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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nt mass shootings occurred in Dayton, Ohio and El Paso, 
Texas in the U.S. resulting in 29 deaths 53 wounded, again caught the 
public's attention in the country. Violent crimes like the above mass 
shootings tend to be viewed as a hate crime out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r white supremacy due to historical reasons - black slaves and 
immigrants (especially Asians) were discriminated in a White dominated 
society. However, the slavery was abolished in 1865 for 154 years now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was terminated in December, 1943, 76 
years ago. The U.S. came a long way to remove the shadow of racial or 
any other discrimination. Though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s, it is not the 
sole cause for most violent crimes. Whenever we have violence, 
naturally we should try to find the root cause. Whether it was a shooting 
incidence or a mass murder or civil unrest or terrorist act, if guns were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s, some people always focus on our gun laws, as 
if the availability of guns is the sole reason for attracting shooters and 
murderers to commit the violent crimes. Of course, availability of 
weapons to criminals can make the crime more deadly with more 
casualties, but the root of the violent crimes is not the guns but a social 
disease or society problem which the society rarely dealt with it deep 
enough or persistent enough beyond gun control discussion. I would 
claim that the violent crimes cited above, civil riots and terror attacks all 
have a common root cause with evidence, that is, the root cause of 
violent crimes can be traced to society of poor economic condition. 
When economy is poorly managed and people have no meaningful jobs 
to maintain a decent living, they are easily driven or lured to commit 
violent crimes. Even most of the fanatic terrorists influenced by religious 
faith to commit hate crimes were more likely poor people living in a poor 
country or region with devastated economy. I shall use real-lif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above point.

Violent crimes occur even in Communist China under strict gun 
control laws. In the city of Shao Yang (Hunan Province), there were 
serious crimes (extortion, mutilating human body, and mass murder) in 
years and the city was controlled and terrified by the local Mafia for 
decades. The provinci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went in numerous times 
to get rid of the Mafia and the thuds by force but the criminals and 
crimes came back again and again. Finally the government figured ou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Shao Yang was a successful industrial city with 
manufacturing in the 1970's. But these industries were made obsolete in 

the 1980's as new technology replaced the old ones. Shao Yang's 
economy sunk to one of the poorest city in Hunan. Then the Mafia and 
violent crimes started. Recognizing th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vised a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plan, offering Shao Yang youth job 
opportunities. Then the thuds and crimes were removed and gone. 
The U.S. violent crimes are mostly committed in poor cities with poor 
economy as well. This correlation is known to sociologists, the 
question is why didn't we do something for this problem and prevent 
crime in advance. The Shao Yang city example is a worthy study case 
for us. Recently, we have seen a string of news reporting about China's 
Xinjiang Province where allegedly (by Western Media) Muslim 
Chinese are put in "concentration camp" violating human rights. Since 
China appears to be focusing on raising her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moved out of poverty) and conscious 
of human rights in recent years,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on the Xinjiang 
issue. Based on my finding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recognizing the vulnerability of China's Muslim population to extreme 
Islamic infiltration and influence if there were not enough jobs for the 
Muslim population. China's Muslim population is fairly populated in 
Xinjiang, thus China had set up quite extensive skill and job training 
camps in Xinjiang to offer Muslim Chinese skill training and job 
opportunities. The policy is honorable and the purpose is clear. 
Shao Yang was a third tier industrial city peaked in 1980. It was in 
printing machines, hydraulic machines, truck manufacturing and 
chemical fiber, even a little bit of low-tech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1970-80 all these supported 50% of the population as factory workers, 
but the industries started to decay in the 80's, partly because war had 
stopped affecting Shao Yang's manufacturing demand and partly 
because Shao Yang's existing industries became obsolete. As time 
went on,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became very serious in Shao 
Yang. Thus jobless youth committed crimes; Shao Yang became a 
notorious crime city. What saved Shao Yang later was the rise of 
nearby Shenzhen - Zhu Jiang region which offered job opportunities to 
Shao Yang youth.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David Wordman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If one would review today's current events, the U.S.-China trade war, 
South Korea-Japan trade conflict, Brazil's new right-wing presidency, 
Britain's painful Brexit from EU and Singapore's near zero GDP growth 
(0.1% projected for Singapore's second half of 2019, similarly a low 
growth in Hong Kong) calling for a drastic economic stimulation policy, 
we c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world economy might be in trouble. One 
can then easily comprehend why today's Hong Kong protests, on the 
surface, appeared as political demands but in reality its root cause was 
economic problems. The wealth gap in Hong Kong ranks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 large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struggles to make ends 
meet. With high price housing people cannot afford to have a decent 
living, basically feeling insecure and worrying about a dim future. 
Chinese government seems to be fully aware of Hong Kong's problem 
beyond the external political agitation made by foreign interests. China 
selects to be calm refraining from using force to stop the riots and 
protests; instead, China is announcing an ambitious development plan to 
make Shengzhen-Zhujiang region to be the world's Model development 
zone. This naturally will include Hong Kong and offer a future 
opportunity to Hong Kong youth in a similar way like Shao Yang 
situation discussed above except in a bigger scale and involving 
strengthening China's financial industry and protecting Hong Kong as a 
world financial center. 

We may retur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y 
regarding offering job training for Muslim Chinese in Xinjiang. The job 
training and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or BRI)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matched programs which are implemented on the same 
philosophy of creating job opportunities to the youth in Xinjiang and 
improving Xinjiang's economy. China is surrounded with Muslim 
countries and has a significant Muslim population in Xinjiang and 
Qinghai. Thus China is setting up systematic and organized vocational 
training camps in Xinjiang to train Muslims particularly the Muslim 
youth. This measure fundamentally addresses the job (economic) 
problems in Xinjiang and Qinghai where the Muslim Chinese 
population is vulnerable to the extreme Islamic influence if they don't 
have a good economy. What is laughable is that The West fake news is 
reporting those camps as concentration camps violating human rights. I 
can predict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have provided her Muslim 
population's job needs through program like OBOR enabling the 
Muslim Chinese to be productive members in their society. 

Based on the above examples and discussions, we may state that the 
root cause of violence can be correlated with poor economy. Thus 
creating jobs and improving economy ar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preventing violent crimes and ri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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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美關係逐漸全面惡化，
以我個人的親身經歷，面臨了50年
未有的嚴峻時刻，如果持續下去必
將危害兩國的未來發展。 

美國正在經歷著從新樹立政策方
向的重要轉折時刻，唯有了解美國
新一代的思想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思
想和導致這思想形成的原因，才能
有助於減少矛盾，促成建設性的競
爭關系。 本文將介紹兩位重要的後
起之秀：1. 現任白宮副國家安全顧
問，退役陸戰隊少校Matt Pottinger  
（ 中 文 名 字  博 明 ） 。   2. 現 任
Hudson  Institute的資深學者，退役
空軍准將Robert  Spalding。 透過瞭
解他們的背景和思想，探討美中關
系的未来。 

誠如川普過去數年的一再宣示，
中美關係必須改變，而他的宏偉企
圖就是爲未來40年的中美關係定下
基礎，就如同尼克森1972年所做的
貢獻！ 三年來在挑戰中國的利益方
面，美國首次出現了跨黨派，跨越
白宮和國會，的全面對華不友好的
態度，而且這些態度也受到絕大多
數媒體的支持，因此也逐漸引導了
美國一般民眾對華的負面觀感。 這
個發展我們不能完全歸咎於川普，
事 實 上 從 2008美 國 金 融 危 機 爆 發
後，面對中國在各個領域全方位崛
起的態勢下，美國朝野都深感威
脅，尋求因應之道。這兩位新秀趁
勢而起，成為川普的對華政略上重
要智囊，而他們的年齡及獨特的觀
點也必將在今後20年持續發揮重要
的影響力。 

博明
Pottinger的火箭式的上升到要職

是傳奇性的。 他出生於1974年，他
的父親曾在尼克森和福特執政時期
擔任助理總檢察長，他畢業於麻州
大學主修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 
顯示出他早年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和
與眾不同的性格。1998到2005他先
後擔任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駐華
特派員，之後首席記者。 然而，就
在他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刻，他放棄
了似錦和安定的前程，犧牲了金錢
的損失和冒著可能的生命危險，選
擇在32歲的年齡經歷了嚴峻的訓練
和挑戰成功的成為美國陸戰隊的少
尉軍官。 

爲 什 麼 他 要 做 這 樣 的 選 擇 ？  
2006年 他 接 受 CNBC的 Tucker 
Carson訪問時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
覺在這個歷史闗鍵的時刻他必須直
接參與。 當他看到當時伊拉克恐怖
分子首領  al-Zarqawi和他的手下對
人質斬首的直播視頻時，他覺得無
法只坐在起居室沙發上做為觀眾而
無所行動。 他之所以加入陸戰隊是
透過與北京大使館的陸戰隊員，以
及和被派在中國求學的陸戰隊員的
實際接觸，加上實地採訪在東南亞
救災的陸戰隊官兵，深深的被陸戰
隊官兵不講空話、廢話、專注於完
成任務的職業精神所打動。 

Pottinger生命中的一個重要轉捩
點是2010年時，在阿富汗作為一個
情報軍官，他得到上司，當時的陸
軍少將Mike Flynn的賞識，並合作
完成一篇重要的報告 「改正情報作
業：讓情報在阿富汗更有作用」   
。2016年Flynn成為川普競選團隊的
重 要 成 員 ， 川 普 就 任 總 統 後 ，
Flynn擔任第一任白宮國家安全顧

問，但是因爲 「通俄門」 事件， 
在任僅24天就被迫辭職，成為歴史
上任期最短的國安顧問。  Flynn邀
請 Pottinger擔 任 國 安 會 亞 洲 部 主
任，並在H. R. McMaster and John R. 
Bolton成為國安顧問時持續受到信
任，擔負此重要職位。 他是2017年
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主要起
草者，此報告明確將中國定義爲在
世界上挑戰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的修
正主義強權，是競爭對手而非朋友
的鮮明立場。 

強 烈 好 戰 的 新 保 守 主 義 者
Bolton與川普的基本理念有很大的
差異，川普要結束美國過去二十多
年的無休止戰爭，集中精力恢復美
國的競爭力，他的對外政策是貌似
彪悍但是絕不輕易陷入另一個戰
爭。  Bolton對伊朗和北韓的政策很
可能將美國拖入新的戰爭，因此今
年 九 月 川 普 將 他 解 職 。  取 代
Bolton的是個性相對溫和的洛杉磯
律師，曾是Romney競選總統時的外
交政策顧問的Robert C. O'Brien。 由
於 O'Brien對於亞洲政策和中美關係
缺乏經驗，他選擇了年青的中國通
博明做為他的副手，因此可預期博
明將主要擔負起制定對中國及亞洲
的政策，這將使得一度期望美中關
係將因Bolton下臺而改善的人們大
失所望。 

Robert Spalding
他1987年從加州Fresno州立大學

獲得農業商學學士，1991年時完成
空軍預備軍官訓練，成為少尉，
1993年得到農業商學碩士。之後，
順利成為B52和B2的優秀飛行員, 積
累 超 過 2300小 時 的 飛 行 時 間 。   
2001年 他 是 空 軍 選 拔 的 三 位
Olmsted學者之一，他以優秀的成績
畢業於加州蒙特利的國防語言學院
中文班，2002年到2004年他在上海
同濟大學做了兩年的研究生。 

與博明不同，Spalding一直受到空
軍系統性的培養，回國後畢業於許
多空軍專業學院， 2007年他取得坎
薩斯城的密蘇裡大學經濟和數學博
士，之後在戰略空軍部隊服務，
2013年7月到2014年6月做為軍事學
者被派駐在年收入超過一億美元的
重要智庫，紐約的外交關系委員會
（ CFR） 。  2014年 6月 到 2016年 7
月，任國防部戰略計畫和政策局，
中國，蒙古，台灣組組長。 2016年
12月到2017年5月，美國駐華高級國
防 官 員 及 武 官 。  2017年 5月 到
2018年1月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
略計畫組資深組長。 2018年2月到
12月，任空軍副參謀長的特別助
理。 2019年1月迄今，右翼智庫，
哈德遜學院的資深學者，著作了隱
秘戰爭（Stealth War）：當美國精
英睡覺時中國如何掌控了我們。 

Spalding懷著兩個願望到國安會就
任：1. 希望教育其他成員中國企圖 
成為全球性主導力量的野心。 2.  
保障美國國內及盟友5G網路安全。 
在高速便捷的網路時代網路大公司
擁有了無數的用户的資訊，在大數
據時代透過雲端計算和分析，可以
發展出許多人工智慧（AI）的產
品，不僅威脅個人隱私，影響未來
社會發展模式，生產率，而且必將
威脅國家安全。 5G不僅是人的網路
更是機器間的網路，它將決定美國
的未來，絕對不能讓中國公司，特 ㆗美論壇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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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華為控制。 
他提議美國政府釋放一些軍用電

磁波段給私人企業，由政府和民間
共同打造一個安全的5G網路。 這是
違反了美國傳統的自由經濟體制，
也違反了電信業百年的傳統，而且
在某種意義上借鑒了中國的體制，
因此引起強大的反彈，導致他被解
職。 然而，2017年12月的國家戰略
安全報告採取了他的建議：「我們
將建設一個安全的5G互聯網」。 很
可能孟晚舟被加拿大的拘留以及美
中圍繞華為的衝突也受到他的影
響。 

㆗美關系的未來
博明和Spalding都是對華鷹派，但

是他們與新保守主義者和新自由主
義者有本質的不同：1. 他們認為美
國過去二十多年的國內及對華政策
都走錯了，造成美國的綜合國力整
體的衰退和貧富不均的加劇。2. 中
國巧妙的愚弄了美國，利用美國的
開放制度，用美國的資金，技術，
市場等迅速的進步，如今在許多領
域迅速趕上美國，一些領域更超越
美國。3.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
而非俄羅斯或者伊斯蘭恐怖分子。  
4. 由於製造業的流失許多美軍裝備
都依賴中國產品，因此一旦發生衝
突美海陸空三軍都沒有必然的優
勢。5.認為中國正在用不戰而屈人
之兵的手段，採取超限戰在全球取
代美國和西方制度。6.美國政客往
往比將軍們更傾向濫用武力，這加
速美國的衰退，美國需要效法中國
採取戰爭以外的各種手段，諸如金
融，貿易，外交宣傳等等。 

這種思想正在美國得到越來越多
的支持，因此在今後幾年中美在各
領域的衝突將頻繁發生，然而不可
能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只有在這種
政策所帶來的惡果直接危害到美國
的利益時，才能導致美國內部不同
思潮力量的反擊。 

長遠看他們的路線必將失敗，因
爲他們的基本假設是錯誤的，狭義
定性中國政權是反民主，反自由，
只為個人或黨的利益而存在的，違
背他們所嚮往的美國建國理想，因
此用類似宗教基本教義的狂熱態度
來從事他們的民主自由的聖戰。 這
也許和他們在90年代末期和本世紀
初在中國的親身觀察和體驗有關，
因爲那正是大陸社會彌漫著唯利是
圖，一切向錢看，貪污腐化，思想
混淆的時代。 然而，他們的根本錯
誤是不能認識到中國是處於3000年
未有之變局，是一個正處於摸索巨
變的時代的後期，中國共產黨不斷
在尋找什麼是最適合的道路，豈可
用類似宗教的固定思維定義中國？ 

習近平上任後強調不忘初衷，執
政為民，強力反貪，更在強調自由
貿易的國策下快速的讓中國更自
由，更開放，更融入全球自由貿易
體系。 中國制度仍有許多缺陷，但
是只要堅持改革，就會越來越好。 

大多數美國人，我相信也包括博
明等人，都會接受「世界上沒有永
恆的好制度，但是需要不斷的改
革」。 中美兩國人民的最大共同點
就是有共同的追求：自由、民主、
平等、法治、共同繁榮的世界。 但
是逹到目的的具體路徑在不同的時
空豈能相同？ 中美雙方須實事求是
做爲和平兢争和合作伙伴！ 

◎錢穆

李子柒，楊安澤，韓國瑜是最近
兩年來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領
域，創造出神話般奇跡的華人。 他
們的最重要的共同特點是真，誠，
和堅持，因此能在大變動的時代裡
觸動了廣大人民的心弦，他們是典
型的時勢造就英雄，祝願他們也將
造就更大的時勢！ 

李子柒是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綿
陽市的山區的女青年，是今天名揚
中外的大陸第一自媒體視頻博主，
在大陸她的粉絲超過5千萬，如今在
YouTube上的粉絲數達到767萬，這
個 數 位 還 在 飛 速 增 長 中 。  對 比
CNN粉絲數量不過802萬，BBC粉絲
數量568萬，FOX粉絲數量392萬，
李子柒的感染力可見一斑。 

她出身貧困，年幼時父母離異，
4歲時父親過世，飽受繼母虐待，之
後祖父母撫養她，在自給自足與自
然和諧的氛圍中成長，14歲時因貧
困而輟學到外面打工8年，22歲時因
祖母生病決定返回農村照顧祖母，
爲了生活做網上淘寶生意，並不成
功。  2016年初，爲了有助於促銷淘
寶生意，李子柒開始拍攝手作視
頻。  前期視頻從編導、攝像、出
演、剪輯都由李子柒個人完成。 李
子柒的作品用唯美的方式表逹了中
國人古樸的傳統生活，桃園仙境的
意境，引起跨越種族、文化的共
鳴。 她做到了官方宣傳不能逹到的
效果。 爲什麼？ 因爲真。 

當然，李子柒成名以後，得到了
專業公司的規劃支持，迅速擴大她
的影響力。  這也充分顯示今天中
國制度有它的優越性，不可無知的
否定！ 希望成功以後，她能不被環
境污染保持純真、清新的本質！ 

十二月十九日美國民主黨的第六
次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七個參與者中
唯一的非白人是父母來自台灣的楊
安澤。 他生於1975年，畢業於哥倫
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事業都很
順利，有感于美國主流政客們局限

于過去的思維，不能真正面對造
成今天美國走下坡和社會矛盾，
貧富差距兩極化的根本原因，因
此 一 年 多 以 前 決 定 參 加 這 次 選
舉。 他認為造成這些問題的根本
原因有二：1. 科技進步造成的自
動化無人工廠，淘汰了傳統的產
業工人。 2. 美國的民主政治受到
財 團 的 控 制 因 此 完 全 脫 離 了 民
意。 

他 提 出 了 顛 覆 性 的 解 決 方 式 : 
1.政 府 發 給 每 個 成 年 人 一 個 月
1000美元，讓個人決定如何用這筆
錢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2. 政府給
每個成年人每年200美元的政治捐
款，讓每個人都可以捐給所支持
的候選人或政黨，以擺脫財團的
控制。 這些建議自然爲精英階級
和他們所控制的媒體所不喜，因
此一年以來他們採取不理睬，不
報導的態度，然而他在網路上的
支持率卻一直保持前三的態勢。 

這個態勢在這次辯論會後有了
改變，主流媒體第一次開始報導
了他的主張，因爲在網路時代一
手遮天的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
川普證明了這點，李子柒，韓國
瑜也證明了這點。 楊已經創造了
歴 史 ， 他 的 影 響 力 還 會 持 續 增
加，因爲他真！

韓國瑜的崛起就是真，而民進
黨和蔡英文所代表的就是虛偽：
學歷假，政策假，宣傳假，政績
假... 。 加上貪腐無能，昧於世界
大勢，妄圖與國際反華勢力勾結
與大陸為敵，豈不是自尋死路！ 
大陸有更宏觀的大格局，希望以
和平漸進的方式尊重台灣人民的
意見解決台灣問題，台灣的最好
選擇就是维持两岸和平，用智慧
爲台灣争取最大的利益，2020選舉
是戰爭、貧窮或者和平、繁榮兩
條道路的選擇！

真：李子柒 楊安澤 韓國瑜真：李子柒 楊安澤 韓國瑜真：李子柒 楊安澤 韓國瑜
◎何平

The Root Cause of Violence - Stupid, It's Poor Economy!

我和新亞書院（節錄）我和新亞書院（節錄）我和新亞書院（節錄）

編者按：在西方思潮主導世界數百年後，西方世界面臨前所未㈲

的挑戰，在世界秩序重組的�鍵時刻，㆗華文明必將會做出重要貢

獻，然而，許多華㆟，㈵別是港臺青年卻不能認識到這個機遇，而

偉大的哲㈻家，史㈻家和教育家錢穆卻早在㈦㈩年前就對㆗華文明

的復興充滿信心，篳路藍縷在㆒㈨㆕㈨年創辦了新亞㈻院。今㆝節

錄他創院的心路歷程對這個時㈹的華㆟是㈲時㈹意義的。 此文原刊

於民國㈤㈩㆒年㆕㈪「新時㈹雜誌」。(㈲興趣的讀者請點擊我們的

網站：us-chinaforum.com。)

㆗美關係的未來： ◎張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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