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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本期的中美論壇是 2017年的首
期 ， 在 此 祝 讀 者 朋 友 們 新 年 快
樂，萬事如意。 本期的主題是回
顧2016展望2017。 

2016是一個風雲激蕩，矛盾畢
現 的 一 年 ， 也 是 英 雄 揮 灑 的 一
年，數風流人物首推普金，川普
和習近平，因為他們以各自的方
式 詮 釋 了 什 麼 是 「 英 雄 改 變 時
代」。 展望2017年，國際博弈將
更為激烈，尤其是美中俄三權鼎
立之勢將更為顯著，三國的和平
穩定關係將面臨重新定位，三人
也必將是2017年的風雲人物。 

 過去兩年俄羅斯受到以美國為
首的 G7集團及歐洲，和部分阿拉
伯國家的全面軍事和經濟制裁，
烏 克 蘭 危 機 在 2014年 6月 加 速 惡
化:烏克蘭新總統就職,俄烏邊界衝
突加巨 ,美國對俄加大制裁,國際原
油 的 價 格 也 迅 速 下 降 ,以 標 竿
Brent油 為 例 ,從 6月 的 峰 值 每 桶
115美元下降到2015年初的 45美元
之後反彈到年中的60美元上下。 
而此時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搖搖
欲墜，眼看美國和沙特及土耳其
等的遜尼聯盟就要取得決定性的
勝利，就在這風雨飄搖的困難時
刻 普 金 乾 坤 一 擊 ， 於 2015年 9月
底，派出海空軍進駐敘利亞直接
支 援 和 穩 定 了 垂 危 的 阿 薩 德 政
權。 11月24日土耳其戰機打下了
俄羅斯的蘇-24戰機將俄土關係降
到冰點，也給土耳其帶來重大的

安全威脅及經濟損失。 Brent油價也
同步下降到2016年2月的27美元最低
值。此誠俄羅斯危急之秋。  

然而，之後中東局勢有戲劇性的
逆轉： 2016年 5 月在擊落俄機事件
中持強烈態度的首相 Davutoglu被迫
辭職，六月廿七日埃爾多安致函普
金表達對擊落俄機的歉意。 七月十
五夜土耳其部分軍人發動政變，造
成數百人死亡，據聞在政變前俄情
報機構通知埃爾多安可能的政變，
而美歐在政變期間沒有譴責政變，
土耳其甚至指控美國介入政變。 之
後，俄羅斯土耳其及伊朗迅速走近
成為准同盟關係。 同時在普金的支
援下阿薩德政權接連取得戰場上的
勝利，而沙特及俄羅斯的關係迅速
改善，導致2016年11月30日後的石
油生產國的減產協定，促成油價回
升到 55美元左右。 如今，俄羅斯主
導了中東的話語權，經濟形勢也大
為改善，川普接任後美俄的關係也
將回暖。 所以普金是當之無愧的風
雲人物。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是過去50年
最戲劇性和可能帶來最深沉影響的
選舉。川普以一個政治界的新手，
披荊斬棘衝破了美國兩黨的精英階
級的合力阻撓，眾多主流媒體的攻
擊和貶低，及民意調查的不利結果
而取得了最後勝利。 這個結果代表

了美國人民的覺醒，選擇了與過去
卅年不同的價值觀，嘗試走與過去
不同的道路。 他將對美國的內政，
經濟，外交，維安，國防和政府效
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將對世
界，中美關係和兩岸和平有顛覆性
的影響。 所以川普當然是風雲人
物。 

與二普相比，習近平的個性和外
交方式相對內斂和不那麼戲劇性，
然而他的成就和對將來世界和平發
展的貢獻可能更大，更深。 上任以
來，他以超凡的勇氣，毅力處置了
貪腐官員，打蒼蠅更打大老虎，重
振老百姓的向心力，並以對人類發
展的深邃理解，試圖建立和平發展
互利共贏一切為人民的，不同于美
蘇的新道路。他不僅得到大陸人民
的普遍支持，也透過「一帶一路」
建設的發展得到了世界許多國家的
共鳴。 所以習近平是風雲人物！

2017將是世界發展的關鍵年，方
向就在美中俄的領導人手中！ 美中
俄（或前蘇聯）的合縱連橫主導了
二戰後七十多年的全球關係，然而
這只能帶來短期的不穩定平衡並未
給全球大部分人民帶來幸福。 要追
求世界的和平和人民的長遠福祉，
三國須要有全新的思維，中國所倡
導的道路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普金
已基本認同習的倡議，川普和蔡英
文也須要選擇和平，合作共同塑造
一個新的「道」才是世界，美中，
及兩岸之福。

◎張文基

　Trump has become the President-elect to be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S. and to take office on 1/20/2017. This column has published a 
number of articles about the 2016 presidential race, the candidates, their 
campaigns, party conventions and 'A Citizen's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 in anticipation of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Making prediction on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fun but not as useful as 
post-election analysis on the election process, the winning campaign, 
the voting and non-voting public and especially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our futur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s hundreds of post-
election analyses are surfacing in the media, I beg my readers' pardon 
for using a boastful title to catch your attention. I will try my best to live 
up to your expectation.
　In this space-limited column, it is a challenge to do justice to the title 
on why, how and what. Therefore, I must condense my comments to 
bullet form to convey maximum information and let readers mull them 
in their own mind under the following three headings on why, how and 
what. 
I. Why Trump represented a movement and a phenomenon?
1. Trump is smart, paid his tuitions in politics his way, donated to both 

parties, supported many campaigns and then ran for elections himself 
and learned plenty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rump carefully 
studied the people and determined to represent them; hence his 
campaign for Presidency was a movement and the silent majority 
became his loyal followers and created a phenomenon.

2. Real Trump: Despite of his flaws and what the media's selective 
reporting, Trump was a handsome youth excelled well, a bold, 
shrewd and successful businessman, a best-seller writer and 
publisher, and a popular TV showman. Trump has a beautiful family 
with well groomed children. He is a doer (accomplished tough NY 
city projects). His political ambition developed after he amassed a 
fortune, unlike career politicians using solely political ambition to 
make a fortune. The real Trump is a loving, kind and generous 
individual and a frank, outspoken and fearless person. 

3. Trump recognized a few right things, anger and fear, stress and 
despair and disappointment in government in the people and listened 
to them on their frustrations; he improved his campaign as time 
progressed whereas Clinton ignored grass-root signals, kept up with 

the same message in synch with biased mainstream media and 
never improved her campaign tactics. S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rich and powerful than to the grassroots.

4. Trump's messages were continuous and consistent with personal 
follow-up in twits (a huge number of followers), even though not 
in eloquence.

5. Voting for Trump is voting against war. This notion emerged 
during and after the debates where Clinton appeared to defend the 
war and will have more military actions whereas Trump uttered 
tough stand on foreign issues without committing specific action. 
For example,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be in Asia for a long time 
and we will defeat ISIS. 

6. Yes, Trump created a movement, but it is not a revolution but a 
restoration to true American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American 
first, which resonated with the common Americans, the 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sounds more honest than Clinton's 
Together We Will Be Strong.

7. Clinton put fuels to Trump's movement and other Republican 
candidates failed to see the sign of silent anger especially the 
white middle class - feeling poor and neglected. The more the 
media and Clinton belittled Trump, the more they fueled the 
angry flame. Trump became the lone target and he reacted with 
his anger and earned a martyr image.

8. Even the usually subdued Chinese Americans got excited by the 
movement. Usually the young 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dentify with Democrats; their action will overwhelm their 
parents' votes. But this time more Chinese Americans broke 
silence and spoke. They identified with the Trump phenomenon. 
In the 2016 election, more Chinese Americans left the Democratic 
Party line they usually identified with.

9. California Democrats sponsored SCAS education bill (2013) 
limiting college entrance to be proportional to population in the 
state definitely benefitting White, Latino and Black over Asian 
Americans. The Race Data Disaggregation Bill (2016 CA 
Democrat introduced) further angered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Americans who were suspicious about the bill's motive.

10. Obama accepted 5 million illegal immigrants (interpreted, 
although incorrectly, as to get votes for Democrats) whereas 
Trump took a firm anti-illegal immigration stand and at the same 
time an anti-color bias position.

Trump Movement, Phenomenon and Victory 11. Trump received too many unfavorable media reporting in contrast to 
media being mute on anything negative about Clinton (plenty in her 30 
years of political career). An amusing phenomenon in this election: 
New York Times made biased reporting and apologized after the 
election.

12. America does not have a uniform value system despite of the American 
elite waving the flag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ere are classes and 
different views clearly shown by the Presidential campaign started two 
years ago. Trump's defying political correctness hit a chord. For 
example, Berkeley campus phenomenon and Harvard student's 
observation: no one can say anything opposing Clinton or supporting 
Trump, it would not be politically correct – this fueled the anger of the 
silent majority.

13. Politically correct attitude and arrogance exposed hypocrisy to people. 
For example, Peter Thiel, co-founder of PayPal, a gay, made a speech 
supporting Trump and got excommunicated by Clinton supporters 
denying him a gay. 

14. Old Democrats despised Clinton's past deeds and hawkish world view. 
Democrats became party of war opposite to the Kennedys' beliefs. For 
example, Adam Walinsky, former Assistant of the Kennedys, came out 
to denounce Clinton and support Trump: Trump dared to say the truth 
and not being afraid of generals or the activists.

15. Democratic Party is no longer a party of working class; it did nothing 
about wages, stood by free trade harming the blue collars, and focused 
on fund raising from the rich and powerful and painting a false 
economic picture. For example, former Secretary of Labor, Robert 
Reich's article: the public see the link of power and wealth and 
declining wages undermining democracy.

16. Online media 'trumped' (term in bridge game) traditional media. 
Despite of a fairly well orchestrated mass media behind Clinton, the 
Trump team outperformed in online media and twitter communication 
to voters and small donors, keeping them informed all the way to the 
finishing line. Also see below how Cambridge Analytica helped Trump 
to win.

17.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urrent administration dropped. (2007 UN 
study, over 40 years, developed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continuously dropped, even Sweden and Norway is 
dropping since the 90's) Shown by US Gallop polls, since 70's trust 
drops in 12 out of 17 institutions, banks, congress, president, schools, 
media and church, this distrust and fear for the worse are the basic 
undercurrent that tilted the election towards the political outsider 
Trump. 

18. Trump phenomenon is the reaction of middle class Americans to 
attacks on their values by the intellectu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Trump had the hunch how big the anger was there and he led and ride 
with the movement. 

　For Part II (Why and How Trump won the Election?) and III (How and 
What Does the Trump Victory Mean to the U.S. and the World?), please 
read our web site publication at www.uschinaforum.org è please read our 
web site publication at http://www.us-chinaforum.com/

2016 年由秋入冬，隨著秋葉的
飄落，不免讓人興起感傷檢討的
心情。一段時間以來，我與朋友
談起我關於寫作的意見；我一向
認為思想境界、關懷眾人是寫作
能有深度的基礎。因此，我想到
了寫一篇有關這方面的回憶的文
字。

這回憶是我多年前在舊居湖區
的一次深夜散步。深夜散步中，
突然飛來湖區一隻離群的大雁，
牠淒涼、急切、盤旋、尋找的叫
聲 ， 直 是 動 人 心 魄 。 那 晚 的 散
步，我思緒良多，也涉及人生萬
物等哲思。隨後，我就動筆寫出
了這段回憶。動筆時，不覺地、
自然地想起了於1993年邀請來我
舊居盤桓數日的陳映真兄（與政
論家王曉波兄同來）。陳兄是有
名的小說家、散文家，是一位關
心社會公平正義的知識分子，不
正是一位有理想的、具有深度寫
作基礎的作家麼。「孤雁」寫完
後數日，朋友傳來消息，多年不
見，在北京養病的陳映真兄幾日

前(2016年11月22日)病逝了。冥

冥中竟如此巧合，我回憶起舊居的
往 事 ， 正 是 關 於 思 想 文 學 方 面 的
事，而想起了多年未能聯繫的陳映
真，就在幾乎此同時，他過世了。
我勉力謹以此短文，來追憶我直接
接觸的陳映真兄。

陳 王 二 兄 是 應 「 華 夏 政 略 研 究
會」邀請來美訪問的，主要談兩岸
前途、中美關係。在華盛頓地區我
安排了演講會，如今我還能追憶一
些他演講的內容，還有不少私下的
交談，現將它們記錄在下面。

他此次來華府，文學方面談的不
多，主要談到的是有關哲學、思想
方面。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他對知
識份子的定義。他說：「知識份子
必須關心社會人群的公平正義」，
等等。關於知識份子，綜合起來，
他認為應該包涵下面應幾個條件：

1） 主張社會的公平正義，同情
扶助弱勢人群，

2） 不應只為利益工作，為資本
家效命，

3）應致力和平。

我特別記得他說：「替軍火公司
研究開發新武器的人，不能算為知
識份子」。

在談到國際關係，或社會基本問
題時，陳映真往往從其基本的根源
談起；談到社會制度，談到階級等
許多思想、哲學的名詞時，有些聽
眾似乎並不習慣，也不了解，此
時，他都總是不慌不忙，娓娓道
來，確像一位有耐心、和善的學
者。總而言之，我對陳映真的感受
很深刻，他必是一位有理想，真誠
善良讓人喜歡的知識份子。我以為
陳映真應該是具有下列幾方面品格
的人而為人們所懷念。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他是主張社會公平正義的人道

主義者
‧他是人所共知的成功的小說

家、散文家
我個人進一步感受到的是：陳映

真兄的為人氣質的本質是一位熱忱
的、善良的、喜歡思想、追求真理
的思想家，然後方才能造就出其他
各方面的成就。

- Post Election Analysis on Why, How and What

2016年的世界局勢，如果以煮水
為例，經過一整年的折騰，水溫大
約已經升到九十來攝氏度，如不降
溫估計就快沸騰了。從美洲到歐
洲、中東，到亞洲，一件件重大事
件在2016接踵而來，讓人幾乎目不
接暇。

2016一開年便目睹了台灣大選一
邊倒的結果，民進黨大勝，不但蔡
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立院也
由民進黨掌控。在五月二十日蔡就
職前，各方多次明示暗示：要維持
台海安定，蔡必須承認九二共識。
她沒理，上任至今七個月，閉口不
提九二共識。台灣島內則亂象叢
生，遊行抗議不斷，任憑你多用心
似乎也找不出一件蔡或民進黨做對
了的事。

蔡更須認識到韓國總統朴槿惠的
前車之鑑。朴槿惠七月同意美國在
韓部署薩德系統，雖然美韓稱此舉
乃是防禦朝鮮導彈，但大家心知肚
明這是劍指中國大陸。與大陸為敵
引發大陸的反制措施，韓國幾個大
財團轉而施壓朴槿惠，將原本就已
知曉的閨蜜干政事實巧妙的公之於
眾。最終在眾叛親離，民調狂瀉的
情況下朴槿惠自動請辭。蔡英文若
在2017年仍然一意孤行，堅決不認
同一中原則，朴槿惠的下場就是她
未來的寫照。

十二月二日蔡英文與特朗普在雙
方刻意安排下通了電話，此舉打破
了中美台之間37年來所遵循的外交
準則。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
點，美國和台灣拿"一中原則"來
玩，中國大陸就必定會強化武力統
一的部署，近日大陸的轟炸機與航
母編隊繞台便是有力的宣示與警
告。在2017這樣的行動將會更頻
繁。

十二月二十一日西非島國聖多美
和普林西比，宣布即時與台灣斷
交，是蔡英文政府上台後，首個與
台灣斷交的國家，台灣的邦交國目
前剩下21個,相信在2017年裏還會有
國家與台灣斷交。

七月的南海仲裁案後菲律賓總統
杜特爾特卻倒向了中國，讓背後操
作的美國著著實實的挨了一記耳
光。最讓世人看清此仲裁案的偏頗
是：有飲水、有雞羊、有農作物的
太平島被判為礁，而日本卻堅稱所
佔領只有兩三平米大的沖之鳥礁是
島（國際仲裁不承認為島），禁止
台灣漁民在"周圍兩百海哩的專屬
經濟區"的台灣傳統漁場作業。不
公平不合理的遊戲規則會讓本已不

平靜的水更趨近於沸騰。
經過一年多的競選，美國總統大

選在十二月十九日選舉人投票完
畢，確認川普得票超過270後，算
是塵埃落定。川普的當選絕不是偶
然，他適時的抓住了選民對現存社
會的不滿，求變心切的心理，贏得
了經濟較落後的中西部、南部的選
票。當選後不論是從部門負責人、
幕僚的人選上或對國際事物的處理
上，都做出一些超乎人們預期的舉
措。

川普的團隊可謂是美國歷史上億
萬富翁與將軍最多的組合。對原來
有政治影響力的菁英們有所抑制，
新自由主義思潮式微，代而興起的
是極端的保守主義與極端鷹派的對
外主張。他上台後會真的如此去
做，仰或是色厲內荏的叫囂？我們
尚得繼續觀察。

他的振興經濟政策首先是減低公
司所得稅率至15%，然後是減少管
制法規條例，包括環保要求，他個
人是不接受地球暖化的說法的。可
以明顯看出他會以犧牲自然環境來
發展經濟。關於減稅，除了那些高
度自動化生產的產業外，我不認為
減低公司最高所得稅稅率到15%能
夠吸引多少美國海外公司搬回美
國。若只是高度自動化工廠由海外
搬回美國，又能增加多少就業機
會？

特朗普還未上任我們已可感覺出
美國社會的種族、性別歧視成分在
增加，語言傾向粗俗，整個社會充
斥著不確定性，恰如八、九十攝氏
度還在繼續升溫的水。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月二十三日美
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關於譴責以色列
強佔巴勒斯坦土地做新拓居地提
案，投了棄權票，這是36年來首
次。該案以14票贊成，1票棄權通
過。算是奧巴馬在臨離任前對以色
列總理納坦雅胡的一記左勾拳吧
（奧巴馬是左撇子）！痛快！

世界其它地方也不平靜，英國脫
歐，義大利總理公投未過而辭職，
德國耶誕卡車撞擊恐怖襲擊，敘利
亞政府軍在俄軍協助之下攻克反對
派重鎮阿勒頗，以及隨後而來的俄
國駐土耳其大使遭刺殺，槍手高喊
"別 忘 記 阿 勒 頗 ！ " "別 忘 記 敘 利
亞！" 我們不禁要問從中東的亂局
中誰獲得了最多的利益？還想繼續
加溫嗎？如此以往怕是水是要開
了！

 2016（猴子）走了，2017 （金
雞）接踵而至。  在它們交接之
際，我瞻前顧後，有些感觸。 

2016年孫悟空大鬧天宮！ 整個
世界都被整得顛三倒四。 有臺灣

選岀第一位女領導人，大敗國民

黨 天 下 ， 全 盤 綠 化 ， 行 政 、 立
法、司法統吃。  無奈「維持現
狀」和「九二共識」撞車，習大
大和空心菜立場迥異，導致兩岸
關係和空心菜民望直線下降。 

英國脫歐的公投導致該國地區
之間的撕裂，但已勢在必行。 歐
盟恐將因此而失去其巨大的國際
話語權。 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經
濟下滑，日子難過。

中東地區亂成一團伊拉克，伊
朗 ， 敘 利 西 ，  ISIS， 暴 亂 加 難

民，令人失望心煩，真不知道，他
們的劫亂何時能了。

俄羅斯的普金算得上是一號人
物。 他指揮若定，西方挑釁和制
裁，一概不放在眼裡，勇往直前向
恢復大俄羅斯昔日的光輝邁進。

最後言歸正傳，回到咱們美國。 
那就不能不說川普了。 此公可以說
是異數之最。 他是美國有史以來最
沒有從政經驗、沒有所屬政黨支
持，沒有主流媒體看妤的總統候選
人。 然而他卻異軍突起，贏了。 這
說明什麼？ 本壇張語人有一篇詳細
的分析（見us-chinaforum.org），我
不在此重複。

川普這張大嘴，一向是語不驚人
死不休。 但是他並不是一個說話不
經大腦的人。 就以「川菜」通電

回顧2016 展望2017 

古話光陰如箭，歲月如梭，真
是名言，一晃就是送舊迎新的時
刻，有人歡欣鼓舞，有人感嘆流
年，我中美論壇有知有覺到了年
關。自然感觸良多。首先同仁們知
道我們張文基社長范湘濤前社長去
年還是沒發大財，我們義工已三
年，今年又拿不到紅包了。紅包不
在厚薄，紅色表示喜敬慶，社長用
郵件代表紅包，說了那麼多好話，
我們同仁也都心領了。在此足下表
示對社長及各同仁的敬意，也就用
此文向諸位拜年不備年禮了。

社長年終郵件中婉轉的提醒各
位同仁社務委員不要忘記兩件事，
一是要大家寫一篇回憶展望的短
文，一是繳納明年的會費，第一件
事本來是我們的任務，當然義不容
辭，但年關煩忙，只好用此文一箭
數雕把回憶展望作為壓軸。第二件
事，幸虧本人子女多，軟硬兼施，
麻將唆哈，倒是可以弄出會費上
繳。（只要老婆不查私房錢， 不
懷疑（字人）把錢花在什麼'半夜
小三'上就天下太平，半夜寫文章
不睡確有小三嫌疑）再加上秉宇兄
推荐了一個貴人善仕樂捐的網站，
希望我們義工可以逐漸減繳會費。
在此說句多謝，阿利路亞，阿彌陀
佛！

言 歸 正 傳 主 軸 ， 回 顧 二〇一

六，展望二〇一七，不是聳人聽

聞，去年真是多事之年，就以選
舉，中國台灣，菲律賓，及美國總
統大選都使人跌破眼鏡，本論壇已
有多篇中英文報導，兩岸關係每況
愈下，台灣搞小動作，蔡英文搞陰

獨，民心擔憂，民調大跌，英文
想自救，中文躂伐文章可以卡車
裝。南海問題，揮不掉趕不走，
菲總統杜特爾地雖殺出黑馬不與
中國明爭，擱置控訴裁判不論，
但其人身體和腦筋都未必可靠，
以后變數難料，日本安倍更是使
盡渾身本事想搗亂南海，再加上
美國新總統特朗普，是菲國小特
的崇拜對象，出牌更難預測，這
南海航道和爭端能否太平還真不
好判斷。敘利亞美俄較勁，俄國
似佔上方，中東難民把歐洲弄得
德法英不寧，英國退出歐盟，更

是雪上加霜。二〇一六美國流年

並不利，內有動亂，外交不順，
始有大特當選之事，明年上任，
要立斷TPP，大改全國醫療保險，
又要與中俄博弈，大特並無國事
經驗，僅憑直覺智慧，這棋如何
下還真無法預判。

川普用人大半右傾保守，對中
政策必與奧巴馬思維不同，中國
已經在大力研判特朗普本人與其
智囊團的性向。明年中美論壇上
也 必 有 中 英 精 彩 報 導 和 評 論 文
章。敬請讀者每周閱覽。足下謹
在此以

一六一瀏一七一棋 為題寫打油
詩一首向各位讀者拜年

一年一年復一年，中美即將過
新年，流年多事難一瀏，一起觀

棋渡明年。（流 = 瀏 = ㈥ = liu， 

起 = 棋 =㈦ = qi）

一瀏一六，一七一棋，憶往迎新一瀏一六，一七一棋，憶往迎新
◎張一飛 (Wordman)

話，打破常規近四十年的慣例，以
及其後川普對一中政策的發言，在
在顯示他想紐轉過去一些美國外交
政策國際貿易政策方面所遭受的頹
勢。 於是先來一個漫天要價。 

總之， 2016給我的感覺是一個多
事 之 秋 。  真 是 「 山 雨 欲 來 風 滿
樓」。 2017會是怎樣的一年，是
「風調雨順」的太平日子？ 還是
「天下大亂，民不聊生」？ 我看大
概都不是。 而是在兩者之間的境
地。 

中國當政者該如何面對這些欲來
的山雨？我看是按自己既定的大政
方針堅持平等互利的睦鄰政策，大
力推進一帶一路的和平繁榮發展來
發展國際合作。

對台問題堅持和平統一原則，不
冒進不退讓。 對南海問題，謹守當
事雙方就爭議不斷努力協調商議，
最近中菲、中馬對南海爭端的協商
就是對付美國橫刀攪局的好例子。

猴去雞來猴去雞來
◎
陳
立
家

追憶思想家陳映真兄
◎印鐵林

不消停的2016
◎佟秉宇

2007年 ， 英 國 "經 濟 學 人 "雜
誌，對前一年（2006）世界上約
170個國家／政權，逐一評鑒其
民主化程度。它的評分標準分四
大 類 ， 即 1） 選 舉 是 否 自 由 公
正，2）投票人是否安全，3）政
府政策是否受外國影響，及4）
政府是否有高功能。這四大類之
下又細分為60小項，逐項由專家
或民調評分。這種評分雖帶點西
方偏見，但大致仍屬公允。該評
鑒發表後大受歡迎，被稱為"民
主成績單"。"經濟學人"後來又陸
續評鑒了2008年，2010年，及以
後每一年的世界各國民主成績，
最近的一次評分是2015年。

筆 者 分 析 了 近 五 年 （ 2011-
2015）的"民主成績單"，感到西

式民主在某種國家行之極有效，而
對另一類國家則格格不入。根據這
五年的平均成績，讓我們看看那些
國家是"民主優等生"：

1.挪威 2.冰島 3.瑞典 4.丹麥 5.新
西蘭  6.瑞士  7.澳大利亞  8.加拿大  
9.芬蘭 10.荷蘭 11.盧森堡 12.愛爾蘭 
13.奧地利 14.德國 15.馬爾他 16.英國 
17.烏拉圭 18.毛里求斯 19.美國 20.捷
克。

對上列的名單，筆者分析的結論
是：

1）"民主"在歐洲行之最有效，大
洋洲次之，美洲又次之，在亞非兩
洲，它是相當失敗的。這顯然是因
為民主發源於歐洲，大洋洲和澳洲

的居民又多為歐人後裔之故。
2）入圍的20國中，僅有美國是

人口大國（3.25億，世界第三），
其他19國人口均不過億。這也許便
是古人所云的"國小易治"吧？

3）國土的大小對施行民主關係
不大，名單中既有加美澳等大國，
亦有馬盧等小國。

4）民族性似乎深深影響民主制
度的成敗。試看20位"優等生"中，
竟有15國的主要語言屬日爾曼語系
（英語亦屬日爾曼語系）！另外五
國中，有兩國（馬毛）也通用英
語。真正與日爾曼語無關的僅有芬
（烏拉山語系），捷（斯拉夫語
系）和烏（拉丁語系）三國而已。
究竟為何民主特別適合日爾曼民
族，應該不是語言問題，更可能的
是日爾曼人比較有願賭服輸的傳
統。這個我們得請教社會學及人類
學專家。

5）教育普及，收入高，基尼指
數低的國家，民主化得程度較高。
理由甚明顯，不多言。

民主成績單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三

◎張紹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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