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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ppaqua Library Foreign Policy Discussion Group sent 
out an announcement that on October 16, there will be a Skype 
linked seminar, entitled, China's Challenge - How Can/Should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to be facilitated by Tyler 
Beebe, a Chappaqua, New York resident. The speaker will be Dennis 
Wilder, the managing director for the Initiative for U.S.- China 
Dialogue on Global Issues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Asian studies. Wilder has served 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 Director for China and as the NSC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East Asian Affairs.  He is also a former CIA Deputy 
Assistant Director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topic is an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one, but the title suggested that the speaker 
came with a background to discuss 'how can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first before the more logical consideration of 
whether or not 'should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Judging from the speaker's resume,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he is more 
versed on the "how can" methodology under the strategy that the 
West "should" contain China rather as an academic scholar who 
studies: What is global aspiration? Should any country have global 
aspiration? Can any country define its own global aspiration? Should 
any country or a collected group (for instance, The West, a rather old 
fashioned imprecise term used by Wilder's speech title compared to 
G7, G8 or G20) contain another country's global aspiration?

I certainly will attend Mr. Wilder's talk but I feel obligated to 
remind him of the above logical thinking. As the US-China relation 
has reached to a multi-lateral intersection, the China issue is more of 
the U.S.'s Challenge to ponder on the "should" question before the 
"how can" question and less as a China's challenge to worry about 
"the West". China seems to have come a long way, steadfastly, to 
pursue a simple goal to raise her citizens' livelihood into middle class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engage herself in the world body to 
earn her respect and dignity by rejuvenating the glorious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which was nearly destroyed by 'the West' and 
'the Communism' in the 19th and most part of the 20th centuries. Yes, 
we do need to understand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need to understand both the U.S. and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and why and where is there a clash?!
First of all, we should not have a bias to discuss the China issue. 

Thus, I am less interested in "how can" ( a relatively easier question) 
than in the question of "Should" (a harder question to answer)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As modern seminars sometimes do beg 
for questions from the prospective audience in advance for the speaker, I 
decide to write about the above seminar topic in a logical sequence in 
this column before attending the seminar, more as thought provoking 
questions and a preparation for me to join the coming discussion 
seminar.

The logical thinking about this serious topic must be 'Should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s?' first; then second, 'How can the 
West contain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s?' Since WW II, the world has 
gone through many transformations, abolishing colonialism, rising of 
super powers and communism,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evision of 
communism to embracing capitalism, striv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third world, numerous regional wars and enduring global financial 
crises. N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a complex and sophisticated 
on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China, as the most populated nation, is 
struggling with her development and searching her own formula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growth. So, the 
"should" question must be asked by Americans, Europeans, Russians, 
Asians, Australians and Africans all with their own perspectives since 
the rise of China has impacted everyone one in the world.

However, since the U.S. is a superpower, self-charged with world 
leadership and global aspiration (American version), it is more important 
for us to focus on Americans' view (of course including Chappaqua 
citizens) on the "should" question. First, I ask myself, am I qualified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Based on what? On Justice? Should any country 
other than the U.S. have global aspiration? Does global aspiration mean 
challenging the U.S.? Challenging the world leadership of the U.S.? 
Challenging militarily by force? (No, no one is strong enough to 

challenge the U.S.) Challenging economically? May be so, however the 
U.S. is still one of the richest nations on Earth. The U.S. spent a defense 
budget over $700 B versus China $150 B, thus still maintaining her super 
military power status in the world. But the U.S. can't stop N Korea, a small 
country, to develop nuclear missiles, what makes us sure that the U.S. can 
stop China to continue her military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hen the U.S. 
adopts a hostile containment policy to agitate and induce China to compete 
in military strength. What would this arms race lead to? The end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happy ending! Hence, we need to rethink the 'should' 
question. 

Many hate-China people want to justify a containm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by stressing that economically the U.S. is threatened by China! Let's 
take s historical view, not too long ago, when China was the number one 
economy in the world in 18th century, she did not threaten any country, did 
she?  It was the West brought colonialism to the world, invaded China, 
inflicted more than one century of misery to China. The U.S. played a 
minor part in the West aggression to squash China and later helped China 
fighting the Japanese in early part of 20th century. Post WW II, colonialism 
was abolished and the U.S. emerged as the strongest nation both militarily 
and economically. China came out of ashes, experimented miserably with 
communism, later embraced capitalism gingerly while transforming or 
reforming with socialistic principles. It took four decades for China to rise 
economically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ith 1.3 
billion people working harder than the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we be 
surprised that China rises again? Should China be allowed to have her 
global aspiration? What is global aspiration? Do the U.S. and China have 
the same definition of global aspiration? Will human society forever be 
cursed by the ancient Greek Thucydides Trap? Is the U.S. a role model of 
global aspiration? Is maintaining superiority of military strength, having 
military bas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settl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unilaterally or simply earning world respect on the world stage the 
definition of global aspiration? Do we understand China's global 
aspiration? Is there a hidden agenda behind raising the vast Chinese 
population into middle class, such as mimicking the U.S. or threatening the 
world leadership of the U.S.? Shouldn't we understand these questions 
before addressing the 'should' question.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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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在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
議之前，中日韓領導人在 2002 年北
京會議上就提出了中日韓自貿區的
構想。 2008年，中日韓領導人會議
簽署了《三國夥伴關係聯合聲
明》。 2010年，中日韓三國簽訂了
包括十個城市的《環黃海行動備忘
錄》，按照備忘錄，自貿區將在該
10個城市先行先試。 2011年，三國
領導人會議決定在2012年啟動有關
談判。  2012年5月，三國在北京正
式簽署中日韓投資協定。 

但是， 2012 年 7 月 7 日，日本宣
佈將釣魚台 「 國有化 」 。 此後，
日本偏離與中韓友好的道路：日韓
因慰安婦問題關係緊張；中日間激
發了東海釣魚台爭端。 中韓之間因
美國操控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而交
惡。 

可以說，在美國攪局之下，中日
韓自貿區的設想乃於  2012 年中告
吹。 

但是，在習近平於 2012 年 11 月
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2013 年 3 月
上任國家主席之後，同年 9 月他出
訪哈薩克斯坦，在納紮爾巴耶夫大
學發表演講時，提出以 「 五通 」 
為核心的 「 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 
」  倡議。  隨後訪問東盟時提出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構想。 
自此，《一帶一路》橫空出世，引
起全世界的注目。  其涵蓋範圍之
廣，時間視野之長，在人類歷史上
尚無先例。 

局外人或可推想，如果中日韓自
貿區能夠順利推進，或許就不會有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 也就是
説，因爲中國東面被美國堵住，習
乃決定往西邊發展? 這種説法可能
有幾分道理。 可是，中日韓自貿區
與帶路倡議相比，絕對是小巫見大
巫。 帶路倡議氣勢與構思的巨大，
不 像衹是用來對付美國的手段。 並
且，如果習近平沒有及時大力整
黨、打貪扶貧掃黑、建設文明小康
社會，建立了中國內部的牢固基
礎，即使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那
可能也是忽悠自己，也忽悠世界罷
了。 所以，可以相信，帶路倡議是
深思熟慮，集思廣益的結果。 

由於最近朝韓關係發生了巨大變
化，令人不由得想到，如能在東北
亞把俄國的西伯利亞，朝鮮，韓
國，甚至日本，一併納入《一帶一
路》，那麽，這個倡議將會如虎添
翼、動力倍增，為習大大提出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高遠目標的實
現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在實際層面，日韓目前都不是正
常國家，都可以説是美國的半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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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在冷戰環境底下，它們「半」
廂情願地接受美國保護，提供土
地，本地婦女，讓美軍駐紮和享
用。 可是，冷戰實際上早已結束，
而美軍已經成爲不太受歡迎的親
戚，賴在那裏，惹老百姓討厭。 所
以，當特朗普的威脅朝鮮，接下來
又作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撬動了
東北亞的僵局。

剛剛結束的  「  文金會  」  達成
《平壤宣言》和新軍事協議。 可以
說，朝鮮半島南北雙方已達成高程
度的和解，血濃於水，朝韓抱團發
展的迅猛，很可能是個不可避免的
趨勢。 半島的無核化進程很可能將
由朝韓談判推動 ，軍事僵局由南北
率先打破，形勢逐漸朝著不以美國
的意志為轉移的方向發展。 

朝韓和好，倒逼美國簽訂和平條
約，則美國終久將無法繼續在韓國
駐軍。 對此，中方毫無疑問會樂觀
其成。 俄國當然也不例外。 我們看
到的是，現在才是東北亞巨變的開
端，如果能持續下去，則絕對會根
本地影響到東北亞地緣政治的方
向。

至於經濟發展方面，據報導，文
在寅已為金正恩規畫詳細的發展藍
圖，包括開城、金剛山、東海圈、
西海圈的經濟發展，甚至包括打造 
「 陸海絲綢網 」 ， 與 《一帶一
路》對接。 而也就在這個時段，習
近平在俄羅斯舉辦的 「東方經濟論
壇」 上提出了願同各方共同探討建
立東北亞地區協調發展的新模式。 
看 來 中國已經有了 「 後朝核 」 時
代東北亞發展的初步構想。 

當然，關鍵問題是， 「 朝鮮去
核 」 的聯合國 決議會不會就此無
疾而終呢 ？ 南北韓希望今年簽訂終
戰協定，為和平協定奠基，美國會
答應嗎？ 文在寅雖然現在說，他希
望美軍留駐，可是，如果朝韓關係
真的搞順了，他難道不會把美軍趕
走嗎？ 美國駐軍的真實目的是圍堵
中國，它怎麽可能撤走呢？ 

另一方面，正因為朝韓局勢有緩
和跡象， 2018 年的中日韓領導人會
議發表聯合宣言，重申加速自貿區
談判。 新的自貿區當然不能沒有朝
鮮，那麽，這個 「加速」 的自貿區
談判能與無核化談判同時推進嗎？ 

到目前爲止，美國仍然表示，朝
鮮必須先去核，然後才討論解除對
朝的全面制裁。 所以，韓日跟美國
的附庸關係一日不解決，韓日就無
法自主行事；反過來說，韓日如果
挺起脊樑，自主行事，也就擺脫了

◎裘國英

美㆗貿易戰解析

所謂懷璧其罪。所謂紅顔薄命。
對伊朗而言，石油是它的"紅顔"。
曾經也是文明古國之一的波斯帝
國，因爲豐富的石油資源，算是倒
霉到家了。它很可能是二戰後中情
局第一個顛覆的外國政府（與英國
的M-16聯手）。1951年，民選的摩
薩臺當選爲伊朗總理，當選的重要
理由是他主張將石油收歸國有。針
對他的這項政策，擁有伊朗石油產
權的英國就對它實施禁運，把伊朗
經濟搞弱，然後，1953年8月，英美
兩國的情報機構出錢，雇用了一大
批地痞流氓等無業游民，還從外地
運載了一批混子，加上前沙河王朝
的支持者，把摩薩臺政府給推翻
了。推翻之後，美國扶植起已經逃
亡在外的前國王巴勒維回國，由他
組織了軍事獨裁政權。這樣一來，
伊朗的石油乃繼續受外國石油公司
控制，直到1979年。

當然，我們大概不能說巴勒維政
權一無是處，因爲它到底是一個非
宗教性的世俗政權，跟當時的埃
及，伊拉克，利比亞與敘利亞一
樣，都是强人掌權，抵制宗教力量
干政。他治下的人民一方面受到高
壓統治，政治迫害，另一方面也受
到西式教育，并且，由於石油資
源，經濟也發展的不錯。可是，伊
斯蘭教是一個非常霸道的宗教，巴
勒維的高壓統治，親美和世俗化的
政策，包括容許婦女受教育和就
業，引起伊斯蘭教徒們的高度不
滿，所以在一場主要是學生領導的
政變中，巴拉維被趕下臺，迎接回
來遠居巴黎的宗教領袖。這樣，伊
朗建立了一個現代的政教合一政
府。

或許大家還記得，在1979年的革
命運動中，一項行動就是極端份子
包圍美國大使館，困住了79名工作
人員。後來，這批人質雖然被釋
放，但是美國就開始對伊朗實施制
裁。不但如此，當1980年伊拉克侵
略伊朗時，美國居然站在伊拉克一
邊，向它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這
場戰爭打了八年，搞得伊朗疲憊不
堪。諷刺的是，伊拉克獨裁者薩達
姆可能以爲，既然美國支持他打伊
朗，那麽，如果他打科威特，美國
大概也不會在意吧。無論如何，他
1990年對科威特發動侵略，結果老
布什通過安理會，集結了十八國軍
隊，懲罰伊拉克。這一仗打的極爲

漂亮，可是，小布什顯然覺得自己
老爸打的不夠過癮，所以，2003
年，他利用一個虛假的藉口（大規
模毀滅性武器），狠狠地把薩達姆
政權推翻了。那應該算是中東亂局
的開始吧。這是我們一定要記住
的：把中東搞得那麽凄慘，造成數
十萬死亡和千萬以上難民四處流離
的禍首是美國。911 的悲劇死了近
3000人，而19名肇事者中，15人是
沙特阿拉伯公民，而美國沒有對沙
特采取任何報復行動，卻去攻打阿
富汗和伊拉克。

言歸正傳。對伊朗的制裁一直到
2015年才結束。那是因爲奧巴馬爲
了不讓伊朗發展核武器，也爲了不
讓以色列用武力解決伊朗核武器的
發展，所以經過談判，跟安理會的
另外四個常任理事國加德國（即
6+1）共同跟伊朗簽訂了《伊核協
議》。

特朗普上臺一年後撕毀了《伊核
協議》，恢復對伊朗制裁。此外，
他宣佈，從11月4日起，美國禁止
所有國家購買伊朗石油，任何國家
的企業，包括銀行，衹要跟伊朗石
油有關的企業，繼續跟伊朗石油有
經濟關係，都將受到制裁。他的國
務卿幾次發言稱，伊朗需要一個對
美國友好的政府。換句話説，特朗
普的政策是要逼垮現在的伊朗政
府。這應該算是六十五年來美國第
二次計劃顛覆伊朗！

《伊核協議》是安理會通過的，
是美國作爲跟伊朗談判的主要一
方，在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同意之
後，簽訂的。撕毀這項協議，特朗
普違反了安理會的決議，也就是違
反了國際上最具有合法權威的機構
的決議。我們都知道，聯合國體制
是羅斯福總統推動建立的，美國之
所以能夠理直氣壯地在幾十個國家
建立好幾百個軍事基地，在這些國
家駐扎軍隊，讓它的航母戰鬥群在
幾個大洋中不斷地巡航，也就是説
美國的霸權，其合法性來自它自己
制定的規矩，因爲它賦予自己維持
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世界警
察）。也就是説，特朗普撕毀的不
衹是《伊核協議》，他毀棄了美國
稱霸的合法性。（當然，許多人認
爲美國的霸權根本不具有合法性。
那麽，至少遵守安理會決議是它的
霸權的遮羞布。現在，這片布也沒

了）
國際上最强大的國家不再遵守國

際行爲準則了！它現在是憑藉它的
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爲所欲爲了！
這是極端嚴重的問題。請問，大家
是否保持沉默？讓它爲所欲爲？還
是集體對抗？我們被迫要考慮，特
朗普是不是二十一世紀的希特勒？
雖然他可能調動不了軍隊去發動侵
略（據新書Fear《恐懼》揭露，他
曾下令暗殺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和突
襲朝鮮，被軍頭們阻止），可是他
正在利用美國强大的經濟力量威脅
所有國家。幾個國家已經被他壓得
透不過氣來，這包括俄國，委内瑞
拉，土耳其和伊朗。好幾個中等體
量的國家已經向他磕頭求饒了，這
包括韓國，墨西哥和加拿大。歐
盟，日本，特別是中國，也都受到
强烈的擠壓。如果它們不能聯合起
來，堅決抗拒，都被特朗普個個擊
破，那麽，我們就回到了二戰之前
的局面，也就是各自爲政，弱肉强
食的時代。這很可能是特朗普的孤
立主義的深刻含義。在今天的核武
器時代，其危險性真的是難以想
象。

我們現在深深體會到，特朗普要
"美國再偉大"，不是一句空話。他
的確在實現他的承諾。可是，代價
是，他爲此毀掉了美國自己建立的
國際秩序，很可能爲全世界帶來巨
大災難。

歐盟很可能體會到事態的嚴重
性，德英法三個大國自七月起就在
討論如何應對特朗普的禁運。九月
間，在聯合國大會開年會期間，它
們獲致協議，三國代表和歐盟外交
部長Mogherini跟伊朗外交部長一同
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歐盟將建立
一個 "特別付款機制 "，不通過美
元，使歐洲的企業能夠跟伊朗進行
貿易而不受到美國制裁。對此，
10月6日《紐約時報》專文分析，
認爲這個安排未必能夠成功。它需
要看歐盟有多大的決心來推動它，
也要看美國阻止它的力度多大，以
及中俄是否也與之合作。

這是不是說，歐盟已經認識到特
朗普的非法行徑的深層含義，知道
特朗普很可能是二十一世紀的希特
勒，他們不能再姑息了呢？到底歐
盟有多大的決心跟美國撕破臉？到
底它肯不肯跟中國和俄國合作，共
同抵制特朗普？這都很難說。11月
4日轉眼就到了。我們要密切觀
察，看歐盟是否有決心在跟伊朗購
買石油產品的問題上跟美國正式切
割。如果有決心，那麽我們看到的
不僅是歐盟與美國的分道揚鑣，也
預示將來北約可能破裂。如果沒有
決心，那麽，剩下的就是中俄與美
國的對抗了。所以説，特朗普封鎖
伊朗石油出口，重演當年英國的霸
道行徑，以及國際上的反應，將成
爲國際關係的重要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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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關係，事務的詭異矛盾之處就
在這裏。 韓朝的民族統一願望可以
為韓國的獨立行事提供動力。 朝韓
如果真心統一，可以大有作為，南
北韓越團結和解、美國越無力無理
橫加干預。 這一天，我相信，最後
必然會降臨。 

日本是一個大難題。 它忌憚中國
已經崛起的現實，現在又擔心朝韓
的崛起；它不喜歡受美國的擺弄，
但又像個小媳婦一樣，逆來順受。 
安倍這位日本戰後任期最長的總
理，心理非常不穩定，正反映了這
個現象，他近年來老跟著習近平的
腳步上躥下跳，搞「俯瞰地球儀」 

外交， 搞印太戰略，想與一帶一路 
「並軌」  。  他以  CPTPP 取代
TPP，自 己 當 老大，可是仍然繼
續討好美國。 可惜特朗普至今不肯
豁免日本進口汽車的25%的關稅。 
特朗普要逼迫日本開放農產品市
場，可是農民是安培的鐵票，開放
農產品進口，等於安倍政治自殺，
他怎麽肯呢？ 所以，他既要修憲，
使日本軍隊正常化，又想跟中國改
善關係。關鍵問題是，到底有沒有
可能，有一天日本對美國說不？ 

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上，朝韓已
經垮出一大步，如何向前走，問題

在日本，它是要脫亞入美，作為美
霸的打手 / 行動隊長，還是要和中
國友好，成為東亞自貿區的要角、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員？  
據 IMF 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的研究
估算，到2030年，中國的GDP 將超
過美國、印度將超過德日成為老
三。 到了哪個時候，如果朝韓已
經和解，那麽，相信接替安倍的政
治領袖將別無選擇，加入「帶路共
榮圈」。 

所以，如果問：東北亞是否可能
加入帶路共榮圈？ 答案是：道路
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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