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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讀者迴響
盛嘉麟 :
抱歉，對這篇文字我有話要
說：
「任何人在美國生下的孩子都
是美國公民」的立法,恐怕只有那
些沒有大腦的豬仔才會舉手贊
成。
決定國籍有屬人主義及屬地主
義兩大主流。
採用屬人主義是比較王道溫和
的國家像中國，父母是中國國籍
嬰兒才視為中國國籍，外來人民
在中國出生的嬰兒，中國不強迫
嬰兒屬於中國國籍。
採用屬地主義是比較帝國霸道
的國家像美國，外來人民在美國
出生的嬰兒，不管願不願意，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王土上出生的牛馬豬羊狗
貓雞鴨皆屬帝國所有，衍生到王
土上出生的嬰兒都一律歸屬帝國
子民，視為將來勞動生產當兵納
糧供奉帝國的當然勞力。 屬地主
義的國籍立法絕非來自沒有大腦
的豬仔議員。
後來世界發生的人口過剩，經
濟 發 展 先 進 落 後....造 成 移 民 湧 向
美國，利用屬地主義來美生子，
這樣奇特現象是美國國籍法始料
未及的，所以美國有移民局嚴格
把關，但是我們不能譏笑豬仔議
員。
瓜分美國的教育資源,長大成年
又回頭申請其父母及其祖父母來
美國享受美國的社會福利及健康
保險資源，具有美國國籍的人都
擔負著沉重的法律義務及責任，
不能只看到瓜分美國的教育資源
生活資源，在美國生存下來，衣
食住行育樂的支出都是我們自己
賺來的，我們賺來的錢都是透過
工作貢獻而來，賺來的錢還得預
先納稅，供奉帝國。
申請其父母及其祖父母來美國
如果自己家族沒有財力是活不下
來的，我看到許多父母變賣家
財，帶著退休老本前來美國才的
安居，我還沒看過誰有本事申請
其父母及其祖父母光著身子來美
國，然後瓜分美國的社會福利及
健康保險資源生存下來的。
總體說來，所謂美國的社會福
利及健康保險資源，能瓜分到的
利益有限，不足以支持生存，中
國移民無論是母國帶著錢來或是
在美國胼手胝足打拼賺錢，帝國
都佔了中國移民的便宜。
於投機取巧的移民方式卻深惡
痛絕，翻開人類歷史，人類的遊
動移殖現象屬於常態，人類自然
而不斷的從人口密集的地方向人
口稀疏的地方移動，從資源貧乏
的地方向資源豐富的地方移動，
從氣候嚴酷的地方向氣候溫和的
地方移動，從戰亂動盪的地方向
和平安定的地方移動 ..........這是人
類恒古以來的天性，生存發展的
規律，一直到最近一兩百年產生
了現代化的國家觀念，才有了國
家疆界及護照文件的觀念，人類
自然的求生移動被人為的分割成
了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兩種。
我們應該服從法律，走合法移
民的道路，但是對於缺乏知識，
無法配合法律上繁文縟節的非法
移民，可以不支持，可以反對，
卻不必深惡痛絕，因為合法移民
非法移民都是人類的移民天性，
不是泯滅人性。 譬如說人類從來
不是一夫一妻的生物，近代法律
卻定出違反人類天性的一夫一妻
制，我們可以支持，可以贊同，
但是違反一夫一妻制的人，不是
泯滅人性，不需要亂石砸死。
當然這篇是戲謔消氣的文字，

我的有話要說也算是助興好了。
Julian Liu
其實真正有錢有閒能來美生孩
子的中國人,畢竟是少數, 在美國製
造幾個黑髮黑眼的中國娃娃, 尚不
足撼動美國這棵大樹。況且來美
國生孩子或移民的中國人, 都是來
送錢的, 而不是跟美國人競爭謀取
工作的。美國的房地屋業是美國
經濟大支柱之一, 中國人來美國人
置產, 直接、間接促進了美國的繁
榮, 所以美國應該感謝這些中國人
才對。
至於對美國豬仔議員的評論, 我
完全同意。美式民主制度造就了
這些豬仔議員和官員。阿貓、阿
狗, 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 都可以競
選民意代表, 有錢人更在選舉上佔
盡優勢, 所以美國議員、官員的質
量不問可知。再加上其制度擺脫
不了兩黨相爭, 成事不足、敗事有
餘, 長期政策搖擺不定, 政府效率低
下。 難怪美國已開始走下坡路。
也難怪美國人對政府的滿意度是
長期的低落。這都是受制度之
累。西方式民主是普世價值, 能相
信麼? 試之或強加之於阿拉伯之春
的國家, 只招來了轍底的失敗。
反觀中國, 它的集体領導制, 十
年一換的國家領導人制度, 政策制
訂的民主協議制度, 以及省級及中
央的領導人考核提拔制度。公務
員都是從基層幹起, 經過一步一步
考核提拔向上升遷。這些公務人
員 久經歷練成為領導人之後, 個個
都是幹員 (當然也免不了有些貪腐
官員), 各種疑難雜症的問題都能適
當解決。所以政府辦事、發展經
濟、建立國防力量, 和改善人民生
活, 都有非常的高效率, 中國的制度
絕非十全十美, 但與西方民生制度,
各有千秋, 甚或勝之。此之所以中
國整体實力蒸蒸日上, 而美國逐漸
沒落之故。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政
府有 80% -90%的人民支持率,而美
國政府只有 50% 左右的支持率。
尚毅 :
"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所言甚是,
來美生子, 即可享有美國公民的權
益, 實有待商榷。
美國是世界各民族的大熔爐, 也
正是美國強盛的原因, 吸收了大量
的知識份子, 節省了多少的教育資
源為他所用, 引進了大量的廉價勞
工, 願為他效勞, 他們若是合法移民
也未可厚非, 但是也有很多的啃美
族, 沒有貢獻就開始享受各項福利,
如今美國國力己明顯削弱,今天文
攻武嚇尚可硬撐少許時間, 同時也
在各地興風作浪, 也好讓美國的軍
火製造商, 向外國出售軍火, 為國家
提供一些就業機會, 為自己掏大把
銀子, 但是, 目前美國更重要的是極
需加速檢討移民政策, 否則國力勢
必迅速被掏空了。再想當世界警
察, 也已力不從心, 並且也沒人理會
了。
尼爾森:
說得好! 我不久前在機上也看
到此情，錯在美政客，妙在華人
會投機。前景難測。這週我在北
加州及 Oregon, 美國的地真大而且
天然資源真豐富，也許真的可以
移三億華人來美。中美可平衡一
下。
關宇 :
本文真正化痰消氣，看完實在
禁不住莞爾。我現在正在北京"吃
燒餅油條"，看了下文舒服多了！
謝謝！

中國長久宣稱南海主權有依據，鄰國斗膽侵佔它的海疆與島嶼。
美日諸國早就設立航空識別區，中國今才跟進還怕別人之非議。
中國沒派軍機圍繞日本取情報，別人近海偵察如在自家後院裡。
自家內政應該不被外人來干渉，它卻容忍外國支持省份在叛離。
美國艦隊遍佈全球海洋控通道，中國卻被圍堵島鏈之內二百浬。
中國沒有一兵一卒駐軍在海外，全球各地都有美國軍事的基地。
血汗工廠犧牲環境只為求生存，世界經濟生活水準共同蒙其利。
公平貿易不以砲艦建立殖民地，中國崛起威脅別國到底在那裡。
美應放心中國無心無力當霸主，華人永無野心奪取別人的土地。
中美兩國關係不是零合之遊戲，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才是正道理。

~濱楠~

中國稱得上是世界強權嗎?

看到香港的佔中運動，每個人
都會有所聯想：是跟六四性質相
近的反貪＋民主運動？是外力策
動的反中反共運動？是泛民主黨
派親美親英的老頭子老太太慫恿
發動的奪權運動？或者，有人會
聯想到：為什麼在連續不斷的阿
拉伯之春搞亂了中東之後，又發
生了台灣的反服貿運動，接下來
又發生了烏克蘭基輔市獨立廣場
運動，然後是香港的雨傘運動，
它們之間到底有沒有關聯性？如
果有的話，什麼是它們之間的關
聯性呢？
當然，連續發生的事件之間並
不必然具有因果關係，它們之間
也未必含有東施效顰的模仿關
係。比如說，美國密蘇里州的弗
格森市也正在閙示威抗議行動，
它就跟所有其他的示威事件無
關。它是美國特有的、經常發生
的警察槍殺黑人所引起的事件。
一名身材高大的白人警察向一名
高舉雙手的18歲黑小孩連續射擊
了6顆子彈，大有老子不打死你不
算英雄的神武氣概。這，老實
說，比起一名突尼斯擺地攤的失
業男性大學生被一位女警察呵斥
了幾句後含羞自焚，似乎更具備
作為示威的理由。
應該說，阿拉伯之春的起因極
其荒謬，而它的餘波所及，居然
連鎖引發了埃及、利比亞和敘利
亞的動亂和革命，是難以想象的
意外事件。背後有沒有黑手？是
不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運動？因
為，說是民主運動似乎太牽強。
埃及死了一批人，經濟嚴重衰
退，換來的仍然是軍人專政；利
比亞和敘利亞則都陷入內亂。利
比亞，當然，情況更複雜，可以
說是從灰燼中出乎意料地升起了
一個伊斯蘭國。如果它能抵擋住
美國的四十國聯軍而生存下去，
那麽可以想象，以後寫阿拉伯伊
斯蘭宗教史的人將會如何歌頌這
個輝煌偉大的成就。總之，我們
看到的頂多是非常表面的和薄弱
的民主訴求。如果說這一連串運
動 是 代 表"春 天"， 它 們 為 什 麼 那
麽 像 寒 冬 呢 ？ 如 果 這 就 是"不 自

～彭文逸～
由，毋寧死"的民主運動的後果，
那麽，許多活著的伊拉克人大概
會懷念薩達姆，利比亞人會懷念
卡達菲了。在敘利亞週邊各國的
難民營裡，數以百萬計的苟活着
的老百姓大概正在懷念阿薩德的
獨裁統治呢。
一位面容姣好的加拿大籍女記
者 /作 家 ， 名 叫 Naomi Klein， 於
2007年出版了一本暢銷書，贏得
多 方 面 的 讚 譽 ， 書 名 The Shock
Doctrine （ 《 震 懾 教 旨 》 ） 。 在
這本厚達700頁的書裡，她訪問了
無數的當事人，上窮碧落下黃泉
地搜集了政府不願意公佈但是依
法必需公佈的資料，加上對米爾
頓·弗里曼（Milton Friedman, 諾貝
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派的
理論大師和震懾教旨的祖師爺。
他和他的學生張五常曾經到中
國，向趙紫陽宣揚他的理論。趙
以不適合中國國情為由，予以拒
絕。）所率領的芝加哥學派進行
了深入解讀。在此我無法介紹它
的萬一，所以希望讀者有空拿來
翻一翻，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會
發現，這一切混亂的背後很可能
有理論基礎，並且也有龐大的實
際利益。
老子說，"聖人不仁，以百姓為
芻狗。"弗里曼被美國保守派尊為
聖人，他的自由經濟理論被李根
和徹切爾奉為經典，可是在70和
80年代的拉丁美洲，它卻造成了
一連串的恐怖罪行，在90年代的
亞洲，它導致金融風暴。在俄
國 ， 它 的"振 蕩 療 法"帶 來 了 十 年
衰退和破產，也造就了許多變賣
公共財產而暴富的億萬富翁。在
此無法細述她的個別案例，但是
最重要的是，她以實例說明，弗
里曼的自由經濟理論，配合中情
局在各國暗中鼓動的群眾運動，
和美國跨國公司趁新興國家經濟
受到動亂打擊而衰退之際大舉收
購，三方面的合作形成了一種她
所說的"公司主義"（corporatism）,
也就是右派所說的新自由主義，

或者華盛頓共識。按照弗里曼的理
論，為了不讓政府有機會抵制自由
經濟的發展，開始的時候必需採取
"震懾"行動，而震懾行動時常需要
支持右派奪權。奪權以後，右派獨
裁者必需在6個月之內，趁阻力還
沒有形成力量的時候，打碎福利制
度、大量裁減政府開支、實行企業
私有化、開放外國投資，讓跨國企
業收購私有化的本國企業。這就是
"震懾教旨"的全盤流程。
我們不知道中情局和美國的跨國
公司是否是中東所有動亂的黑手，
也不確知中情局是否支持或直接參
與了所有的群眾運動，我們只能從
已知事件推論。Klein 在書中詳細
記述了伊拉克被美軍全面掌控之後
的情況。小布什任命了一名對伊拉
克 及 中 東 事 故 一 竅 不 通 的 Paul
Bremmer 負責總管伊拉克，而他去
了之後立刻解散了伊拉克的軍隊和
行政組織，立刻廢止政府的配給制
（薩達姆在伊拉克實行非常廣泛的
配給制，人民生活有基本保障），
並且立刻引進美國企業賤價收購伊
拉克的國有企業。一直到今天，
Bremmer 說不出他這麼做的正當理
由，因為，伊拉克現在一團糟，推
行民主的幌子已經宣告徹底破產。
可以猜測，他的真正目的是要把伊
拉克的石油資源納入美國石油公司
的私囊，而這是說不出口的。
到底佔中有沒有中情局的黑手？
這很難說。但是，中情局何必直接
參與呢？過去60多年，中情局全面
滲透了香港的媒體，資助出版無數
本反共言論的書刊，加上香港上流
社會原先已有的自由主義意識形
態，等到事件實際發生時，它何必
自己動手呢？有人在網上説，佔中
背後一定有美國。為什麼呢？因為
目的是搞亂香港，使其不能成為人
民幣國際化的金融中心。
不妨這麼說：美國跟中國的文鬥
已經全面展開。為了保護中國的經
濟成果和它的繼續發展，中國必需
在金融領域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可是，如果美元的地位開始動搖，
那麽美國的霸權地位也就隨之煙消
雲散。看來這是一場誰都輸不起的
鬥爭。

Common Interest, Objective and Understanding (IOU) Policies Make the U.S. and China Win-Win
Media covers observations, analyses, even theories
and recommendations about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ir foreign policies. US mainstream media devote volumes
to China issues seemingly tilted to a hostile attitude at the
moment; whereas the organic media especially blogs,
comments and emails offer a wide spectrum of opinions in
billions of bytes on US-China issues: friendship, conflicts,
history, ideology, trade and vision, positioned from extreme
right to extreme left. China shows rather restrained
expressions through her mainstream/official media generally
defending her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preting that of the U.S.;
whereas her organic media exhibit trillion of bits via Weibo
(Twitter like) and blogs venting the citizens' confusion,
complaints, frustration and patriotism. Occasionally some
"deep-thought" articles would circulate to make salient points
about the US-China relation.
Obviously, the two great nations, the U.S. and China
can never isolate their relationship into a pure bilateral one.
Whatever they say and do have implications to other nations in
the world. Conversely, whatever major event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will complicate their relationship. Hence, we see
daily headlines tying current events to the U.S. and China;
ranging from politics, economics, military conflicts, health,
energy, space, etc., even earthquakes and storms. So long as
the world is complicate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cannot be
simple despite of wishing otherwise.
Dealing with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are the key, as marriage counselors or
business arbitrators will tell their clients.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are no different. Chinese idiom, 知彼知己，百戰不
殆, originated from Sun Zi Bin Fa (The Art of War by Sun Zi)
means that if you understand your opponent and yourself
thoroughly, you will never fail in dealing with your opponent;
a logical statement widely accepted by military strategists as
gospel and by all walks of life as well. When two nations
practice this doctrine, logically, both should not fail, hence, a
compromise or a win-win solution must occur. Thus, the
author wishes to propose an 'IOU' policy, based on this logic,
for developing and manag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OU, a catchy acronym in American English means
"I Owe You", typically a note stating money, objects or
interest owed to someone. The IOU issuer pledges to pay the
IOU holder, who in turn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to expect to
receive. Here, as a US-China policy, IOU stands for "Interests,
Objectives and Understanding". Under this policy, each
country should declare honestly its national interests, describe
clearly its objectives on issues and understand earnestly each
other's claims. We believe, the U.S. and China will be able to
manage their relationship in harmony and create win-win
situations. In the paragraphs to follow I will illustrate how
IOU may work using a few specific issues currently blasting
on the media's TV screens, such as, ISIS in the Middle Ease,
Ebola spreading from Africa, Global Warming affecting the
world, tension in arm race, trade relation and space research.
Taking one issue at a time, we state the interests and objectives
each nation has, then through comparison and understanding,
we arrive at a common interest and objective, on which a
policy surfaces.
ISIS is the result of a complicated ideological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s existed for decades
and won't go away by brutal wars. The element of Muslim
fostering terrorism is a common threat to the world. Both the
U.S. and China have a common interest in the oil energy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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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common objective to have the oil flowing freely to the
markets of the two nations. Therefore, the U.S. and China have
a common objective to reduce the turmoil in the Middle East.
Both nations are vulnerable to Muslin terrorists in their own
homeland. Understanding that,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have a
common and sharable policy regarding the Middle East and
ISIS. It makes no sense for the U.S. to agitate any unrest among
Muslim minority in China or for China to refuse cooperation
with the U.S. to thwart the threat of Muslim extremists.
The forth coming APEC meeting in Beijing would be an
excellent venue for Obama and Xi to develop an 'IOU' policy
regarding this hot-potato issue.
Ebola spread is a serious world problem, an issue both
the U.S. and China can reach a common interest and common
objective. The two great nations probably have the greatest
number of international flights in the world and they both hold a
keen interest in Africa from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rade and
humanitarian viewpoints. The US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business people living
in Africa together would be a powerful resource to deal with
Ebola. Understanding that, Xi and Obama can easily develop an
'IOU' policy on the Ebola Issue to stop its spread and claim a
deserved credit.
Global Warming is a scientifically characterized
problem. The U.S. and China are two largest CO2 emitters.
Each nation has its own internal constraint to commit to
reduction effort as driven by the Kyoto protocol. On this issue,
again, the U.S. and China do share a common interest - to
reduce global warming, and a common objective - apply
technologies and internal policies to reduce pollutants.
Understanding this, it would make great sense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develop an 'IOU' policy regarding pollutant emission
and Global Warming, They should share or trade clean energy
technology and resources, for example, US clean gas and
China's solar energy products. Doing so, they could set a
positive role model leading the entire world on this issue.
Recently, Obama met Zhang Gao Li, Vice premier from China
at the UN Climate Summit. I hope an ' IOU' policy on this issue
can be quickly established.
Similarly, on issues of reduction of arm race,
collabo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d South
America, and even sharing of R&D expenses in Space
exploration, I believe, the U.S. and China can find a common
interest and a common objective there. As I am limited in
writing space in this column to get into more in-depth
discussion on each of these issues, I shall, based on the logical
thinking outlined above and earlier examples, mak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t all why insecurity
drives each other to more weapon development and arm race. It
is also understandable from Growth of GDP and world economy
point of view why both nations hold a keen interest in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in African and South American
nations. As for space research, an expensive endeavor, it is fairly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great nations wish to push the human
frontier to space, but cooperation in space exploration under a
common interest and a common objective makes the greatest
sense here. Therefore, I believe,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develop an 'IOU' policy regarding these issues quickly.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tand to gain and the world stand to
benefit from these 'IOU' policies.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