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2014年的中日關係，可以
用 "冰 冷 "來 形 容 ； 展 望 2015年 的
中日關係，仍然不容樂觀。
中日關係困局的焦點是領土主
權爭議與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
而日本對中國崛起所具有的深刻
焦慮與疑懼，及其對中日兩國未
來發展的迷惑，深切影響著中日
關係的走向。安倍內閣將為實現
"大國夢"的政治抱負，繼續沿右
傾 化 的 道 路 ， 朝"正 常 國 家"方 向
邁進，在以歷史認識問題挑釁國
際社會、加緊落實新安全戰略、
通過歷史最大規模的防衛預算、
對華強硬對抗等方面，既定的基
本政策不會改變。安倍把修改憲
法的和平條款，作為他最高的政
治目標。為此，他需要維持地區
的緊張局勢，保持與中國的政治
對抗，以外部嚴峻形勢來挾持日
本民眾，獲取修改和平憲法的民
意 支 撐 。"安 倍 經 濟 學"解 決 不 了
日本經濟的痼疾，期待在政治、
外交、軍事上制衡中國的同時，
又能從中國獲得經濟利益最大
化，不僅只能是一相情願，而且
還會僵化中日關係。
據中日聯合輿論調查，中日兩
國國民的感情和認同感全面惡
化，對中日關係走向持悲觀態度
的人在增加。"日本在領土爭端中
的 強 硬 態 度"和"日 本 未 對 侵 略 歷
史進行謝罪和反省"，制約著中國
國民的日本觀。戰後出生或成長
的日本新生代，比較認同西方的
普世價值觀，以此作為參照系來
觀察中國，便覺得中國處於威權
主義時代，意識形態的對立成為

一種思維定勢。日本媒體近年來所
採取的避重就輕、無端猜測甚至惡
意中傷的輿論方式，也誤導了日本
民眾的中國觀。
在中日關係的背後，還有著一個
更加複雜多變的中美日關係。美國
實行的重返亞太戰略，需要日本牽
制中國；在釣魚島主權之爭中，採
取口頭中立而行動偏袒日方的態
度。安倍借今年是二戰結束70周年
之機，將訪問美國，訪問珍珠港，
主要目的是減少美國對日本的壓
力。日本對任何國家所施加的壓力
都可以不在乎，但不能不在乎美國
的態度，因為在安全防衛問題上需
要依賴美國，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更
不能惹惱曾經深受其侵略戰爭之害
的美國。
中日關係的僵局是由深層次、結
構性的矛盾所決定，既包括戰略層
面，也包括心理層面，既有現實因
素，也有歷史因素。尤其是中國在
日本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的
立 場 是 堅 定 的 、 明 確 的 ："日 本 只
有切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
同軍國主義劃清界限，中日關係才
可 能 實 現 健 康 穩 定 發 展 。"因 此 ，
在可以預期的將來，中日關係難以
獲得根本改善。
儘管如此，畢竟和解代替對抗，
和平發展代替軍事擴張，已經成為
當今世界的潮流。在這個大潮中，
中日關係也出現了一些積極的動
向。
在2014年，沒有任何國家從軍事
競爭中受益，因此可以預見，在
2015年，各國在戰略博弈中將轉而
尋求政治手段解決問題，中日兩國

◎吳廣義
也不例外。中日兩國已經就處理
和改善雙邊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
識，並且正在協商啟動"海上聯絡
機制"，表明雙方都不希望政治衝
突升級。
中日兩國關係的改善，雖然在
政治方面仍有一定困難，但在經
濟方面值得期待，有望從"政冷經
冷"向"政冷經熱"轉變。日本企業
界要求修補兩國關係以擺脫經濟
低迷，中國則秉持著願意繼續經
濟合作的態度。這就給安倍調整
外交政策創造了契機。日本媒體
指 出 ：2015年 的 日 中 關 係 仍 屬 於
脆弱、敏感的雙邊關係，因為安
倍內閣將把恢復經濟作為最優先
課題來進行政權運營，所以必須
傾注全力展開"近鄰外交"，改善與
中國的關係將成為核心。
中國一貫重視中日關係，主張
通過對話解決爭端，但改善和發
展中日關係需要雙方相向而行。
日本必須正視歷史事實，妥善處
理兩國間敏感問題，為中日關係
走出困境創造條件。
東亞地區是世界上經濟和綜合
實力增長最快的地區，中日兩國
存在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一個健
康、穩定的中日關係，既關係到
各自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當前利
益，也符合雙方國家發展戰略的
長 遠 利 益 。 展 望2015年 ， 緩 和 中
日之間的緊張關係，加強兩國之
間的交流與合作，應該是中日兩
國領導人的明智選擇。
作者：吳廣義，中國社會科學
院研究員 。

琉球之旅
◎姜國鎮
我 們 一 行 三 人 (陳 憲 中 ， 陳 思 威 與 作 者 )於 去 年
（2014）11月3日從不同的地方到達了琉球的那霸相聚，
開始了我們三天的琉球之旅。
我們這次的目的不是觀光，而是來見一些在琉球當地
一直主張琉球獨立的學者和活動家們。我們想要多瞭解
他們的主張，他們的研究和他們的活動，當然還有就是
他們的人，做一個不想做日本人的琉球人的他們，是怎
麼的感覺，怎麼的生活和怎麼的思想。
我們在那兒的三天，也正是他們舉行選舉運動的那些
日子。正是他們準備換選他們的沖繩知事的當兒，當然
還不到選舉日，也很難預測結果。可街上的宣傳車和宣
這是沖繩縣知事的競選海報，左下為前任知事仲井
傳牌，卻沒有我們想像的那樣的激烈，更讓我們覺得仿
真弘多，左上是新當選的翁長雄志。
佛像沒有選舉那樣的安靜和祥和。這次的選舉對琉球人
來說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測驗和關口。因為前任知
事仲井真弘多改變初衷，最後附和了自民党的安倍,同意
了在沖繩的邊野古建造美軍的新基地, 徹底的背叛了琉
球的民意和他自己以前的承諾。這次他的對手是前那霸
市市長翁長雄志，是無黨派的候選人，(與臺北的柯文
哲有點“異曲同工”之處，)他是主張完全反對新基地
的建設的。後來我們當然知道翁長雄志贏了對手十萬票
以上, 給自民党和安倍重重的一擊。可當時我們在那兒
的時候是不會預測到這些的，雖然按照琉球人的意願和
趨勢，我們也想過有可能翁長會贏，可倒沒想到是這麼
大的差距。
第二天我們去沖繩國際大學的教授友知正樹，我是第
二次跟他見面。他是一位社會學教授，也是學校足球隊
的教練。是一位很外向，很誠實，正直的人。他是《琉
沖繩國際大學的教授友知正樹（左）與作者攝於美
球民族獨立總合研究學會》的會員，與最近在日本出版 軍飛機掉落處。
了《琉球獨立論》這本書的京都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
同樣是提倡琉球獨立不遺餘力的學者。我們在他的研究
法接近的蠻橫態度等等。
室裡談了很久，他也介紹了很多研究和書本讓我們瞭解
《琉球民族獨立學會》於上（12）月舉行會議。我
琉球的歷史和文化，還有他們的獨立要求。他說到琉球
們的朋友友知正樹寄來了他們的會議內容。他們決
一直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直到後來給日本侵佔為止。
議： 「琉球人要以自己為原住民的立場來向聯合國提
而二次大戰之後琉球也應該歸還給琉球自己才對，而琉
訴琉球人所受的人種歧視以及作為琉球人的民族自決
球人不僅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二次大戰期間在美軍登陸
權。」 他們要與先前已經活動很久的“琉球群島原住
琉球之前，日本軍方說, 為了日本的名譽, 強制琉球人自
民聯合會”一起從事對聯合國的申訴工作。他們一致
盡，害死了當時人口只有六十多萬中的十幾萬人，釀造
認為要向國際社會申訴琉球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和被壓
了歷史上最大的悲劇之一。而大戰之後本該歸還的領土
制的狀況。他們的目標和話題是「從世界的事項來思
卻成了美軍的基地，現在美軍在日本的基地有75%以上
考而實踐琉球的獨立」。
是在琉球，對琉球是很不公平的。他們一直都當了日本
這次的琉球之旅, 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也給了我們
的犧牲品。
瞭解和支持我們咫尺之遙的鄰人的機會。
我們臨走之前， 他還帶我們到樓頂去看就在他們學
姜國鎮: 臺北建國中學肄業時，轉赴日本，1978年畢
校附近的美軍基地，沒幾分鐘就有一架軍機起飛或降
業 於日本國立九州大學醫學院 。加州大學醫學院麻醉
落，而最新超大的魚鷹直升機，也在大學的周遭呼嘯而
過。他還帶我們去看, 以前美軍飛機掉落在他們學校前 專科畢業。現在在紐約行醫。精通日文，從事多項日
門，而現在已被保存為紀念地的地方。他還提到當時美 本侵華研究，現任（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
軍不讓任何人接近出事的地點，甚至連琉球的員警都無 胞聯合會”會長。

Hong Kong's 'Occupy Central', American Democracy and 'Baodiao' Movement
The Hong Kong political issue, referred to as 佔中 (Zhan
Zhong or Occupy Central) in the Chinese media, means that the
protesters are using 'occupying the central Hong Kong financial and
commerce district' as a method to fulfill their political demands. In
the Western media, especially,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media, it is simply referred to as a “citizens' unrest” reported more in
the manner like the color or flower revolutions happened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past decade. The central issue surrounding this protest is
about the election process for electing the Executive Administrator
for Hong Kong as a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of
China which is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in 2017. The exact process of
such an election obviously is a political issue to be defined under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 of democracy consistent within the confin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s constitution.
Hong Kong under British rule as a colony was deprived of
democracy for one hundred years. When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s sovereignty, the PRC government had promised to let Hong
Kong people to govern Hong Kong to maintain her basic laws,
financial system, existing external relations and life style for 50
years without imposing any socialistic system to her. Under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the protesters have the right to free speech
concerning the details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for electing their
chief administrator. The fact that the protest started in 2013, four
years before the Executive Administrator's election, is very unusual
and its persistence in the manner of breaking the Hong Kong basic
laws is abnormal.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emocratic nation upholding the
value of democracy, her voting citizens would hardly get excited
about a political issue, especially on electing a public official, four
years in advance. (As politicians would say 4 years is eternality in
election politics) Of course, there are always action groups taking a
long-term view, but they will make their efforts known through
lobbying, media persuasion and public meetings, never resorting to
prolonged demonstrations, never mind disruptive, illegal or violent
demonstrations causing counter-productive consequences.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issues 3-4 years away are expected to be
resolvable by civilized interaction among political groups in time.
Observing the hyper behavior of Hong Kong protest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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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a year, we can conclude the following facts. The PRC central
government has kept its cool and let the HKSAR government to
handle this event entirely as a Hong Kong local affair despite of
foreign money and influence are spotted. The HKSAR law
enforcement has also kept extremely cool to the protesters to the
point being neglecting its law enforcement du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testing groups have appeared to be diffused in issues
and lingered on without achieving any concrete objectives except
disrupting Hong Kong's normal life. Hence, this Hong Kong protest
seems to manifest that the protesting Hong Kong citizens are hyper
charged activists with unusual political IQ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merican and British citizens in dealing with issues. They also seem
to be a bunch of hijacked citizens organized by some anonymous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who had an ulterior motive to keep a
demonstration alive for the sake of having a protest rather than to
have a civilized discussion to settle issues by having productive
meetings with the HKSAR authorities. Now the silent majority of
Hong Kong citizens have turned from sympathetic to neutral to fedup to protesting against this senseless 'Occupy Central'. So in this
column, we dare to predict that the Hong Kong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would go down in history because of its anomaly.
Hong Kong people initiated a respectable protest
defending Diaoyu Islands in 1970 when the U.S. granted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 of Okinawa and the Diaoyu Islands. Since the
Diaoyu Islands issue remain unsettled till today, Hong Kong
people's historical 'Diaoyu' protest is long remembered and
admirably sustained when the Diaoyu dispute resurfaced again 1n
2012, but the 'Occupy Central' is entirely a different matter which
will be further discussed below.
Democracy is a method for making decisions, including
passing legislations, resolutions, government budgets, electing
public officials, etc.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cy is alway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with modifications gradually added over time.
There is neither absolute standard nor a precise timetable for
establishing a democratic process or a specific method, say, for
nominating and electing a leader. Let's take a lesson from history, for
instance, the evolutionary American democracy and the nomination
and election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to illust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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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進入2015年中日關係更為緊張，去年年底中
國以為中日關係達成四點共識，三天之內被日
本全盤否認，而且此後所有言行完全反其道而
行之。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中日雙方都有願想：中國希望
日本對侵略歷史進行反省及謝罪，少在領土問題上挑事，以目前情勢
看，這是Mission Impossible 。而日本希望今年完成修改和平憲法，邁向
正常國家的強國夢，看來卻是一個 Possible Mission。所以今年中日關係
及東亞形勢的發展是很難預測的，但是更趨惡化卻是必然的。
由於中國政府已經介入，為了不使問題複雜化，目前民間保釣活動，
轉向對釣魚台的普及教育及研究工作上。72期介紹的林明聖及本期的李
景科二位先生從不同領域介紹，讓我們更瞭解釣魚台列嶼，也讓我們覺
得，雖然只是幾個小小的島，郤是我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愈來愈多的人開始關注硫球獨立的可能性。目前看來是小眾的星星之
火未始不可燎原。 為了瞭解實際情況，我和精通日語的姜國鎮等人一起
到琉球訪問三天。除了和獨立運動的人會面之外，也認識了一些情況，
總的來說，硫球人對美國人是厭，對日本人是恨，獨立不是不可能。
英美媒體的曲意誤導「佔中」 的報導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Dr. Word
從「佔中」談到保釣，同樣是民間運動，但性質不同結果也會不同。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釣魚島新書及民間保釣運動的新思考
民間保釣運動經歷四十多年，隨
著釣魚島局勢的不斷變化，民間保
釣運動也在不斷調整鬥爭方式。保
釣運動初期階段，鬥爭方式主要體
現在遊行抗議和文宣筆伐，到二十
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民間保釣運動主
要鬥爭方式轉入實際的抗爭出海保
釣行動中去。
2012年 釣 魚 島 局 勢 出 現 重 大 轉
折，日本非法對釣魚島實施國有
化，迫使中國政府正面應對釣魚島
問題，宣佈釣魚島海基線、及東海
航空識別區，將釣魚島納入航空識
別區內等重大舉措，最關鍵的是突
破日本長期對釣魚島的控制，開始
真正行使釣魚島主權的權力---中國
海警局船隻巡視釣魚島海域，並將
此舉動長期常態化。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針對釣魚島局
勢的變化，開始重新思考和重新定
位。將世保工作重點進行調整和重
新規劃。
世保之前的主要組織出海宣誓主
權行動轉變為釣魚島的宣傳和普及
釣魚島知識的工作。計畫從釣魚島
的歷史、地理、法學、軍事、外交
等方面通過聯繫和組織專家、學者
通過研討會及約稿等方式編撰並發
行釣魚島系列叢書，以此全面普及
釣魚島的知識，令兩岸四地和全球
華人更多更全面地瞭解釣魚島各方
面知識，增強從多方面反擊日本蠶
食釣魚島的能力，為最終解決釣魚
島問題提供有益的借鑒。
首次出版發行的釣魚島系列叢書
之一暨《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
是由李景科教授等學者根據已知的
歷史上關於釣魚島零散的動植物調
查採集記載的學術文獻，並對之進
行了系統化科普性梳理成書。此書
也是目前第一部用通俗的寫作方式
對中國釣魚島上四百零六種動植物
進行介紹。通過此書，讓廣大的讀
者直觀生動的瞭解生長在釣魚島上
的動植物，拉近我們和釣魚島的距
離。
《釣魚島的動物和植物》這本書
由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此舉
應是這本書最大的收穫。之前中國
政府對涉及到釣魚島的任何問題都
是採取迴避的態度，雖然此書和出
版社溝通時間較長，並經歷各種波
折，但最終得以發行，充分顯示中
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態度轉變
是負責和敢擔當的，並開創了民間

◎李義強
和政府之間有了一個良性互動的開
始，民間保釣運動在2012年之前是
保衛釣魚島的主角，現在中國政府
作為了，保衛釣魚島的主角是中國
政府，民間保釣應做好配和工作。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在普及釣魚島
知識開了一個局，這只是開始，釣
魚島問題還有很多事情需要民間保
釣去呼籲和推動，我們希望此書能
成為中小學生的課外讀物，並由此
來推動中國政府在關於修改增補教
科書釣魚島內容方面的建議。
李景科教授為撰寫此書付出了辛
勞，並無私的將此書的版權等全部
贈與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用於推動
讓釣魚島早日回歸祖國的偉大保釣
事業，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在此深致
謝忱，並表示絕不辜負作者的重
托，定將全球華人保釣事業進行到
底！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秘書長：李義強
2015年1月16日

李景科，
原籍大石橋市
人。現任哈爾
濱大學地理科
學學院客座教
授。是法國甲
蟲學家協會等
20多個國際自
然科學組織的會員。目前僑居在
東南亞，長期以來致力於農場經
營，和農業科學，生物學、昆蟲
學、動物學、生態學、地理
學…等二十幾門的專業的研究。
(毛峰 攝)

evolutionary nature of democracy.
First of all, the U.S. constitution (1776) does not define voting rights for her
citizens and let each state to define who is eligible to vote. In early history most states
allowed Caucasian males owning land (50 acres or more or with taxable income) to vote
but extended to all whites in 1856 (for the 425 square miles Hong Kong it would be less
than 6000 voters!). The voting rights were extended to women as late as 1920. People with
Chinese ancestry were denied US naturalization right in 1882 and Japanese and Asian
Indians were also denied right to naturalize in 1912 (All Asian ancestry granted right to
citizenship in 1952) Only by 1965, voting rights are extended to blacks, nearly two century
long process.
The election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is an indirect vote by citizens electing
delegates of the U.S. Electoral College. The US constitution allows state to designate ways
of choosing electors. In early days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was controlled by parties
through caucuses of congressional delegates. Later through primary elections in local
states, the rank and file party members gained control of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but it
is still belonging to the party bosses not to the voters. Only through a 1968 reform, the
delegates selected through primary elections are made binding to the voting results of the
voters' Presidential selection.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process is nowhere near a perfect democracy,
a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become a money game hardly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the voters. Money is poured into the early primaries to influence other
state primaries. Electoral delegates are still not fully representing the voters. $75M dollars
are allocated to each presidential candidate but George Bush, John Kerry and Barrack
Obama all opted out the public funding limit. Obama raised $650M for his campaign in
2008 and the 2012 US federal election cost $6B.
Trotting through the path of American democracy time-lined above, we can see
that the evolution of democracy especially the election process of electing a political leader
is very much dependent on the uniqu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its dynamics changing
over time. The voting rights and procedures related to women, minority or voter
qualification and nomination and voting methods cannot be changed overnight by any
political group; it must be evolved gradually. The PRC leadership seems to understand this
hence staying extremely cool to allow the 'Occupy' movement to take its own course. In the
end, we predict, the “Zhan Zhong” movement will end peacefully and will be remembered
as a lesson perhaps for the Hong Kong citizens and also for the world – democracy cannot
be perfected in one day or by a prolonged protest. Hence, we dare to state that the Hong
Kong “Zhan Zhong” movement will end and go down in history like Rudolf's nose, an
interesting or funny story but will not have the same significance as the 'baodiao'
movement defending Diaoyu Island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