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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t would be a bad thing if it could not be managed properly. In 
modern economic theory, capital is the necessary fuel for keeping the 
economy churning and debt or loan is the necessary oil for 
lubricating the economic engine. Managing debt is a challenge on 
either a personal or a national level.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in the Orient preaches debt-free and savings, whereas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a credit system encouraging borrowing thus making 
debt management a vital skill, on both pers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Personal debt is often expressed in absolute dollars whereas national 
(Government) debt tends to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percentage of 
nat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the U.S. (105.4%), China 
(47.6%), and Africa (9.95-125.3% for its 51 countries). The top ten 
in-debt nations are Japan (253%), Greece, Lebanon, Italy, Portugal, 
Cape Verde, Congo, Singapore, Bhutan, and the U.S. (105.4%), in 
terms of percentages of GDP. The economic health of a nation is 
judged on its ability of managing debt and assets to guarantee 
payback of debt in time.

The American debt (105.4% of GDP-$19,391B, 2017) is 
equivalent to $20.438 trillion dollars. However, the U.S. is the 
wealthiest country valued at $93.560T, about 4.5 times of her debt. 
By straight math, the national debt of the U.S. is less than 22% of her 
assets, far below a bankruptcy level. The population of the U.S. is 
324.5 million (2017). Thus every American shares $62,991 national 
debt. It is this figure that worries the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ebt market. From debt management point of view, it is 
illogical to expect each American citizen to bear and pay off $63K, 
so the government must manage it by selling the Treasury bills to 
extend the loans or getting the cash to pay off maturing debt and 
refinancing new debt. So long as the debt is not reaching close to the 
National assets; this refinancing scheme of pushing debt down the 
road is a workable scheme. Of course, this scheme requires other 
nations or individuals or corporations to buy the Treasury bills to 
support refinancing. Most trading partners of the U.S. with a trade 
surplus hold US Treasury bills, T-bonds or notes. China used to hold 
over three trillion dolla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one time, now 
maintaining at 1.2 trillion (6/2018, Japan now holds about 1 trillion). 

Loans or debts always carry interest, the more debt a nation owes, 
the more interest its government must pay each year. This interest 
burden is eating a big chunk of the U.S. budget or tax revenue. For 
fiscal year 2016, the interest payment was about $271B, 6.8% of 
total federal expenditure (474.5B for 2017). The debt interest 
payment has risen up 27% over the past decade, luckily at a low 
interest rate. As of June 2017, about 28% of the American debt 
(19.39T) is owed to Social Security (~$5.45B). Generally an internal 

(inter-government) debt is not as serious as foreign debt; however, th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is a 'pay benefits as you collect taxes' program 
with surplus put in a trust fund and invested in Treasury securities. 
Starting 2018, Social Security payouts will begin to draw its trust fund 
reserve, which means, its earned interest is no longer sufficient to pay for 
all the benefits. The 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 may be depleted by 2034 
(sixteen years away), thus it faces two issues, one, the government must 
implement a tax scheme to build up its reserve to avoid bankruptcy and 
two, its investment in Treasury securities must be secure. Understanding 
the above debt discussion, we realize that the U.S. is not healthy 
financially. If no one buys the U.S. Treasury bills, the U.S. government 
and its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will be in trouble. The trade war U.S. 
initiated may temporarily add cash to the Treasury but it won't solve the 
American debt problem unless fundamental fiscal policy,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life-style moderation are introduced to reduce the 
heavy American debt.

China's debt according to IMF is at 47.6% of her GDP ($12015B 
2017), $5719B, much less than the US debt. However, many economists 
caution that China's total debt is much more than the 'government debt' 
indicated. Some claim China's debt size is over 300% of her GDP due to 
her stimulus measures after the rec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her 
loose credit practice fueling her economic growth. This dire warning has 
been quieted down simply because the Chinese Central Bank has taken 
measures to stabilize credit market and keep her economy humming at a 
healthy 6-7% growth rate. The Chinese debt mountain is protected 
behind 'Great Wall' avoiding foreign capital manipulation. Western 
economists do acknowledge that China is able to avert financial/debt 
crisis but insisting her debt problem remaining a serious burden to her 
economy. 

China has stepped up on the world stage becoming a significant 
creditor nation, lending money to other nations to fund their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cently through her Belt 
Road Initiative (BRI). Some economists regard the above Chinese loans 
as a problem, citing examples: lending Venezuela $60B and Argentina 
tens of billions, both country facing economic problems. Argentina has 
applied to the IMF for a bailout. They also cite China loans being of 
questionable value, for example, China built a high-speed railroad line in 
Kenya currently operating at 20% of break-even level. Similarly, China 
has built a high-speed railroad in Laos and a new port for Sri Lanka with 
generous low interest loan terms (for Laos) and a 99-year port lease as 

payback(with Sri Lanka). Some economists regard these loans as 
problematic and compare them to the bad experience of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in the 1980's. However, we must point out that although the debt 
structures are similar, China's loans are based on a very different motive, a 
true win-win and long-term mutual-benefit basis. It is true China needs 
money to deleverage credits for her local banks to dissolve Chinese 
corporation debts, but China's government foreign debt is low. It is true 
that a rise in borrowing or credits without significant economic gains 
potentially will crush the Chinese corporations but they seem to perform 
well.

This may be why that the U.S. launches a 'trade-plus' war against China, 
intended to disrupt the current 'red manufacturing chain' (will hurt Chinese 
corporations but also US corporations), to sabotage China's BRI (will 
impact world economy) and to stop China's 2025 Manufacture Plan (may 
backfire to accelerating it) hoping ultimately crushing Chinese 
corporations and their industrial base. Whether the US 'trade-plus' strategy 
will hurt China badly or not is hard to predict but the trade tariff does not 
solve the U.S. own debt problem in the long run. Some economists even 
predict that the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 would be a big blow to 
corporate America. China's debt problem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US debt 
problem. China seems to be able to manage her debt problem and regulate 
her credit structure if no external intervention. Hence, China is carefully 
handling the strategic issues triggered by the U.S. 'trade-plus' war, such as 
industry upgrade, the role of RMB as a global currency, etc.

Africa has over 50 nations, their national debt ranges from 9.95% to 
125.3% of their GDPs. The larger economy tend to have larger debt, for 
instance, South Africa and Egypt, which have a debt of 52.7% (0f GDP), 
$47.9B (2017) and 103%, $94B respectively. Most other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nations with smaller economy (< $100B) and smaller debt (<< 
$100B). Some African countries are among the world's poorest nations, 
like Uganda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needing capital 
investment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sometimes unable to repay 
their debt. If the country produces oil or other mineral resources, the debt 
refinancing may be sustainable; otherwise, it may have to get relief from 
IMF. The above discussed loans made by China to African countries 
certainly carry financial risk; however, it is a worthwhile risk since a 
developed Africa will elevate the world economy. Th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Africa may not yield an immediate return but the agricultural 
and energy investment do give back return quickly.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sometimes being criticized as projects robbing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or causing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or falling 
into China's debt trap, but judging from the recent 3rd Forum on China-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9-3-2018 in Beijing) attended by 53 African 
States, the African countries not only welcome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but also enthusiastically anticipate closer China-Africa ties in 
support of China's BRI program. Many news reports on China's 
restructuring and extension of loans in Africa do suggest that China is not 
backing off from her Africa policy despite of some Chinese economists 
worrying whether China will be a sucker in Africa getting no return for her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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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四十年前元月發表了它

的第一次的"告臺灣同胞書",習近平

主席為了紀念這個特殊日子,在元月

二日也發表了一份"告臺灣同胞書

"。

 習的文告內容和中共以前發表過

的"告臺灣同胞書"有其一貫性,也就

是說有點老調重彈,譬如:"民族復興

國家統一,乃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

心所向";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一

個中國的原則不容動搖"等等,筆者

對習文告中的老調在此不再作文

章,筆者在讀完習文告後要指出的是

文告突顯出的一些新意。

 1.他在文告中,放下姿態,要邀請

臺灣各黨派,各行業的有識之士來共

商如何兩制的方法,展現了他會充分

吸收臺灣各界的意見和照顧到臺灣

同胞的利益和感情.奠定了溝通的基

礎是和平協商,和平統一。

 2.習文告中特別對金門,馬祖倡議

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的四通,更倡議要

在當地區與大陸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化,普惠化,便捷化的三化,讓金門馬

祖的同胞先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同

時爲臺灣同胞指出了一條自求多福

的光明大道,這段話可以說是十分高

明。

 3.習近平在文告中對兩岸青年寄

予厚望,因為青年人是國家未來的希

望,歡迎臺灣年輕人到大陸追夢,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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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圓夢.如此這般,臺灣的"天然獨"自

自然然變成了"天然統"。

 4.雖然習近平在文告中對臺灣同

胞 的 真 切 呼 喚 ,真 誠 相 邀 ,真 情 實

意,一覽無遺,但對於臺獨逆流則發出

了斬釘截鐵般的警告"我們不承諾放

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的選項,針對的是外部勢力干涉和極

少數臺獨分裂分子,絕非針對臺灣同

胞"; 習近平在文告中對臺獨份子的

警告使筆者想到了唐朝魏徵所說的

那句名言"樂盘游,則思三驅以為度

",打 獵 前 先 驅 趕 獵 物 三 次 後 才 行

動,給臺獨份子充分警告後才動手,也

算是仁至義盡了吧?

 由習近平的文告中,可以看出他的

對臺政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他呼籲

臺灣同胞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大家

來商談如何兩制?為臺灣前途指出了

一條光明坦途.無奈台臺灣領導人蔡

英文為了向臺獨勢力靠攏,立即表態

拒絕,臺灣前領導人馬英九也表態說

統一時間還没有成熟,一個臺獨民進

黨,一個獨臺國民黨,兩相唱和,把習

的一番善意置之不顧,兩岸關係會不

會繼續這樣下去永遠沒有統一那天

呢?筆者答案是否定的:

 1.習近平有宏大的統一全中國的

大志,他肯定能在他的任期內完成大

◎裘國英

美㆗貿易戰解析

業。

 2.未來十多年內,中國GDP必將成

為世界首位,到時候美國將無力阻止

中國統一的力量。

 3.臺灣島內某社團,最近對三十五

歲 以 下 的 年 青 人 作 了 一 次 民 意 調

查 ,在 統 一 和 獨 立 的 選 項 中 各 以  

34%持平,打破了"天然獨"的神話,相

信未來幾年這個選項將更向統一的

方向偏升。

 4.東西德,南北越都是經過長時間

分制,統一卻在旦夕之間完成,韓國瑜

翻轉高雄民意也不過幾個月時間,筆

者相信臺灣未來十多年內必有高人

出現帶領臺灣與習大大簽訂政治協

議完成和平統一.筆者在此奉勸臺灣

的一些政客們,識時務者爲俊傑,臺獨

己經是罈中之鼇,毫無前途可言,要乘

此習主席對臺談話之際,勇敢爭取發

言先機,為臺灣人民謀福利。

 習近平文告,在"兩制"中特別強調

"一國"才是重中之重,逼民進黨露出

牠們的不要九二共識的臺獨尾巴,也

逼國民黨不能再以"一中各表"來做

牠獨臺的摭羞布,表示習要在解決兩

岸政治問題上採取主動;相信在習主

席的主導下,必有許多"西瓜偎大邊

"的政治精英將會在臺灣爭相呼應,在

不戰能屈人之兵的情況下,讓兩岸走

向和平,走向統一!

The Nature of American, Chinese and African Debt
習近平主席於今年 1 月 2 日，舉

行的告臺灣同胞書發表 40 周年紀

念會上，作了有關兩岸和平統一的

重要講話，並提出了推進和平統一

的五點意見。 消息傳來後，引起臺

灣內部普遍震動。 民進黨領導層固

提出了嚴正駁斥，而國民黨中央也

未予以積極回應。 此種反應並不出

人意料。 從1979年元旦大陸發表告

臺灣同胞書，於今已過去了40年。 

當年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其動機主

要是為著安撫臺灣民心，穩定臺灣

政局。 由於臺灣面對大陸，長期將

美國視為其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靠

山。 因此一旦雙方斷交，其可能引

起臺灣島內的震驚與波動，是不難

預期的。 因此當年大陸的此一舉動

是充滿善意與同胞之情的。 當然一

般人是無法體察，也無法相信，大

陸會有如此用心良苦的舉措的。 這

是在兩岸長期對峙，臺胞被長期洗

腦後的自然現象。 

筆者與海外大部分統派相同，從

保釣運動開始，便已積極投入了促

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運動。 這轉眼間

已將過去半個世紀了。 我們最大的

願望，就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

到兩岸實現和平統一。  由於我們

中，已有同志不幸離我們而去，因

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
習近平對臺文告  ㈵刊

◎范湘濤 
2019年對於中國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 紀念意義 的

一年：  告臺灣同胞書發佈  40周年，中美建交40周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 這三個歷史事件

開啟了兩岸邁向和平發展，中美友好合作互利共

贏，及中國走向全面復興的第一步。 

2019年也將是人類對全球治理理論、制度和實踐加

速反思、尋求改革的一年。 過去三十年來以美英為

首所建立的價值觀和治理結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全

球各地都逐漸展現出來，人們對於西方精英階級所鼓

吹的「普世價值」也開始質疑。 世界希望改變，而

幾十年來中國發展模式的成就及堅持的和平、發

展、創新、合作、開放、共贏的理念，都顯示中國將

是世界改革道路上重要的參與者和領導者。 誠如習

主席所說「國際形勢正發生前所未有之大變局 ... 我們

面臨難得機遇」。 

在全球動蕩的時代，臺灣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過去幾年政局的動蕩及 2018韓流所導致的國民黨大

勝就反映出臺灣庶民，特別是青年，對臺灣兩黨精英

的不滿，對貧富差距的反彈，對改善兩岸經貿往來的

期盼。 選後顯示越來越多的新當選的縣市首長認同

韓國瑜的觀點，接受九二共識以促進兩岸的經貿合作

關係。 蔡政府將希望借著擁抱「中華民國」這塊招

牌行「獨台」之實。 

長期以來，臺灣的精英階級不論黨派，都用西方

的「普世價值 」作為拒絕統一的藉口同時故意模糊 

「九二共識」的定義來取得各自的政治利益。 習主

席1月1日的對台政策談話再一次用權威的地位清晰的

定義了「九二共識」，不給希望渾水摸魚的臺灣政治

人物和百姓任何模糊的空間。 

「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是不能模糊的，「九二共

識」 的定義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

謀求國家統一」。 接受這個「一國」並不意味立即

統一，而是朝著有利於兩岸人民的最終統一前進。 

而「兩制」是臺灣人民可以爭取的，可以參與定義

的。

蔡英文于 1月2日下午3時50分，在總統府親自回應 

習近平于「告臺灣同胞書」40周年談話。 蔡英文表

示，「中華民國」從未接受九二共識，也絕不會接受

一國兩制。 

韓國瑜 3日上午拜訪高雄市農會理事長蕭漢俊，會 

前接受訪問委婉但是清晰的說出癥結所在："在臺灣

天空上有2個「不要懷疑」：你可以懷疑太陽明天會

不會從東邊出來，但不能懷疑「 共產黨必須收復臺

灣的決心」，第二不能懷疑「臺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

的決心」。 他說，現在這2個懷疑不斷在碰撞、磨

合、轉化、消長，我們參與政治活動，根站在臺灣土

地上，如何小心翼翼處理這個關係，這對臺灣人民來

講是生死大事，是我們整個臺灣人民能否繼續過著民

主自由富庶生活很重要的基礎。" 

「一國兩制」不僅是解决台灣人民焦慮的最好方

案，更為世界探索新的價值觀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

2018臺灣的九合一選舉的韓流效應最大的貢獻就是

庶民覺醒打破綠營長期裹挾草根人民希望當家做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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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基

習近平一月二日上午在「告台灣

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

話，強調了「九二共識」及「和平

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方針，在台

灣政壇引起極大震動。 民進黨的反

應不出意料的是一片撻伐，從蔡英

文的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到陸委會主

委陳明通的九二共識就是要消滅中

華民國，充分表達了民進黨政府要

繼續走親美抗中的台獨路線。 

而國民黨 ,尤其是高層的反應，

則 頗 耐 人 尋 味 。  幾 位 有 意 競 逐

2020總統大選的人裏，朱立倫，王

金平沒有立即作任何評論，吳敦義

則在九二共識的定義上一邊批習，

一邊批蔡， 認為堅持九二共識就是

一中各表。 國民黨隔天發表了六點

了無新意的聲明，除強調一中各表

的九二共識及一國兩制難獲台灣多

數民意的支援外，並未對習近平提

出的解決兩岸僵局種種方案做任何

探討，也沒有對兩岸共同參與振興

中華民族的願景， 提出任何想法及

論述。 更令人跌破眼鏡的是，國民

黨的中生代立法委員蔣萬安居然在

上親綠節目「新聞面對面」時認同

蔡英文的主張，並認為蔡英文說法

代表了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的民意

（因 遭網民吐槽，蔣萬安現已改

口，支援九二共識，反對一國兩

制，回到國民黨的主流論述，但可

能已為時過晚。 ）

國民黨是怎麼了？

一個最大的在野黨並自詡是一個

有別於台獨的國民黨，怎麼會在這

個兩岸問題面臨嚴苛考驗的當口，

如此閃爍，如此沒有見地？ 在兩岸

的議題上竟還有黨內有份量的人物

附和蔡英文的說法，為什麼？ 

這個在台灣偏安了七十年的國民

黨，很明顯的在兩岸議題上失去了

中心思想，黨內出現了巨大的分

歧。 除少數支援洪秀柱 一中同表

理念之外， 黨內大部分幾乎都是傾

向一中各表，奉行不統，不獨，不

武的三不政策。 蔣萬安的台獨發言

在黨內也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彈。 再

次印證了民進黨是台獨，國民黨是

獨台。 這兩黨的兩岸政策只是五十

步和百步之別。 

一國兩制的爭議

習近平講話中在台灣最引起爭議

的話題就是「一國兩制」。 國民兩

黨在這個論述上居然是口徑一致，

完全拒絕接受。 民進黨的拒絕是非

常容易解釋的，他們不承認九二共

識，也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因此

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理念。 國民黨

雖接受九二共識，  但強調一中各

表。 他們認同中華民國但不認同中

華人民共和國。 因此也拒絕接受一

國兩制 。 

一國兩制真的這麼可怕嗎？

國民兩黨在一國兩制的反應很明

顯的是基於選舉的考量。 台灣多數

民眾在國民黨多年反共及民進黨長

期反中的教育下，對與對岸同屬一

國的想法目前的確很難接受。 這也

是為什麼國民黨及有些藍營民嘴念

茲在茲的說，一國兩制不被主流民

意接受，在台灣沒有市場。 

但是在抗拒之餘，這些政客們對

台灣的困境有更好的解決方案嗎？ 

他們敢向台灣民眾清楚的說出兩岸

之間存在的核心問題嗎？ 在所有政

壇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中，只有韓國

瑜的「兩個不懷疑 －不要懷疑共產

黨收復台灣的決心，不要懷疑台灣

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決心」一語道破

問題的所在。 若能成功的磨合這兩

個決心，將會對解決兩岸問題有革

命性的突破。

習近平的一國兩制是基於兩岸同

是中國人的概念。 基於這個概念，

一國兩制的內容是要在雙方平等協

商後才能確定的。 很多人擔心台灣

的一國兩制會仿照香港模式，這是

完全過慮的。 因為台灣是一個有成

熟民主機制的社會，和1984年中英

談判時的香港的情況完全不同。 台

灣將來實行的一國兩制和香港現行

的制度是不會一樣的。 

香港的一國兩制在很大的層面上

是被有心人士刻意的 汙 名化了。 

香港模式雖然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

方， 但不可否認的是香港回歸21年

以來，在兩制的執行上有許多可圈

可點的地方。 例如一人一票的議員

的直選，司法的獨立，人民集會結

社的自由 （雨傘運動，紀念六四，

法輪功)。 甚至港首也是依據香港

的基本法選出的。 

台灣過去和大陸的談判，像九二

共識，服貿，貨貿，兩岸司法互助

等，都有非常圓滿的結果，而且台

灣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台灣

不需畏懼和大陸的談判。只要用不

卑不亢的態度，一定替可以為台灣

二千三百萬百姓創造最多的福祉。

對台灣版"一國兩制"用意的理解及

內容的討論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現在是起動這個過程的時候了。有

意競逐2020大位的人應該好好的想

想，拋開國外勢力的影響用高度的

智慧打開這糾纏了兩岸七十年的

結！

最後，我引用台北市新科議員羅

智強在今年1月4日提出的一系列的

問題供大家參考：

台灣人民該問的是，罵完習近

平，然後呢？ 中國大陸就會從地球

搬到土星嗎？不論政軍經，量體實

力和大陸愈來愈懸殊的台灣，到底

想 和 大 陸 衝 突 10年 、 100年 還 是

1000年？更重要的是，我們有能力

和大陸衝突10年、100年還是1000

年？對抗明明是走不通的路，但和

解合作卻有一把「我是中國人」的

鑰匙在眼前，過去二、三十年的虛

耗沉淪，難道還沒教會台灣，和

平，才是生存發展的王道嗎？

台灣加油！

從「㆒國兩制」看臺灣兩大黨的硬拗及尷尬從「㆒國兩制」看臺灣兩大黨的硬拗及尷尬從「㆒國兩制」看臺灣兩大黨的硬拗及尷尬
◎梅強英

此我們等待統一的心情是急迫的。 

這一點，是台獨分子，及想方設法

要阻止，或推遲兩岸實現統一的人

士，所無法理解的。

兩岸同胞是血濃於水的骨肉天

親，彼此並無任何嫌隙，更無冤

仇。 兩岸對峙至今是內戰造成的結

果。 若非美國當年，借韓戰為由強

行介入兩岸衝突，悍然將其第七艦

隊駛入臺灣海峽，阻斷兩岸接觸，

則不論是和是戰，兩岸應早已實現

統一。 美國視臺灣為其不沉的航空

母艦，並據為禁臠，千方百計阻止

兩岸走向統一。 因此兩岸的對峙固

有內部因素，但歸根結底還是外部

因素造成的。

一個國家阻止另外一個國家實現

統一，是霸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行

徑。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帝

國主義欺淩壓迫，長達百餘年。 此

期間中華民族為國家復興，民族解

放，前赴後繼，奮鬥不懈。 多少仁

人志士，為此倒在了血泊之中。 此

時我們不禁想起了，甲午海戰中沉

入黃海的英勇將士，廣州起義壯烈

成仁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四一

二政變」中被屠殺的英烈，以及北

伐 和 抗 日 戰 場 上 為 國 捐 軀 的 戰

士。 總之，為國家的復興，民族

的解放，我們民族付出了太多太

多代價。 我們不能讓先人的血白

流，而使國家儘早實現統一，不

但是避免悲劇再次上演最佳的途

徑，也是安慰和紀念先人最好的

方法。

兩岸要不要統一，以什麼方法

實現統一，不是由任何人主觀意

志決定的，而是歷史發展自然和

必然的結果。  台獨分子抗拒統

一，以及獨台人士推遲統一，都

是發自其主觀意志，欲強加在臺

灣人民頭上的行徑。 這種獨斷獨

行的表現，和他們一貫主張的自

由民主，太不協調，太過突兀。 

事實上臺灣接受「和平統一，一

國 兩 制 」 的 人 ， 正 在 快 速 增 加

中。 尤其去年底「九合一選舉」

的結果，更呈現出，臺灣同胞中

的大多數，是希望加強兩岸和平

交往，走向統一的。 台獨和獨台

人士但心，兩岸統一會影響其既

得利益，因而堅持反對。 但希望

他 們 也 能 考 慮 到 ， 兩 岸 繼 續 對

峙，或維持不統不獨的形勢，對

國家民族的前途，以及一般人民

的切身利益卻是十分有害的。 

和平統㆒終於推㆖了檯面和平統㆒終於推㆖了檯面和平統㆒終於推㆖了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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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述求，轉化成台獨反中的政治圖騰。越來越多的人民將要求政治

人物對關係臺灣前途的「一國兩制」進行公開辨論和表態。 我相信

臺灣人民在2020大選會選出接受這個「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的政治

人物，這才是穩定台海兩岸關係的最大突破。


	頁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