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seventeen minute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
7SCVNA7Z8) is available on Youtube featuring an interview of Dr. 
Rhawn Joseph, Director and Producer of Rape of Nanjing. The video 
is entitled, Hirohito & Asia's Stolen Treasures (Why the World 
Forgot the Rape of Nanjing & Japanese Atrocities). As a Chinese 
American born during the WW II, I do not particularly like to watch 
this kind of videos containing horrible images. I would get very upset 
by the cruelty and atrocitie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committed 
during the war. I would rather forget the sad past though I do wish 
Japan would (like Germany) come forward openly and sincerely 
admitting her war crimes, apologizing to the victims and asking for 
forgiveness. I believe that 'to forgive and then forget' would be the 
best medicine to cure the terrible historical wounds inflicted by the 
Japanese war criminals. But this video's subtitle, 'Why' (the World 
Forgot the Rape of Nanjing & Japanese Atrocities), caught my 
attention. I sure want to understand the 'why' and hope to find an 
answer to why Japan has persistently refused to accep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war atrocities and to apology to the world 
(Asians and American WW II veterans) seeking forgiveness.; Doesn't 
this matter to Japan and matter to Japanese conscience? I chose to 
watch the video.
　 The horrible crime images shown in the video were very 
disturbing; I had to make an effort to block them off my mind. 
However, the central message that the U.S. was responsible for being 
lenient to Japan from covering up her war crimes, protecting her 
commander-in-chief Emperor Hirohito, and changing Japan's 
international image with post war PR work, not for the reason we 
were led to believe (feel sorry for Japan because we'd dropped the 
atomic bomb on her) but for a different reason so evil, deceitful, and 
shameful that we Americans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know exactly 
what is the truth. There is no excuse for hiding the truth especially 
for healing the war wounds and upholding the justice and honor for 
the American veterans died for WW II plus their families, 

descendents and millions of American children - to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regarding WW II and the US-Japan relations..
　Dr. Joseph is a neuropsychologist and writer with interest in brains, origin 
of life and cosmology. Although many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re attributed to 
his name, very little biographic data is available in the public media. Based 
on www.thereachapproah.co.uk, Dr. Joseph obtained his PhD from Chicago 
Medical School and completed his training at Yale University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nd Neuropsychology. Dr. Joseph has aroused 
some controversy from his view on the origin of life and his claim of alien 
life existed on Mars blaming NASAfor burying it. Perhaps because of his 
controversial character, the above video available in the organic medium 
never entered the mainstream. However, Dr. Joseph's principal claim is that 
General McArthur was fully aware of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Imperial 
Japan under the command of Emperor Hirohito but made an immoral and 
unethical deal with Japan to protect Hirohito from prosecution in exchange 
for certain secrets from Japan. One of the secrets is the loot of treasures (of 
the order of $100 Billion) taken from many of the Asian countries; some 
were brought back to Japan, some were deliberately sunk in the Tokyo bay 
for lack of time of hiding it and some were hidden in the country they were 
looted from or shipped to. Dr. Joseph's claim could be corroborated with 
other claims, for example, tons of construction wood and coal were hidden in 
the mountains in Taiwan before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surrendered. 
Other secrets charged by the Chinese were the files of biological weapon 
experiments performed on Chinese civilians and soldiers including American 
prisoners of war.
　 Secret deals in current foreign affairs are often protected from public 
knowledge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a reasonable excuse. However, 
when time passes, those secrets should be revealed to the public especially 
when justice is at stake. Americans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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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司法部長收毒梟的黑錢

九月間，就在我到菲律賓的時
候，三家大報都在報導一則新
聞，那就是前司法部長de Lima 

被現任司法部長Aguirre指控，說

她每月從監獄中的毒梟處得到5百

萬披索的賄賂。在各大報的第一
頁赫然看到數名毒販子在衆議院
的聽證會上作證的照片。本來已
經選爲參議員并且擔任司法委員
會主席的de Lima 乃被她的同僚

剝奪了主席職位。
De Lima 是前總統阿基諾的打

手，她曾主持對更早一任總統阿
若育貪污案的指控，判刑和下
獄，并且不准她保外就醫。她也
把不跟阿基諾合作的最高法院院
長拉下臺。杜上任後她也是最猛
烈攻擊杜違反人權的人。可以想
見，杜對她是如何痛恨，必置之
死地不可，所以抓到她受賄案的
證據之後開始猛攻，并且掌握到
她跟她司機做愛的視頻(司機據稱
也是贓款的經手人，而視頻則來
自他的手機)。杜面對許多記者
說，他看了de Lima做愛視頻之後
連飯都喫不下去。杜任命的司法
部長要把該視頻弄到眾議院裏播
放，搞得滿城風雨，被女權運動
者嚴厲批判，不過杜確確實實地

把這位權重一時的女强人鬥臭
了，但是鬥倒參議員可能還要費
點功夫。（菲律賓參議院裏有兩
位發動政變失敗而居然選上的參
議員和一位政變成功但是也是大
貪的參議員。）

自從杜特爾特五月上任以來，
已經有接近四千人被殺（每天都
有所增加），其中約三分之一據
説是警察依法按名單殺死的，另
外兩千多人則死得有點不明不
白，其中一部分是法外私刑，有
些是當權人士怕被告發而把毒販
子殺了滅口，但也有跟販毒吸毒
無關的受害者，可能是誤殺，也
可能是報私仇。有700，000人因

爲懼怕被殺而向政府自首，導致
監獄中人滿爲患。但杜特爾特
說，至少還有三百萬吸毒者沒有
自首。杜以他素來胡言亂語的習
慣說，他要像希特勒那樣屠殺這
三百萬人，這又迎來國際上的普
遍譴責（他隨後道歉）。

毒品之所以汎濫，許多人指
出，主要是因爲上一任總統阿基
諾非常懶惰，一大批地方軍警和
政府官員乃包庇毒販子，從中獲
取巨利。De Lima是阿基諾的死

黨，身爲在全國執法的司法部
長，居然因跟毒梟們勾結而被調
查，可爲毒品汎濫現象作最好的
注脚。

杜特爾特是以其在市長任内鐵
腕清除毒品和毒販子的名聲而被
選民推上總統寶座的，擔任總統
後他把鐵腕手段推向全國，因此
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其受到指
控的法外手段乃受到美國，歐盟
和聯合國人權組織的批評。杜指

出，毒品汎濫是菲律賓生死存亡的
問題，所以對這些批評特別憤怒，
報導說，爲此曾痛駡奧巴馬爲狗娘
養的（其實，“狗娘樣的”是他的
口頭禪，并不針對某人），導致奧
巴馬取消在東盟首腦會議上跟他舉
行單獨會談。但是，在一次有奧巴
馬在座的場合，他仍然沒有放棄譴
責美國的機會。他説，美國警察射
殺手無寸鐵的黑人，違反人權，根
本沒有資格批評別國。他特別拿出
一張美國兵脚踩在一堆菲律賓人尸
體上的老照片，指責美國在殖民統
治菲律賓期間殺戮了數十萬菲律賓
人的罪行。用當前國内的術語說，
這應該稱之爲杜特爾特噼噼啪啪，
打美國臉。

把美國趕出菲律賓

在國際場合這樣對待世界超强是
前所未有的。無論如何，菲律賓曾
經亦步亦趨，是跟著美國跑的哈巴
狗。1951跟美國簽訂了聯防條約，

六十多年來受到美國核子傘的保
護，而就在南海多事之秋，居然要
跟美國鬧翻，似乎非常不智。可
是，杜特爾特硬是作了幾乎是180度

的轉變，即使在聯防條約的約束
下，他仍然威脅要美國軍隊撤離菲
律賓，并且在訪問越南時説，10月

以後將停止跟美國進行聯合軍事演
習和巡航（外交部長隨後立刻作出
跟杜特爾特原意不同的解釋，說衹
是指今年，但立刻又被杜否定，說
是在他整個六年的任期内，這足以
説明政府内部的爭議相當嚴重）。

對於菲律賓要脫離美國的懷抱，
美國無疑是非常緊張的。國防部長
卡特回應說，“美菲的聯盟關係是
鐵鑄的。”助理國務卿羅素則說，
“我認爲，像菲律賓這樣的民主國
家，低估一般群衆對美國的好感是
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就是人民的力
量。”衹要稍作回顧，我們就能憶
起，“人民的力量”是1986年推翻

馬可仕政權時的口號。顯而易見，
這兩位是在威脅杜特爾特。諷刺的
是，當年菲律賓人民發動群衆運動
的時候，美國是獨裁者馬可仕的堅
定支持者，直到他的官邸已經被人
民包圍才匆忙地用軍機把他接走。
現在居然拿人民力量來威脅高票當
選總統的杜特爾特，臉皮似乎稍微
厚了點（杜執政百日後的民調顯
示，儘管他粗話像連珠炮似地亂
射，人民對他的支持率仍然高達
76%，對他的鐵腕掃毒，支持率更高

達84%。不知哪位羅素先生怎麽會覺

得菲律賓人愛美國的程度會高於他
們對杜的支持）。

倒杜的兩條路

杜是硬漢性格，是吃軟不喫硬
的，這樣的威脅幾乎必然產生負面
效應。果然，10月2日，杜又跟美國

公開叫陣了。他説，“美國人，我
不喜歡…他們公開批評我。因此我

説：操你，幹你…你們是蠢蛋。”

他說他要撤銷2014年跟美國簽訂的

《升級 的防禦合作協定》（該協
定給予美國使用5個菲律賓軍事基

地的權利,是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

措施之一）。該協定於今年1月獲

得最高法院批准生效。他説他要重
新審查該協議。他說那衹是一項行
政協議，而當時的總統阿基諾沒有
簽字，僅由前國防部長簽了字。他
說，如果美國“不能提出容許進行
實戰演習的簽字”，他將要求美國
從整個菲律賓退出。（該協議爲期
十年，但是可以由其中一方取消，
而杜以總統身份可以不經參議院通
過而取消它。在單方面就取消的決
定正式發出通知後，協議於該日的
一年後失效。）

因此，我們注意到，擺在我們面
前的可不是簡簡單單的，一位具有
獨裁性格的小人物對他的主子發發
脾氣而已。杜特爾特想要發動的是
一次反美的大鬥爭，是地緣政治上
的大地震。試想，如果菲律賓不再
需要美國撐腰來解決它跟中國在南
海問題上的衝突，反而肯以東盟與
中國建立的協商架構來解決南海問
題，那麽，美國還有什麽理由拿著
自由通航的藉口來南海攪局？如果
連菲律賓都不肯跟它聯合巡航，它
還有什麽理由把日本和澳洲拉到南
海來共同巡航？面對這個相當嚴峻
而尷尬的局面，美國國防部長卡特
回應似乎是：你杜特爾特不要美
國，那可沒有那麽容易！美國仍然
要你，看你往那裏跑。

更重要的是，杜的反美親中幾乎
無可避免地破壞了美國圍堵中國的
第一島鏈。失去了菲律賓，美國無
論再如何加强跟日本和韓國的聯盟
也阻擋不住中國向太平洋發展了。
中國海軍一旦可以順利進入太平
洋，那麽整個第一島鏈駐扎的美軍
就腹背受敵，等於瓦解。所以菲律
賓轉向的意義非同小可。因此，可
以想見，美國絕對不會輕易讓杜成
功。

我們必須認識到，菲律賓境内潛
在著極其强大而深厚的親美勢力，
很可能不是一位路走偏鋒的總統可
以輕易撼動的。他得罪的不衹是美
國，也包括菲律賓國内龐大的財經
利益集團和接受美國意識形態的知
識精英。這種勢力不是一天造成
的，所以也不是一個從精英圈子之
外闖進來的總統能夠輕易動搖的。
報紙上的許多批評杜的評論説明了
這一點。據土生土長的菲律賓親戚
說，很多人認爲（都是住在馬尼拉
的精英份子，就跟美國一樣，跟廣
大群衆脫節）他很可能在兩，三年
之内被這些勢力所發動的群衆運動
罷免掉，尤其如果目前的强勁經濟
增長突然出現逆轉的話。在9月的

頭兩周，有7億美元熱錢從菲律賓

撤走，導致披索貶值到7年來的新

低。報紙上說，這是因爲杜特爾特
的激烈言論和掃毒行爲所造成的。
對這個説法我倒很懷疑，在世界經
濟疲軟的今天， 誰不願意投資到

◎水秉和

對中國而言，杜特爾特是天賜良機

一個連續多年以6-7%的速度增長

的經濟體？這背後很可能有政治
因素，因爲美國受辱之後，絕對
要教訓杜特爾特，其最容易的手
段就是製造經濟壓力。

也有人認爲，他很可能做不滿
六年就會被謀殺。這是因爲他得
罪的人非常多，不但得罪了美
國，并且得罪了一些有權有勢的 
政治世家和軍警頭目。

對這兩種可能，杜特爾特當然
不會不知道。9月30號晚間，他在

老家納卯市的一次跟地方警務人
員的聚會中說，“如果我被謀
殺，或者被趕下臺，那就是我命
該如此。”他還開玩笑說，“如
果我自殺，那我就是第一個自殺
的總統。”他還特別提到中情
局。他說， 他絕不依戀權力，他
願意爲國家犧牲生命。話雖如
此，杜并不傻，在他上任僅僅三
個月的時間裏，他訪問了全國各
地的19個軍事基地和3個警區，比

他的所有前任都多。所以，要搞
軍人政變恐怕并不如美國一些新
保守主義者所想得那麽容易。

不但如此，本來，在他發表了
冒大不韙的言論之後，外交部長
和國防部長立刻會出來替他解
釋，而其實是扭曲他發言的原
意，可是他們現在都已經改口
了。國防部長現在說，菲律賓可
以沒有美國的軍援而照樣運作，
菲律賓可以向俄國和中國購買武
器。外交部長也説，菲律賓應當
在外交上走獨立的道路，不再依
賴任何國家，美國對菲的支持有
限，尤其在南海問題上。這裏顯
示的是强人政治：杜以他個人的
强硬性格硬是把老式政治人物從
固有成見中扭轉過來，強要他們
放棄幾十年來一直統領著菲律賓
外交的親美思想。

我曾經在本論壇指出，杜很反
美。這有其歷史原因。不過，他
也堅信，菲律賓的外交政策必須
獨立，不是替美國對抗中國。菲
律賓報紙上一直稱他爲“社會主

義者”，而這很可能是他口口聲

聲說要跟俄國和中國建立各種經
濟和商業聯盟的根本原因。雖然
他勉强也能算是出身於政治世
家，因爲他的父親曾經是納卯省
的省長，而他自己是由律師而檢
查官，而市長，而總統，女兒是
市長，兒子是副市長，可是跟一
些在地方上能夠政經通喫，甚至
擁有自己的衛隊的那些政治世家
相比，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納
卯市（Davao）是南方大島民答那

峨（Mindanao）上的第一大城，

菲律賓的第三大城，二十多年

來，他衹是在這塊邊緣地帶稱霸，
不受任何人的氣。他認同小市民，
給予他們方便，跟當地華僑的關係
也非常好。

北京的挑戰

如果杜能夠在總統任上幹上六
年，那麽我們很可能看到一個大爲
改觀的亞洲局勢。雖然擺脫美國絕
非易事，可是在中美之間采取一個
比較中立的立場就是很大的成就。
因此，對中國而言，杜特爾特是天
賜良機，必須抓的緊緊的，好好把
握。

報上說，杜將於10月19日至21日

訪中。毫無疑問，這將是中國外交
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衹許成功不
許失敗的大事。關鍵是，北京必須
在黃岩島問題上讓步以換取整個菲
律賓在今後六年間的合作——如果

他能撐個六年的話。通常，總統訪
問之前，雙方已就重要事項取得協
議，這次也不應例外。中方的條件
杜已經公開，那就是菲律賓不再參
加美國主導的聯合巡航和實戰演
習，并且國防部長已通知美方。中
方作出的讓步是什麽，目前我們還
不知道。本文的發表將在杜訪中之
後，結果如何那時當已揭曉。

在黃岩島問題上讓步的目的是要
把面子給足杜特爾特，擡高他的身
份，使他在國内能夠抵擋住反對他
向中國傾斜的親美力量，并且使他
能在東盟十國中發揮領導作用。到
底讓步的細節如何，那就需要雙方
善意地協商了。

擴而大之，如果北京能夠趁此難
得的機會，不但跟菲律賓和解，同
時也跟越南同時達成三方在南海的
合作，那就可以基本上抵制美國企
圖離間中國與東盟關係的戰略。越
南總統不久前才訪問過北京，并且
相談甚歡。面對著TPP瀕臨破產，

越南也很可能降低它對美國的期望
而對中國采取比較溫和的態度。

杜之所以要向中國傾斜，主要當
然是基於經濟考慮。他批評美國的
援助是以武器爲主，而武器多是即
將報廢或過時的武器，根本無助于
菲律賓的國防，而菲律賓迫切需要
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別是鐵
路，公路和電力系統等。這方面中
國可以發揮極爲關鍵的作用。杜特
爾特訪華時將率領一大批財經界的
重頭人物。因此，在經濟合作方
面，北京必然會大開方便之門。即
使西方資金抽離，中國的投資與貸
款必然會源源而來，抵消其可能產
生的負面效果。

如果10月訪華的成果纍纍，那麽

我們最需要擔心的就是杜的健康問
題了。希望他身邊有一批勇武有
力，武藝高强和射擊精準的貼身衛
士。

the billions of gold, diamonds and valuable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looted from everywhere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Emperor? Were they 
divided up secretly? Was part of the treasures given to the unprosecuted 
war criminals in the name of restoring Japan's economy (Dr. Joseph 
claims that is the reason Japan could recover from the war faster than all 
other Asian countries)? Did the U.S. receive part of that treasure and how 
was it spent? These questions matter not in the domain of national 
security but in the domain of justice and ethics. 
　What happened to the secret files of the Japanese biological weapon 
development and bacteria experiments on human? Why i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unit 731responsible for the deadly bio warfare work 
completely immune from prosecution from the war tribunal court? Why 
was the Japanese Emperor, Hirohito, the real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Japanese aggression, completely free from prosecution? What were the 
secret agreements made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for helping Japan to 
recover from WW II? Despite of mountains of evidence showing the 
cruelty and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on Nanjing Massacre 
(and many massacres that followed under the order of the commander to 
– “kill all, loot all and burn all”), sex slavery (Japanese call it the comfort 
women program necessary for military morale), and human biological 
experiments, Japan constantly denies them and the U.S. keeps very quiet 
as a bystander? Why the U.S. as the standard bearer of freedom and 
justice for the world has always been  mute when comes to Japanese war 
crimes? Why weren't there any significant war reparation demands for 
Japan to compensate the damages caused in many Asian countries? 
These are not just curiosity questions;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the 
right to know the truth.
　The U.S. was the occupier of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post WW II, 
but the U.S. (at least General MacArthur) did seem to treat Japan, the 
culprit of WW II in Asia, better than the Philippines and other Asian 
regions. It is reasonable to have alliances with Japan,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against the Soviet communist bloc, but it was not at all 
logical to favor Japan over the other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when 
there was no clear definite enemy target in Asia threatening the U.S. at 
that time. Japan was a strong economy and competed, in many ways 
along with other Asian countries, with the U.S., so with Japan's 
aggressive militant track record towards her neighbors why was the U.S. 
picking Japan as the favored ally in Asia? When the U.S. offered the 
administrative rights of the Liuqiu (Okinawa) Islands and the Diaoyu 
Islands to Japan , it was puzzling to many Asian countries.               
　We, Americans, freedom lover and justice holder, must know the truth 
what actually happened seven decades ago; only the truth can keep the 
U.S. on the side of justice crushing the image of a country with double 
standard. We have the obligation to bring the organic media to the 
mainstream to serve the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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