
多大規模，都會迅速擴大延燒到兩
個區域，而且美日菲律賓等至少多
國會參入。而且戰爭會延續到互相
疲勞為止。

二，釣魚島問題會複雜化，若國
家間的武裝衝突發生，中國人中還
是有一些真正愛國的，會捨棄生
命，在自發的前提下，組織人力或
自造武器強力與日本美國海軍周旋
對抗，強行登島。相信登島一定成
功，但一定會多有犧牲，也會激起
更多中國人的激憤和聲援，只要堅
守住，釣魚島會回歸中國。

三，若戰爭被拖延，則民間保釣
運動會繼續低沉和探索新的路徑。

 2016年，似乎是迷信人士的吉
祥數字，但在現實，則是大凶，因
為中國與美日為主的國家的利益之
爭已經在2010年就進入了必須進行
戰爭才能解決的階段了。

這個世界一系列的重大衝突的演
進和發生，不是"正義必勝"和"人道
必勝"所使然，所謂的"正義""人道
"都永遠是強者說了算，而強大的
實力和利益才是永恆的"硬道理"，
保釣事業必須在擁有國家和民族實
力的前題下才有出路，幾十年的世
界華人保釣運動的歷史。雖然尚未
成功，但奮起不懈，保釣運動已經
深入中國億萬人人心中去，正在激
發人們的覺醒，日美同盟儘管會遲
滯釣魚島的回歸，但"中華復興"的
一天，就是釣魚島回歸之日。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
研究者，55歲，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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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28日韓國外交部長尹
炳世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經數小
時談判，下午宣佈雙方針對慰安婦
問題達成共識，並發表共同會見
文。韓日閃電達成協議。

岸田外相在記者會中朗讀了共同
文告稱："當時由軍方涉及的慰安
婦問題，對多數女性的名譽與尊嚴
造成深刻傷痛，對此日本政府表示
'痛感責任'。"而安倍晉三並以內閣
總理（首相）的身分，表達"謝罪
"與"反省"。

另外，韓國政府也將為設立專責
支援慰安婦的基金會，而日本政府
將為基金會直接撥款10億日圓。

在達成協議後，安倍晉三首相也
與朴槿惠總統通電。

樸總統表示："希望以本次協議
為基礎，累積信任，緊密討論並盡
力讓雙方能開展新關係。"安倍首
相則稱："作為日本內閣總理，對
充當慰安婦時所經歷的諸多痛苦，
與遭受過難以治癒的傷處者，誠心
謝罪並表達反省之意。"

協議達成後，韓國6個慰安婦相
關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指責協議是
對"受害者和國民的背叛"。

12月31號共同社援引政府消息人
士的話說，如果韓方不移走日本駐
韓國大使館前象徵受害慰安婦的少
女銅像。日本政府將不會向韓國支
付此前約定的10億日元援助資金。
對此，韓國外交部澄清說，兩國此
前並沒有就遷走少女銅像達成協
議，希望日本不要做出可能招致誤
解的言行。韓國政府31號呼籲韓日
媒體，保持克制、謹慎稱以不實報
導激起民眾的不滿情緒。對韓日關
係發展和慰安婦問題的解決毫無幫
助。

由此可見，韓日慰安婦問題並未
因達成協議而解決，反而充分表達
了日本國政府不願意承擔戰爭責任
的立場。這也是安倍新生代不該承
擔戰爭責任者這一原則立場的具體
體現。

就這次韓日慰安婦協定來看，即
使韓國民間與政府不斷努力的結
果，也是美國政府的命題作文。

2012年 7月 ， 時 任 國 務 卿 希 拉
蕊 ·克林頓指示美國所有檔和聲明
禁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一詞，
將其改為"被強迫的性奴"，以此要
求日本正視二戰期間的性暴行。

韓國慰安婦-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犧牲品  日本安保法通過之後的保釣運動前景
◎李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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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在美國韓裔團體的推動
下，加州格倫代爾市樹起了一座慰
安婦的雕像。2014年1月，美國國會
表決通過法案，要求日本政府為二
戰期間強征亞洲其他國家大約40萬
婦女充當日軍慰安婦的性奴役行為
正式道歉。

因此，日本在韓國慰安婦的問題
上就不僅面對韓國的壓力，也面臨
來自美國的壓力。而日韓都是美國
在東亞的盟友，兩國關係長期齟
齬，不利於美國的戰略佈局。因
此，奧巴馬在2015年4月與安倍會談
和10月與朴槿惠會談時，均敦促雙
方解決歷史問題，改善關係。

再看韓日慰安婦問題議定的主要
內容，一是對慰安婦個人的補償，
而是日本國安倍首相以首相身份的
個人道歉，這都未涉及"強擄佔領區
婦女充當性奴"這一戰爭罪行的認
定，同時日本的撥款是補償而不是
賠償。這就模糊了日本在慰安婦問
題上的法律責任，堅持了日本國安
倍政府"戰爭中不可避免的附帶傷害
"說。

雖然安倍就韓日慰安婦做個人道
歉，這道歉也僅僅就慰安婦個人痛
苦表示歉意，而不是就"強擄性奴
"這一戰爭罪行進行道歉與反省，也
是對美國一個面子上的交代，同時
還要求韓國就此住口，否則不給
錢，雕像也要拆除，在這一層面上
看協定不過是封口令，補償不過是
封口費。

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期間日本政府
大規模、有組織征招和強擄婦女充
當日軍隨軍妓女的制度。這些女性
來自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地區、朝
鮮半島、日本本土，也有部分來自
琉球、東南亞、和荷蘭，人資料估
計有40萬以上。

韓日慰安婦協議不從法律尋求公
平正義，而只是在美國大哥基於亞
太再平衡戰略需要和稀泥的作態，
也是美國就人權問題雙重標準的再
次體現，無異於再次踐踏戰爭受害
女性的人格尊嚴，也是對人類文明
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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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軍


	Pag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