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歷史潮流擁美去㆗ 現狀豈能維持?
拋棄蔡英文 避免沒頂之災
由於中國綜合實力的迅速上升,美
國內部長期累積的矛盾的惡化,為轉
移內部矛盾, 過去三年來,川普政權
將中國塑造成一個外在的敵人,因此
美中關系陷入四十年來的最緊張狀
態。 除了没有武力衝突以外,川普
政權已經在各個領域對大陸發起全
面的進攻,卻沒有逹到川普和彭培奧
等所預期的令中國屈服的效果。 因
此未來可能動用仍然佔有優勢的軍
事力量對大陸施加前沿性的武力壓
迫。 台海兩岸今後半年發生戰爭的
機率將是40年來最高的時期,如果戰
爭 發 生 ,這 絕 對 是 兩 岸 同 胞 的 不
幸,但更是臺灣人民的悲劇!
在這個闗鍵的時刻台灣本應發揮
美中兩個碰撞巨輪間潤滑劑的效
用,不幸的是,蔡英文政府卻選擇了
一個非常危險的道路,加速擁抱美國
反華人士,切斷兩岸一中的紐帶,把
台灣變成緊緊附著在美國巨輪上的
一個小石頭,希望阻擋中國巨輪的歴
史前進的軌跡,這將無可避免的粉身
碎骨。 由於美台的加速挑戰大陸的
一中底線,最近大陸飛機艦艇導彈持
續圍繞台灣周邊舉行各項演習,展示
必要時武力統一台灣的決心和實
力。 在這個生死關頭台灣人民必須
發出清晰的聲音才能避免戰爭的發
生。
戰爭的發生主要有下列原因:意
識形態的差異,利益的衝突,力量的
不平衡,及意圖的誤判。 蔡政府的
所作所為正從上述四個方面加速戰
爭爆發的威脅。 解鈴還須系鈴
人,台灣方面必須認清世界大勢拋棄
不切實際的迷思!
1.美式民主不是永恆的普世價值
世界須要新思想
台灣和台灣人的特殊歴史是和過
去 500年 来 中 國 的 歴 史 密 不 可 分
的。
明末以後中國逐漸失去了傳统文
人可貴的獨立性和崇高的人生觀，
康熙以後更失去了與西方產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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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進步的歷史機遇，導致生產力
的落後。 爲了應對三千年未有之變
局,力求變法圖存,清末新政,民初五
四運動以後,在全盤西化的口號下,傳
統中國的教育被西方傳教士所辦的
西學取代,這對於中國物質文明的改
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由於
百餘年來長期受到強勢西方文明的
洗腦，許多人迷信式的歌頌西方
「普世價值」，失去了對中國傳統
文明的傳承，而傾向全盤否定中國
自己的制度。
國民黨擁抱了美英的資本主義價
值觀,共產黨擁抱了馬列主義,當時都
代表了先進的思想。 特別是羅斯福
總統所代表的美式民主在那時還充
滿了理想主義色彩,所建立的國際組
織維繫了戰後的和平發展大局。 所
以在台灣和東亞創造了繁榮,在威權
的領導人所創造的穩定環境下,逐漸
建立了美式民主的政體。
但是過去四十年,美式民主在美國
的實行卻弊端叢生,造成對外無限度
用兵,給世界帶來死亡、難民和破
壊,對內經濟畸形發展, 國債飆升,貧
富兩極化, 選擧被財團控制,民選官
員和議員完全無視對選民的承諾。
根據蓋洛普連續50年的民意調查,如
今美國人民對美式民主的四大支柱
的 信 心 從 50年 前 持 續 下 降 到 2019
年 :總 統 (58%至 38%),最 高 法 院
(48%至 38%)和 刑 法 審 判 (34%至
24%),衆 議 院 (42%至 11%),報 紙
(51%至23%)。 總統選擧的投票率不
到55%,當選總統只需25% 到28% 的
選民支持。 這就是今天美式民主面
臨的信任危機!
新冠病毒無情的揭開美國應對危
機的能力,這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檢
驗,它曝露了美國內部的深層次矛盾
和內部不安。今天美國人民普遍購
買槍支和彈藥,造成市場供需失調,因
爲老百姓害怕美國大選可能引起的

普遍動亂,希望能夠保護自己。
在这个背景下，川普政府内的極
右翼力量希望以中國為敵來轉移焦
點。 共和黨大會的基調充滿民粹性
的,極右翼的,帶有宗教狂熱性質的、
神 話 色 彩 的 "天 命 擴 張 論 (Manifest
Destiny)"，鼓吹"普世價值" 的神話
。
人類的發展歷史清晰的告訴我
們 ,沒 有 永 恆 不 變 的 真 理 ,世 間 萬
物,包括政治理念和制度,都是在不斷
的變動和進步。 今天的美式民主和
美國建國時的制度已經有深刻的不
同。 永恆的,唯一的普世價值根本是
經不起考驗的神話。
當蔡英文強調台灣和美國是建立
在"共同的價值"上,請大家嚴格檢驗
這是什麽價值? 這是臺灣人民所需
要的價值嗎?
越来越多的人們覺悟到今天的世
界須要新的"道"，新的世界觀和發
展觀，新的Paradigm!
2.㆗國的崛起和㆗華文明的復興
是不可逆的歷史軌跡
中華文明萌芽於商周,成熟於春秋
戰 國 ,與 現 今 西 方 文 明 的 最 大 不 同
是:1. 它不是宗教性的,是科學的。
2. 它強調人與群體的平衡關係,權利
和義務,而非一昧的個人至上主義。
春秋戰國時生鐵冶煉技術的發明給
中華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客觀物質的
基礎,自那個時期開始,它就是開放
的,因此,可以長期保持文明的先進性
直到500年前。
近代的偉大歴史學家和文化學者
錢穆説歴史是一個民族全部人生的
經驗，所以歴史是研究人文科學的
一種最基本的學問。 中庸説：「所
過者化，所存者神」，歴史精神就
是就是從浩瀚的歴史事實中提煉出
的主宰文明的精髓，它讓我們能
「鑒古知今，究往窮來」。 中國獨
特的優秀的歴史文化精神孕育出世
界上最悠久的不間斷的中華文明。
今天，美國有許多人因担心中國

我對台灣回歸的看法和反思
一、把複雜的糾葛，變回簡單
"台灣如何回歸"，實現"中國統一
"，原是"台灣如何解放"的老問題。
那本是世界二戰後，國共爭雄"內戰
"延續，至今"未完"的膠狀態。七十
年過去了，"台灣如何解放"，依然
是要解決但又依然未能解決的事。
究其原因，說複雜，也複雜；然
而，最大和最棘手的問題是因為美
國從中作梗。過去如此，現今仍
是。所以，要解開這困局，先把它
變回簡單化，"我們必須解放台灣
"，這是當年口號，如今不忘初衷。
第一、敢於應付美國的作梗和變
化；第二、敢有貫徹解放的目標和
膽色。"台灣如何解放"，在對壘時
是內戰，在管治時是內政，中國的
事，中國人自己去解決。
二、把雙手綁起來，不叫對打
當1979年中國北京政府與美國正
式建立邦交後，副總理鄧小平應邀
到美國訪問時，他被美國政要追問
的一個敏感題就是，中共將會如何
解決台灣的回歸與中國統一問題，
鄧小平的回答曾是"爭取和平解決
"， "但 不 排 除 動 武 "。 他 明 白 地 表
示，他不能"保障不動武"，因為若
然如此，台灣當局不來和談、又不
理會，豈能解決中國統一問題，又
若然"保障不動武"，便等如自己"把
雙手綁起來"，這萬萬做不到。於
是，他定了三條"動武的"底線。這
是在卡特總統訪華時重新鄭重講
的，那時美國已通過"與台灣關係法
"，變相地在與台"斷交"後，繼續從
中作梗"保護"台灣。
三、把互談作較量，怎分輸贏
中國國共已往爭雄，也涉種種談
談打打。其特色是，"談"是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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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打"才分勝負。由此可見，"談"是
表面上、大體上謀取"維持膠狀"；
雙方有暗動作，互相挖牆或滲沙
子。只有"對打"，才分高下；至少
是大眾能見的公開勝負，出現另外
一個定局。所以，在「中國與美建
交、美國對台斷交」後，兩岸所舉
行的種種會談，始終只是"談談"，
是"拖"字訣， 是"膠"着狀，對「台
灣回歸與中國統一」無具體的"成果
"，這也有目共睹，這樣"談"與"拖
"又維持了四十年。因為"談"的特色
就是"維持現狀"。互相爭取時間空
間，預排"決勝"之道，好戲"只在"後
頭。
四、把恩讓為對策，敵方無恐
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
和國已逾七十年了，台灣解放問題
至今懸而未決，除了美中不足，也
是遺憾的事。因為這宗未能解決的
事，既使兩岸華人對立，也使海外
華人分裂。中國北京政府在過往七
十年中採取過多種多樣對策，企冀
解決台灣問題，但是一直未能奏
效。毛的年代，以"威"為主，惜因
美國處處插手，功虧一簣。鄧的年
代，以"恩"為餌，卻換來藍營的分
贓內鬥，助長台獨，統一免提。這
無疑是中共對台"統戰"的大失算。
同時，今時北京所面對"解放台灣
"的"對手"已不是蔣家國民黨遺臣，
而是賴美國、日本扶持壯大的"媚外
"台獨勢力，及被去國化的年青一
代。
五、把和平置首位，美麗拖延
長期以來，海外保釣運動催生了
中國統一運動後，於中美建交後不

久也出現海外和統會。可以說是從
八十年代起，它以鼓吹和平解放台
灣，推動兩岸交流，舉辦有關活
動。這彷彿是，承接了鄧小平所說
"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回歸中國"的退
求其次的方向。然而，四十年下來
的結果就是，"和平"是達到了，"回
歸"仍然無期。其實，大家清楚，
"和平統一"是一把雙刃劍，既"強調
"了"和平"，就"排除"了"動武"，何
能導致"解放"，所以難達"統一"。
這也是的確如此的事實。海外最熱
心推動和統會的人是來自台灣的高
知人士。它在支持中國統一的口號
下，"聽"是美麗，"行"是拖延；這
也是"和平統一"只達到"膠着不前卻
退"現狀。
六、把目標當任務，勝是一切
我在2016年曾訪遊台灣，也曾與
海峽評論社宴聚，面會王曉波、毛
鑄倫、曾健民等台灣統派領軍同
輩，對台灣的政情，得聞其中難
易。眼前現實，眾人努力是一回
事，統戰成效是另回事。據遠望雜
誌的估計，自認中國人的台灣居民
已跌到百分五，再下滑，就到零。
這就是台灣統派成績單，令人遺
憾。這就像我接觸過的台灣保釣人
士所倡教育取向，同樣難堪，因為
它的保釣內容避談"統一"，也不指
責罪魁美國、日本，我無法想像釣
魚台"問"誰才可"要回來"？保統運
動至今五十年了，保統目標至今仍
處空談。察前觀後，主要分歧均在
目標。搞統一的，樂於維持現狀；
搞保釣的，安於開學習班。台灣問
題是回歸與統一，這項任務達到，
才是有功勝利。
*轉載㉂《老保釣閒話家常》。

Reflection on Seventy Years of Personal Observation on the U.S.,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
Dr.Wordman

Abstract
Today, our present Administration is targeting China as
a competitor but taking all measures trying to stop China's
growth at all costs as if China is an enemy. This strategy
worries many Americans especially Chinese Americans.
Many Chinese Americans share the following view: if
Taiwan and China were left alone to work out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democracy will be most likely better served
in Taiwan and adopted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adopt the best and they are patient and
persistent to do so.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

seems to be less democratic than her predecessor's government
and appears too eager to move towards "an independent state" by
acting more authoritarian in pushing her agenda, which will drag
our country into a disastrous war with China.
* Note: The full text of this article can be found on the online
papers section on the forum's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org/6-14-2020ifay.pdf). As the title of the paper
suggests, it contain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author's keen
observations over seventy years on the changes in the U.S.,
China, and their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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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重新強調文明衝突。事實
上，十七世纪以来的許多偉大西方
人士都認識到中西文明的良性结合
是人類的未来前進方向！
歴史發展的規律是迂回前進
的,在經過近代180年的史無前例的
激蕩洗滌後,中國逐漸吸收了西方文
明,特別是科學方法,的優點,展示了
蓬勃發展的活力,中共制度有許多須
要完善,但是它歴史證明它具有改正
錯誤的能力!
今天一些極右翼西方人的憂慮
是,這是過去500年來,西方第一次面
對了一個非西方文明實體的挑戰,對
他們而言,蘇聯共產主義也是源自西
方的產物。 然而,中國今天鼓吹的
"共建,共享,和平發展的人類命運共
同體"理念正好補充了西方文明有
你無我,贏者通吃的災難性不足! 沿
著這個方向走,崛起和復興是不可阻
擋的!
3.和平獨立是鏡花㈬㈪終是㆒場
空。
台獨理論之一是同文同種不一定
必須是一個國家,並常以美國和星加
坡為例子。 但是,不要忘記美國是
經過了艱苦的獨立戰爭打敗了英帝
國才能獨立,而星加坡是被迫脫離馬
來聯邦的。
臺灣的地理位置 ,使得臺灣不可
能獨立 。 今天中國的最大威脅來
自西太平洋,而位處第一島鏈關鍵地
位的台灣是保衛中國精華區域的屏
障。 臺灣對大陸的國防重要性就如
同燕雲十六州之對於宋朝。 北宋雖
然經濟富庶但是因爲沒有收復燕雲
十六州,而軍事上一直被動,在走向
全面復興的今日中國如何能夠不收
回台灣！ 如今蔡政府已經公然確定
做美國反華的馬前卒,只會迫使大陸
拋棄任何和平統一幻想!
4.美國無力也無心支持台獨戰爭
台灣朝野許多人幻想可以依賴美
國與大陸抗衡,事實上今天美國已經
面臨破產邊緣,靠著聯儲會發鈔票來
度過難關,根本沒有財力發動一場對
華戰爭。台灣誇大美國對大陸的軍
事 壓 倒 優 勢 ,這 在 十 年 前 也 許 正
確,但是今天完全不符合事實。
中美最近一次接近戰爭邊緣就是
2016年南海仲裁宣佈的前夕,美國兩
個航母編隊雲集南海,企圖迫使中國
接受仲裁結果,而中國也動員海陸空
及導彈部隊於南海演習,最後以美艦
隊撤出而避免衝突,之後杜特爾特上
任採取對華友好、擱置爭議的措施
緩和南海緊張關系。
四年後的今天中國的軍事實力有
飛躍性的進步,不論是艦艇、飛彈、
潛艇、飛機、發動機、量子雷達、

鐳射武器、電磁彈射、航空母
艦、人工智慧....各領域都進步神
速。 雖然整體上美軍還領先,但是
根據美方各種模擬演習,美軍在第
二島鏈以內並不佔優勢,更別說進
入臺灣附近的第一島鏈。
台灣的一個危機是許多知名媒
體和媒體人常發表一些完全沒有
常識的論點。一個例子就是最近
台灣著名節目"關鍵時刻"的嘉賓居
然聲稱美國計劃軍售台灣的新款
自走炮,依靠人工智慧和5G技術可
以打下5倍音速飛行的導彈,台灣購
入後不用害怕大陸的導彈。 如果
美國有這樣的自走砲還須要花大
力氣研發反導系統? 炮彈可比飛彈
要便宜多了!
美國在全面核子大戰中有能力
戰勝中國,但是美國也將毀滅,甚至
世界主要國家都會捲入,那就是世
界末日，美國會這麽笨嗎？
不激怒中國攤牌而導致全面戰
爭是美國的最大利益,既可以繼續
用台灣牽制中國又可以不讓中國
控制第一島鏈和南海黃金水道。
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在西太平洋
的最大利益就是不能讓亞洲國
家,不論是日本、俄羅斯還是中國
控制這條黃金水道,否則美國就是
局外人。
中國也一再宣稱沒有意願取代
美國,但是也決不容許敵對國家控
制這海域與中國為敵。 一個理性
的結果就是在經過過去三年的激
烈碰撞後,回歸現實,美中尋找一個
新的平衡模式共同維護航道安全
也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
5.㆒㆗框架㆘用和平方式消弭
兩岸差異是唯㆒的出路
隨著科技的迅速進步,世界將變
得更小,今天世界就像中國歷史裡
的春秋走向戰國到秦漢大一統的
時期。 不管部分臺灣人的主觀意
願是什麼,台獨是空中樓閣,攀登不
上而跌下來就是粉身碎骨。
台灣人主要源自河洛是華夏正
統 ,台 灣 家 庭 保 存 完 整 的 家 族 歷
史,堂號。 在大陸回歸到認同傳統
中華文明的今天,這是一個維繫兩
岸和平友好的重要資產。 台灣與
大陸是有許多制度上的差異,但是
不要將它視為鴻溝,而須要把它看
成是一個兩岸合作創造一個更好
的制度和更好的未來的有利的條
件。
這一切的基礎是認同未來一
中、促進交流融合、共同抓住歷
史機遇,! 台灣人民須要勇敢的發
聲反對蔡英文和民進黨的自殺行
為!

台灣近年有個反常的現象，一些
支持台獨的外省人成為島內分裂族
群的急先鋒，引發了中國人和台灣
人之間的仇恨，實質上造成了「求
戰」的效果；反而是偏統的一些本
省人卻不希望中共軍事攻台，以免
產生了不必要的傷亡。那麼，是誰
真的愛台灣呢？
這也不是省籍之分，多年前，王
曉波在北京對中共對台事務官員即
表示極力反對武力統一台灣，王曉
波的母親是共產黨員，來台後被國
民黨逮捕，不降，處決，而王曉波
豈不是愛中國，也愛台灣嗎？
多數主張台灣獨立者，目前不願
意接受中共的制度，筆者認為是合
理的反應，但是這並不表示長遠以
後一直要反對做中國人，而只要中
國大陸的政治改良，未來的情形是
可以商議的。這和受日本殖民教育
而不願意做中國人的台獨是不同
的。
中共在解放以後的三十年中，確
實曾以極左思想與施政方式造成中
華民族相當嚴重的傷害。文革以後
中共力求改變，這四十年來，大陸
人民生活水準普遍上升，然一方面
大家記憶猶新，另一方面，近年來
中國日益富強，有崛起之勢，卻在
政治控制方面愈加收緊，給予美國
右派有機可乘，川普選情不穩，一
再下重手壓迫中國。而台灣是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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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棋子，民進黨卻認為這是台灣
獨立的良機，一再配合美國演
出，成為刺激中共與中國人民的
馬前卒，而不知中共鷹派亦認為
此刻是統一台灣的契機。在美國
右派、台灣獨派、中共鷹派「願
望的交集」下，戰爭非常有可能
發生。
在三○年代，國民黨殺戮不少
共產黨員，造成共產黨與國民黨
的深刻仇恨，因此在國共內戰及
中共建政後，迫害國民黨員與其
族人者不計其數，可見仇恨必須
制止。文革以後，中共對台政策
守「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原則，
惟有自外於中國民族，甚以異族
自居且引外力介入者，不論在大
陸是何種政權，對此「勾引蕃
戎，困我生民」者，無不將士用
命，予以平亂。
在此台海戰火升高之際，是戰
是和，只在一心，我們是不是中
國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認為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者，是在李登
輝主政中期以後施政方針變化所
致，從此「台灣」與「中國」日
益對立，台灣人演變為中國人的
敵人，完全是政治力操作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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