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英文上台以來，兩岸關係本來就不怎麼樣，新
任行政院長賴清德甫一上任，就愣頭愣腦扔了個炸
藥包，對兩岸形勢又減分了，大陸一些鷹頭豬腦的
人 士 又 祭 出 武 統 的 論 調 。 雖 說 大 陸 一 直 不 肯 拿 掉
「武力統一」的最後選項，但這是一個「不可選、

不能選」的選項。台灣部分政治人物擺出一副「我不怕」的姿勢，也不知是真
的不怕，還是他（她）們都有了「出走美日」的選項安排了。最重要的是：這
與大部分老百性何干？吳章銓先生這篇文章說出了大部分海內外中國人的心
聲。文章較長，將分兩次刊登。王文軍本期旳文章回憶最近世局的一些變化，
充分說明今天世局的不確定性。

世界保釣聯盟成立五週年了，這個包括兩岸四地及美洲三地的「新」保釣組
織，今年在廈門準備了一個大型的活動，希望關心保釣運動的朋友都能來參
加。中共十九大會議受到前所未有的舉世矚目。原因當然是它在全球的份量加
重了。十九大也是中國重新給自己定位的一個重要場合。Mr. Wordman 分析中
國在不同制度下，用不尋常做法，達到一個驚人的成績，是不是該重新思考了
呢！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The rise of China had happened as many people predicted. A famous 
quote attributed to Napoleon Bonaparte (9/15/1769-5/5/1821) said: "China is 
a sleeping giant. Let her sleep, for when she wakes she will move the world." 
Isaac Stone Fish in Foreign Policy (FP 1/19/2016) wrote a review article, 
"Crouching Tiger, Sleeping Giant", about this quote as an overused cliché. In 
1997, The Economists cited the popularity of this quote: "(Napoleon's words) 
launched a thousand articles".  Financial Times journalist James Kynge wrote 
a 2006 best-seller "China Shakes the World". On January 4, 2016,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an a video also titled "Opinion Journal: China Shakes the 
World", giving a negative assessment of China's economy.

According to Fish, The Economist proudly claimed to have "got in 
relatively early" with this cliché by publishing a special feature in 1992 titled 
"When China Wakes" — two years before New York Times journalists 
Nicholas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s best-seller "China Wakes" and 
roughly five years before French diplomat Alain Peyrefitte's best-seller, 
"China Has Woken", (which is a response to a 1966 book, "When China 
Wakes", by prominent French journalist Robert Guilain). Richard Nixon also 
titled one chapter of his 1988 book on China "The Awakened Giant." 
American journalist Harold Isaacs wrote in 1958. "A quick scanning of a 
variety of periodical and book indexes turns up the titles of some sixty 
magazine articles and thirty-odd books, published at various times between 
1890 and 1940, in which China, or the giant, or the dragon, has awakened, is 
waking, or is stirring, rising, changing, or being reborn." So the quote was 
used for nearly two centuries of time non-stopping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absolute proof Napoleon said it.

One interesting point Fish had made in his article was: "A "sleeping 
lion," or "sleeping giant," as another version of the cliché has it, permits a 
certain degree of complacency… allows Americans to cling to the idea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to displace into the future the anxiety about the 
loss of global prestige — the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 U.S. (led) global order 
…and the relative strengthening of (wakening to) a Chinese one." Actually, 
"sleeping lion" and "sleeping dragon" are used by Chinese scholars and 
common folks alike with two purposes, one to motivat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to wake up, to work hard, and to contribute to nation building or 
rejuvenation/reconstruction, and the other to echo with the world's 
complacency towards a rising China. China certainly does not wish to be 
targeted as a roaring lion.

stHowever, as we entered into 21  century, Napoleon's quote seems to have 
become a prophecy coming true. Scholars and political commentator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from 'sleeping' to how did China rise so fast? World 

scholars including Chinese all pondered this question and struggled to find a 
Chinese model as an answer to 'how'! But it is a real challenge to connect from 
Deng Xiao Ping's reform policy - opening China with a slogan: "keep a low 
profile and bide your time" - to today's China being the number two economy in 
the world. Western political analysts and economists just can't get their arms 
around this 'China model'. Ironically, neither can any Chinese scholar. This is not 
because that the "China Model" is a national secret. China sincerely wants to offer 
her 'model'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but no simple treatise of the 'China Model' 
exists even though tons of facts and articles on China's achievements do. 
Interestingly, numerous papers analyzing the rise and weakening of the U.S. do 
exist but no precise models to describe 'how' the two Giants have reached their 
current status. However, researching a little deeper, two elements of reasoning or 
two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to explain 'why' a "China Model" may 
have existed and worked for China and in their absenc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The first element has to do with China's governance or political systems. 
West political analysts often describe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s totalitarian run 
by one-party, the CCP. But what the West missed is that China's 'one strong party' 
political system is precisely the element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her 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CCP government makes decision through thorough efforts in 
gathering input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ll sectors of their people, including other 
small political party and organizations. This planning process always starts from 
grassroots with democratic procedures to arrive at consensus decisions that 
percolate up through the political system, village, town, city, province, to central 
government guided by CCP. The main feature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is that 
CCP is keenly aware of its vulnerability if decisions were not rigorously formed, 
accountable and owned by the majority who cultivated them but More 
Importantly if they were not also owned by the minority!! 

In China's democratic processes, majority rules (same as Western political 
processes) AND minority obeys (no opposition after a decision has been 
reached). This characteristic is so critical to Chinese government'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and CCP's stability. The art and challenge in the CCP is to arrive at 
decisions through rigorous due process so there is no post-decision opposition not 
only in the party but among all people. Therefore, China's mega programs or 
small policies mostly get executed successfully. In the Western democracy, when 
decisions were reached even with fairly thorough and rigorous public hearing etc, 

the opposition, even very small minority, often goes into acute opposition mode, 
carrying out protests, lawsuits and even sabotage. This political phenomenon 
makes the government inefficient and ineffective and also intimidates legislators to 
shy away from ambitious programs or giving too many compromises rendering 
them ineffective, Obamacare as an example. Majority rules-Minority obeys 
explains why in the past decades China has made so much progress in her nation 
building, surpassing the U.S. in many areas: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etc. and 
soon in energy, environment, healthcare, even space exploration.

The second element has to do with Chinese people's spirit. In general,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 very much forward-looking spirit and philosophy. This 
particularly includes people in the leadership, both in the government and in the 
industry. The entire country is serious about achieving middle class living standard 
within shortest possible time. This drive grows stronger from villages, towns, 
cities, provinces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forward looking-spirit explains 
many mega programs launched in China;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reflects that spirit in China's diplomatic perspective and policies. The Chinese do 
treasure their history but they look forward and are emboldened by their rich 
inheritance in philosophy such as global harmony, world prosperity and superior 
human power to natur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families motivate their members thinking forward, 
schools motivate students own responsibilities to get better lives for themselves 
and others. This Chinese spirit does create problems like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to major cities sort of yuppie materialistic society producing social challenges such 
as job demands and wealth gaps. However, China with its long history of having 
family as the fabric element of socie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ies 
may have checks and bounds guided with Chinese philosoph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rward-looking spirit in the U.S. represented by 'Go West' seems to have 
diminished to 'typing on the phones for hours in Starbucks'. From the U.S. Foreign 
policies, one sees legacy strategy and out-dat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he U.S. 
still heavily imbedded in military alliances based on Cold War mentality. In 
contrast, Chinese diplomatic approach is focusing mo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nership and working within the confines of international bodies such as the 
UN, BRICS,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 G20 etc. Also in contrast, 
the U.S. Asia policy maintains antiquated military treaties with an aging Japan 
who could not shed her legacy being an Imperial power pre WW II. Lack of a 
forward looking spirit, the American people will eventually fall behind China as 
she pushes her forward-looking programs. 

The above two elements may not give us a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of a 
'China Model' but they highlight the reasons for China's rise and the U.S. 
stagnation and alarm Americans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develop partnership with 
her for mutual and world prosperity!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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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中外突然出現大陸有武統時間表

的猜測。有可能是智庫人士 "語不驚人死
不休"，有可能是有人故意放風，藉以設
計一場驚心動魄的豪賭，也有可能是有人
仍抱著我武維揚心理 ,主張不顧一切硬
來。不論是哪一種想法，都是非常危險，
不智。兩岸和平合作地相處，絕對是有益
無害，而且是別無選擇。本文擬分以下六
節試談：1. 分久必合，不可揠苗助長；2. 
對"一中"的共識；3.大陸的核心體制是關
鍵；4.大陸不可用武的理由；5.大陸的可
與不可；6.台灣的可與不可。

兩岸問題，自然是大陸的主動能力較
強，責任較大。因此在本文所佔的篇幅較
多。

1.分久必合，不可揠苗助長
 中國人看歷史，有分久必合的信念。

分久必合是種種因素造成的，並不是英明
君主的偉業。是時勢造英雄，不是英雄造
時勢。大略回顧歷史，很容易發現，凡是
造成分裂的政權，都不能恢復統一。勢必
要等到出現一個能夠容納各方的恢宏政
權，才得再度歸於統一。

三國時代魏蜀吳出了不少英雄人物，
但是相峙不下，統一都不成功，最後幾乎
不費力完成統一的是晉。五胡亂華二百七
十年之久，南北華夷英雄豪傑致力於統
一，也都不成功，直到隋興，擁有華夷大
包容的統治集團，才能夠輕易統一。唐末
又是天下大亂，七十幾年間，五代十國共
三十六個皇帝，完成統一的是以文治為特
色的宋朝。北宋不足以抵抗北方的新興民
族，南宋與遼金先後對抗162年，北伐南
伐都不成功，最後是被戰無不勝的蒙古人
統一，但是蒙古人的天下不能持久。歷史
不會重演，但是不妨思考一個教訓：分裂
的因素不消失，就是時機不成熟，統一就
很難。

古代史過去很久了。現代世界是按西
方理念發展的，幾百年不斷爭戰，國家分
分合合。到今天，既有追求區域一體化的
趨勢，也有國家內部追求獨立的運動。但
今後的大趨勢是指向分久必合，即大區域
大文化大民族的整合與結合。中華大地在
這個趨勢中，大概不會例外。

2.對"一中"的共識
多年來兩岸爭執的焦點是：一中。在

政治爭執中，雙方解釋不同。大陸的"中
"自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比較含
糊其辭：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中國和大陸
的意義一樣，但台灣早已沒有恢復的壯
志。放眼世界，全世界華人對"中" 的解釋
相當一致而明確，是指中華的中，即中華
民族-中華文化的"中"，簡單的說就是中
華民族的"中"。在海外說某某人是"中國
人" 的時候，都是指其人是華人，或稱華
裔、華族，不是指國籍。說喜歡中國畫、
中國菜或中國什麼的，也是指中華民族的
那種文化傳承，不是指來自政治疆域中國
的事物。

廣義的"中" 是誰都自然接受的。兩岸
不妨對民族意義的"一中"共識。

3.大陸的核心體制是關鍵
今天兩岸分裂的因素是大陸的體制，

其中兩個核心制度是：共產黨專政和階級
社會，都是傳自蘇聯的意識形態。

所謂"中國特色"， 不是指幾千年中華
民族的特色。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特色很
多，籠統的可以包括儒家傳統、統一帝國
君主制、四大發明等發明、祖先記憶、家
庭家族觀念、中土化的佛教、傳統習俗、
飲食文化等等，這些都不是外國絕對不能
接受的，也不是中國與外國衝突的所在。
現在中國大陸與外國不協和的是上前段所
述的兩點特色。蘇聯的世界革命是要輸出
這兩點，但蘇聯已經消失。大陸則聲稱它
們是"中國特色"，對中國特別適合，對別
的國家不適合，再三聲稱無意輸出。但不
承認這兩點對同是中華民族同胞的台灣人
和香港人也不適合。香港和台灣經歷過開
放的社會和政治，不能忍受一黨黨專政和
階級社會的生活方式。這便是衝突的焦
點。

事實上，大陸有識之士早已了解：香
港殖民地不可能安心接受大陸的"特色"；
民心須要安撫。香港回歸的基本文件第五
條明文規定 "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
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當時雙方談判
者沒有宣示各自心中的想法，只能猜測：
中方想的可能是：五十年後，香港已經被
大陸逐漸同化或籠絡，可以接受"社會主
義制度和政策"（同條）；英方想的可能
是五十年後大陸已經轉變到更開放的制
度，估計香港可以接受了。這兩種想法的
差距，正是現在大陸官方和香港年輕人之
間期望不同，互不信任而產生衝突的原
因。香港如此，台灣有中華民國的歷史記
憶，有完整的國家制度，有自主的政府運
作，民主法治的生活方式，大陸如想把
"特色" 加諸台灣，其難度可想而知。

收回香港，只能採取一國兩制辦法，
香港實際上是境外。香港的經貿金融成為
大陸的榜樣，大陸的各種機構、公司、
官、商，紛紛去香港學習和仿效。但是香
港和大陸的磨合，至今並不完全順利，大
陸擔心香港對大陸的影響不可太大，香港
擔心大陸對香港的影響將來是不能承受。
如果統一台灣，台灣情況複雜得多，大陸
勢 必 採 取 一 國 三 制 的 辦 法 （ 兩 制 加 一
制），台灣仍是境外。台灣在更多方面勢
必成為大陸的榜樣，對大陸本身將會形成
怎樣的影響和衝擊，難以預料。香港是殖

民地，回歸的時候允許維持原來制度
50年。台灣是1912年已經成型的國家，
統一後是不是允許維持原來制度100年？
大陸對此不得不謹慎。

在國內，表面上黨專政的政權能夠控
制一切，發揮輝煌的執政能量。但是大
陸顯然了解，兩種"特色"制度在這21世
紀是不合乎人類追求自由、平等、博愛
的趨勢，違反歷史發展的軌跡，有其不
穩定性，因此有種種嚴密的維穩措施。
大陸了解本身的弱點，即使周邊小衝突
都極力避免，何況攻打台灣？

4.大陸不可用武的理由
大陸不可以對台灣採取武統辦法，理

由很多，不妨簡述幾個要點：
對台灣施壓乃至動武和威脅動武，必

然推動台灣更傾向追求獨立，廣求國際
聲援，爭取外國支持。大陸是欲速則不
達。

中國周邊海陸國家二十個，在世界上
邊境關係最複雜，又面臨最多的挑戰。
威脅或真打台灣，東南亞各國驚恐，不
相信中國的和平外交口號。一方面團結
抗中，一方面與域外大國結合以自保。
有的國家必然會乘中國攻台而無力分兵
之際，蠶食中國的領土領海，如在南沙
群島和中沙群島。還有其他虎視眈眈的
國家在等待機會，如印度。中國可能陷
於四面受敵的困境。中國將失去周邊國
家的友誼，將是最大的失策。

威脅台灣，給日本藉口加強擴軍和加
強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伸手與東南亞國
家合作圍堵中國。一旦台海開戰，日本
必然介入，名正言順協助台灣獨立。日
本背後有美國撐腰，有打不完的機艦武
器彈藥，有海上的完全自由，經濟不受
影響，立於不敗之地。在美國支持下，
日本可以在海上封鎖中國，中國卻無力
封鎖日本。日本從侵華戰爭中汲取的最
大歷史教訓是：美國袒中則中必勝，美
國袒日則日必勝。戰爭能拖垮中國，拖
不垮日本。拖得越久，日本越能夠鞏固
戰後的果實，還能夠等待利用中國內部
發生的變化。 

一旦開打，就是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完
全敵對。美國大概不會直接參加戰事，
但是會全力幫助日本與中國周旋，幫助

東南亞國家遠中而親美。美國的重回東南
亞戰略將輕易獲得完勝。美國可以運用其
世界性的海洋霸權和經濟力量，阻斷中國
的海上運輸、物資與商品進出口、供應
鏈、海外市場。美國可以停止中國的海外
賬戶，運用其影響力勸阻各國與中國的經
貿關係。世界上多半國家會同情弱小的台
灣而不會附和大陸用武；大陸怎麼解釋兩
岸是內政事務都沒有用。中國不像俄國地
大物博，不能自給自足。中國已經與世界
經濟體系結合；中美關係在這體系中互相
依靠，互利互補。如果中斷關係，美國實
力強大，與國眾多，損失小，可以承受；
中國的損失則將無比沉重。美國有能力
"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不能。

一旦作戰，中國將被逼與俄國加強關
係。過去幾百年的中俄關係，包括蘇中時
期，俄國對中國一向是佔領、吞併、巧取
豪奪，中國處於吃虧上當的地位。由於地
理、經濟、地緣因素，中國必須與俄國保
持最佳的友誼關係，但是如果再度被動地
陷入俄國勢力的漩渦，顯然是下策。

有人認為大陸一出手，一舉便能打下
台灣，沒有人能夠來得及阻攔；而勝利之
後，國力大增，各國不得不束手接受既成
事實。然而，即使這樣一廂情願的夢想成
真，試想台灣被打下後會發生怎樣情況？

可以想像，武攻本身就會引起和擴大
台灣對大陸原來已經存在的不信任和仇
恨，台灣內外的台獨勢力必然急劇膨脹，
他們會得到日、美等國家的同情和協助。
台灣有廣泛的海外經貿、文化、人的交流
關係；台獨比疆獨、藏獨的問題嚴重得
多。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以及民意很
複雜，大陸的專政手段很難治理，要派駐
多少軍隊才能控制？要用多少迫害與壓制
手段才能維穩？台陸之間的仇恨將是中華
民族體內長期難以化解的心痛。台陸本來
合作良好，經貿關係對雙方都有巨大的紅
利；民間來往幾乎沒有隔閡，是一家人。
一旦有戰亂的破壞和戰後戰勝者的摧殘，
民族的內部撕裂將是幾代人無法彌補的。
統一後的整體國力必然在內鬥內耗中急劇
縮 小 。 攻 台 之 戰 將 使 現 在 雙 方 合 作 的
1+1>2共贏局面，立刻轉變為1+1<1的疲弱
殘局。(待續)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
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
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釣運
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吳章銓

Two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Model of Nation Building

5．大陸的可與不可
大陸的目標理應是盡力建立兩岸和平相處，社會、經濟、文化、交流完全猶如一家，形成實質上的統一格局；政治問題

暫時放下不提。互相不批評，不催動，不刺激。不揠苗助長，任其自然。使懷疑、防範和仇恨慢慢消解，雙方日益密切，是
最快的統一辦法。

大陸不要逼台灣想方設法自保，不要逼台灣對大陸反感，不要使得台灣人時時感受到是受大陸的威脅和壓迫而不
安。因此，大陸理應公開宣布不以武力統一台灣，和平統一沒有時間表，以兩岸和平同意為原則。

經常警告不"和統"就"武統" ，必然產生反效果：徒然刺激台灣內部的台獨勢力滋長，促動台灣積極爭取國外援
助。不利於統一的前景。大陸不必經常把"和平統一" 的口號掛在嘴上，也不必搞和統活動，令人感覺到那是一種統
戰，欲蓋彌彰。操縱和統運動的是共產黨的統戰部。台灣怕的不是 "中國"，是共產黨，即使基於民族情結願意統一的
台灣人，對於接受共產黨統治還是不安的。和平統一活動理應取消。

大陸把飛彈瞄準台灣，純粹是反效果。飛彈的進出和瞄準，只是舉手之勞，何必每分每秒地保持這瞄準的威脅姿
勢？對爭取台灣的向心力有什麼助益？那些飛彈理應撤出。

在外交上，大陸必須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否則台灣絕對不肯統一。保持傳統中美友誼是中華民國對外關係的基
礎，上下有共識：台灣絕不願意與大陸統一而成為美國的敵人。目前大陸官民對美國的態度基本是友善的，出國讀書
或工作、生活、商貿來往，大多數是選擇美國。對美國文化、社會、人文、人際關係等等能接受的程度，比對其他國
家的為高。這種情況使台灣放心。如果大陸與美國轉為對立，或口口聲聲準備打，台灣必然心驚，統一的前景就暗淡
了。

大陸對台、美關係，不必斤斤計較。大陸越批評，台灣越要維持和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台灣不可能放鬆與美國、
日本的關係，否則豈不是限於危險的孤立？台灣不可能出此下策。大陸明顯知道台灣對大陸毫無企圖，所以不必介意
台美關係如何。更不妨積極一點，鼓勵台灣與美國加強聯繫，勢必有助於兩岸關係的緩解，大陸毫無損失，還能夠提
升中美友好。

同樣地，大陸可以放鬆並鼓勵台灣與東南亞等國家的交往，台灣有國際空間，就不必爭取獨立。爭取獨立的意義
是爭取國際空間，大陸阻擾的結果是引起所有人的反感，有利於台獨宣傳。大陸給台灣一定的國際空間，是釜底抽薪
之計。大陸對台灣寬容，有助於使東南亞國家放心，有助於大陸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友好關係。台灣基於中華民族自
然的"一中"立場，在對東南亞的來往上，對大陸是有益無損。

最後，兩岸要統一，大陸的體制（制度）必須有所改革，以期能夠順利地被接受。大陸已經在不斷改革，但是怎
樣對兩點"特色"進行相當大的改革，需要極大的智慧和技巧。無人敢於猜測。改革的目是達到一定的民主和平等。所
謂民主，各方面解釋大不相同。大陸官方明確主張黨內民主，並說中國已經有了真正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
假民主。可見民主的概念是被基本接受的，隱然是理想的政治目標。每個國家的民主制度都不一樣：老牌的民主國家
如英、法、美，政治制度就大不一樣。大陸官民都知道現在的體制並不民主，有待改革。同時，有必要取消階級，全
民平等。怎樣達到全國國民不分階級、地域、黨派一律平等，需要積極設法有序地進行。尤其是讓佔國民大多數的農
民不再受困於農民階級的束縛（蘇聯意識形態是犧牲農民階級，為工人階級政權服務），不再受困於1950年後新設計
的封建束縛（身份被限制在農村，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工，永遠是封建農民，二等公民。大陸藉此產生"人
口紅利"），獲得憲法上完全平等的公民地位和權利。當大陸的制度能夠包容、容忍、平等的時候，大中華民族的統
一就順理成章的了。

6.台灣的可與不可
台灣由於面積和人口的關係，在兩岸關係中只有較小的能動性。但是台灣的一舉一動仍是舉足輕重。台灣不要觸

動大陸的緊張神經。最重要的是不再搞台獨。台灣人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無論從血緣、語言、文化、歷史記憶、地
理胸懷、風俗與生活習慣、信仰，都是和大陸以及世界各地華族同胞屬於兄弟姐妹一家人。兩岸開放後民間來往自
然、密切而融洽，沒有隔閡，證明中華民族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台灣重視教育，培植人才，傳承中華學術文化，保
護文物，保存傳統習俗，台灣人的中華情結，對祖籍、祖先信仰、語言文字、歷史、家庭觀念、社會習俗的保存，都
比大陸好得多。台灣比大陸"更中國"。中華文化、習俗、觀念、信仰、胸襟，是台灣人身上不可分割的靈魂與血肉，
根本不可能去除。否認是中華人而要自缩為所謂台灣人，是違反天性的，沒有邏輯的。

搞台獨的動作中，最惡劣的是"去中國化"。所謂"去中國化"實質上是"去中華化"。台灣沒有什麼現在大陸的東西可
去。要的去是與中華文化、歷史、地理、中華觀念的聯繫，否認中華人的自我，使台灣人在自我意識上孤立徬徨，從
而嚮往日本。台灣有不少日裔，有的已經完全融入中華大家庭，有的仍然心存 "故國"，例如曾經任總統的李登輝。親
日勢力要去的不僅是大陸的"中國"，更是"中華"。但是日裔是少數。中華血統的台灣人是絕大多數。"去中華化" 無異
是自己否認自己，否認自己的人格與尊嚴，拋棄了自己與生俱來的中華光環。台灣人因為中華光環而自豪，並得到世
界的尊敬，獲得朋友，在驚濤駭浪的國際政治中仍然能保持各國的尊重和來往。搞去中華化，將失去在國際上的朋
友。也使海外千千萬萬華僑失望，轉而傾向大陸，海內外恐懼產黨統治的華人，往往傾向台灣，但反對 "去中華化"。
台灣搞所謂去中國化，是自殘手足，自我傷害，失去世界各地華僑和國際朋友的敗筆。乃是大大的失策。"去中國化
"當然還觸怒大陸，是雙重的不智。因此台灣不應當搞去中國化-去中華化。

另一方面，台灣須要通過提升教育實力而自強。台灣雖然小，與大陸比較，多年來擁有相當的優勢。台灣的
教育成就、自由的精神與能力、台灣的經貿社會發展，相對於大陸頗有一日之長。大陸改革開放後的成長，台灣和香
港一樣，在提出資金供應、技術引進、管理能力、市場導引、國際合作各方面確有巨大貢獻。港台出口導向的發展模
式也被大陸接受。大陸政府和人民對台灣都相當尊重，非常歡迎，善意接待。

教育不僅在兩岸關係中重要，而且在整個國際關係中重要。未來世界是知識經濟時代，是國際大家庭時代，
教育水平決定這大家庭中的生存和地位。因此，台灣為鞏固優勢，理應提升關於中華文化和現代科技、社會、人文教
育的教育建設，使台灣成為兼長東西文化和尖端科技的國際教育中心，吸引大陸和世界各地的優秀學生去讀書和工
作；到台灣留學的學生將來遍布全世界，是軟實力。台灣理應引進外國最優秀的教授、教學科目、科研項目、專科院
系，以期建立一些國際最優秀的院校。引來大陸的學生，增進兩岸的認同和友誼，獲得大陸同胞的尊敬。台灣有素
質，有信心，就不怕統一。

結語
時間是中國和中華時間最好的朋友，可以幫助消除雙方的隔閡，使雙方創生統一的條件。不要互相觸動、刺激、

挑釁，引發完全不必要的災難。一旦發生武攻，台灣必然遭受最大的破壞、傷亡和災難。大陸也會內外損失慘重，精
疲力竭，還可能發生意外事件。結果是兩敗俱傷；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在民族"一中" 的共識下兩岸和平地合作，有
1+1>2的效果；反之，名義上是1+1合併=1，實際上中華整體國力反而受傷，1+1<2。

但願兩岸當政者和全體國民，以中華民族、中華同胞的生命和子孫的幸福著想，以無比的智慧和毅力，全力保持
兩岸的和平、合作、繁榮。將來順利地分久必合，歷史必將讚揚這一代人的豐功偉業。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
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2017年已經過去大半年，前文說過這
事變局的一年，從蘇聯解體。 世界格局
巨變開始算，16年過去了，這16年是世
界蓄勢的16年，在這16年中，美國獨霸
世界，沾沾自喜，卻又找不到自己的方
向 ；俄羅斯從蘇聯的廢墟中逐漸找回自
己；歐洲從冷戰格局中走向經濟繁榮的
巔峰，開始獲利回吐，卻又在「聖母
教」思維中走向下坡路；日本從經濟大
國也逐漸向政治大國邁進，同時想擺脫
美國束縛成為軍事大國，期待在國際事
務中更多的話語權 ；非洲依然在戰亂與
發展中糾結，中東是平衡打破後的傷
口，流血不止；亞洲相對穩定發展，韓
朝鬧劇，雖然總上頭條，可怎麼看都像
該上娛樂版的文字。 中國從改革開發到
深化改革，快速經濟發展也到了瓶頸
期......

貿易談判一輪接一輪，各種國家間聯
合組織層出不窮。 前有世界貿易組織，
後有經互會，亞太經合組織，再有美國
宣導的PPT曇花一現，再有中國宣導的
「一帶一路」，今天G7，明天G8。 後天
金磚五國，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我們也同時看到，中東依然戰亂，  
ISIS在美蘇絞殺下頑強存在，全世界仿
佛都在宗教的威脅下，好像宗教戰爭首
先在民眾思維中展開。 朝鮮第六次核爆
雖然世界震驚，制裁接踵而來，中國聲
明「不接受朝鮮是有核國家」，言下之
意朝鮮的確是有核國家，只是現在不承
認，適當適合大家一起坐下來談談條

件，是去核給好處保安全，還是擁核受
制裁，若按拿破崙的話「 真理在大炮射
程之內」，那麼朝鮮的真理範圍已經很
寬闊了，寬闊到可以和美國真理範圍有
重疊區域，這樣也就有對話的契機和實
力，和平也許就是這樣到來的。 倒是韓
國挺悲劇，美軍防禦性後撤，送上6部
「薩德」也只是戰略性情報偵查，戰術
性防衛裝備，于其說是反擊朝鮮核彈，
不如說是對中國的前沿防禦，從朝鮮核
彈的發射到落地時間，假如是針對韓國
的話，「薩德」 還沒開機預熱，導彈已
經落地，倒是日本與關島美劇基地可以
得到預警，韓國不愧是「炮灰背鍋俠」
的命運。 

「洞朗」危機終於在金磚會議前落
幕，兩國又回到原點，中國又賺點小便
宜，修幾個哨所，開春再接著修公路，
再次讓世界確認了與原錫金邊界是不可
改變的，同時也強化了中不（丹）邊界
必須以現控制區劃界，印度的盲動吃了
啞巴虧， 也同時讓中國認識到高原軍力
的不足，相信軍改後的西部軍區會相應
增加快速反應力量。 在喀什米爾與藏南
問題沒有解決前，中印角力與邊界紛爭
還會不斷出現。

隨著馬來西亞皇京港深水碼頭，巴基
斯坦瓜達爾港口中國公司管理運營，斯
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口 99年經營權落實，
中國在印度洋布局基本完成，新加坡總
理李顯龍本周也匆忙訪華，開始擔憂今
後國家生存問題，總不能總是吃著中國
轉口貿易的飯，又罵著中國吧，熊孩子
就是這樣慣成壞孩子的，雖然是血脈相
連， 卻自古也有南橘北枳這說法，畢竟
中華是靠文明傳承的，而不是人種。 

隨著印度洋布局基本完成，馬來西亞
對南海問題不站隊，菲律賓不再在黃岩
島發表意見，美國的南海航行自由，也
就是幾艘艦艇擦線而過，彰顯話語權而
已，不敢有其他越界挑釁行為，畢竟現
在的中國不是「銀河號」時期，毫無制
約力量。

隨著技術的發展，改變了中國，也改
變了世界。 古代傳個八百里急報，也需
要不停換馬換人跑幾天，希臘送個捷
報，跑死了人，才有了馬拉松。 到一戰
開始有了電報，卻也惜字如金，二戰開
始電話普及，無線通話讓訊息更為便捷
傳達，普通民眾也可以更快的通過報紙
瞭解世界，雖然是隔天新聞，通訊衛
星、電視的發展，讓我們走入了直播社
會，新聞資訊能做到當天，卻也是單方
面傳播 ；從互聯網再到移動互聯網，資
訊的傳播演變到質的變化，世界走向同
步，話語權也不再在少數人手裡，地球
村成為可能。 權威不再是權威，造神同
時也變得更為容易。

技術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在
改變思維方式，隨之而來的也在改變政
治角力的方式，進而改變世界的發展方
式，國與國之間的相處方式。 通訊與資
訊的快捷，貿易的暢通，戰爭不再是國
與國之間解決矛盾糾紛的首選，只是通
過威懾增加話語的附加力量，進而擴大
「勢」，再而增加「力」，最終目的是
安全的獲得財富與保有財富，和平與發
展依然是當今世界的主旋律， 不會被一
些插曲而改變，不管是局部衝突也好、
還是誰誰有核彈也好，趨勢不會改變，
唯一需要改變的我們如何適應數位經濟
和數位社會的到來。

作者：王文軍 ， 1968生於重 慶 ，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人保釣聯
盟創會會員。 

“試談兩岸問題：和平合作 分久必合"

隨便談談 ◎王文軍

0923  白宮宣布美韓將強化聯合防御態勢，韓將購買並研發尖端裝備。
0926  對應美國不停的空中挑釁，朝鮮警告將擊落美國轟炸機。
日本政府將買下宮古島上的高爾夫球場，改建成日本自衛隊的基地部署，並且另

外找地方建立彈藥庫，美將第一島鏈防御任務交給日本。
0930  日本陸上自衛隊員將赴美參加「奪島」訓練。
韓國總統文在寅致力打造自主國防力量，加快收回戰時指揮權。
1005  中國海軍遠航180天，訪問20國，這是中國海軍走出國門，訪問國家最多，

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中國走向海洋國家的一大步。
對朝鮮政策出現混亂，蒂勒森罵特朗普是「白癡」，特朗普則說蒂勒森與朝鮮談

判是在「浪費時間」。韓國對這種混亂感到「擔憂」。
1009 特朗普雖然承認他與蒂勒森「關係不錯」，但在幾件事情上意見不同。他批

評蒂勒森對朝談判不夠強硬。美國議員則批評特朗普只會「說大話」「博眼球」。
1010  印度新任國防部長西塔拉曼訪問中印邊境，向中國邊防官兵行合十禮，並與

官兵親切交談，中印雙方均認為這次交流有助於中印關係的健康發展。
1011  美日將在沖繩舉行大規模島礁攻防演習，範圍包括靠近台灣的與那國島。特

朗普並將在訪日期間參觀嘉手納基地。
1012  日本百年老店一神戶製鋼所爆發數據造徦，以次充好已有十年時間。世界上

每2輛汽車車中就有1輛使用該公司生產的汽車閥門彈簧，產品中包括汽車、鐵路及
航空用材。

1013  美國戰略武器集結朝鮮半島，韓國政府擔憂美朝「走火」，殃及韓國。韓國
國防部積極制定計劃，儘速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再度語出驚人，對歐盟多個團體以貿易制裁威脅菲律賓的掃
毒行動作出回應，威脅要趕走指手畫腳的歐盟使節。

1014  美國兩艘軍艦先後發生撞船事件，美國急調兩艦赴西太平洋「填空」。
美韓武力集結，施壓升級之餘，特朗普表示：不會放棄對話選項。同時白宮辦公

廳主任約翰凱利表示：朝核問題目前是可控的。韓媒注意到美向朝重啟人道主義援
助。朝鮮最近表示將參加明年在韓國舉行的殘奧運動會。種種跡象顯示半島危機正
趨緩和。

1017  駐日美軍在廣島居民區低空發射干擾彈，引發當地民眾的不安。此前沖繩美
軍直升機在民宅附近著火，機上被証實含有放射牲物質鍶－90。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秋季大祭時，再次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1018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會議開幕式上表示：堅持一國兩制，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袓國和平統一。
1019  美國國務卿蒂勒森(Rex W. Tillerson)表示，要與印度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同

時把中國描述為對世界秩序的威脅。
1020  中共十九大最出彩的，除了總書記習近平之外，可能要數復旦大學教授盧麗

安，她的「我以生為台灣女兒為榮，我以生為中國人為傲」的談話感動了很多人，
而蔡英文卻下令禁止她入境台灣。

《民間保釣運動回顧展 1971----2017 》 
回顧展時間： 2017 年 11 月 26---28 日

（三天） 
開幕式： 2017 年 11 月 26 日上午九點

半
回顧展地點：福建廈門思明區湖光路 

12 號南湖公園南門西側
回顧展人員：一、世保全體成員。  

二、邀請參與過保釣運動的新老保釣。 
（時間跨度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現
代）三、愛國團體負責人。 四、釣魚島
專業學者。

回顧展內容：
一： 文宣資料類： 
民間保釣運動從七十年代開始到現在

從未停止過宣傳，在這個過程中，製作
和發行許多釣魚島的宣傳資料，這次集
中展示民間七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
現在文宣資料，讓大家通過文宣資料，
瞭解釣魚島局勢變化過程。

二：影視音響類：
保釣運動過程音樂界製作多部音樂作

品激勵民間保釣運動發展前進，同時也
有多部視頻作品問世。 這次集中展示這
些作品。

三：保釣行動類：
從九十年代開始，民間保釣運動從文

宣和街頭抗議轉入實際的抗爭，出海無
數次，登上釣魚島兩次。 留下許多行動
的實物，通過收集，讓大家瞭解民間在
釣魚島海域抗爭的過程。

四：歷史文獻類、
五：釣魚島書籍資料類、 46 年曆程，

有許多釣魚島理論書籍，以及和釣魚島
有關聯的書籍，這次將做為專門一個欄
目，盡可能的收集所有書籍，向大家展
出。 

六：民間保釣人物類、一些為釣魚島
做出重大貢獻的民間保釣人物。

七：釣魚島郵品類、近幾年政府發行
的釣魚島郵品，數量不多。

八：釣魚島產品、 12 年之後，陸續生
產一些和釣魚島有關聯的商品，這次也
將集中展出。 

九：中國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作為
十：回顧展還向書法界徵集一些和釣

魚島有關聯的作品，一同展出。
通過以上方面集中展示了民間保衛釣

魚島 46 年的歷程。 
民間保釣歷程四十多年，無數的保釣

前輩為釣魚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保留
下來許多珍貴的保釣實物。 世界華人保
釣聯盟在慶祝成立五周年之即，向所有
參與過保釣的世界各地華人華僑，港、
澳、台，大陸的保釣愛國人士發出邀
請，歡迎所有參與和支援保釣運動的愛
國人士前來參觀和交流。

回顧展的意義：

亞太4週大事記（2017.09.23～10.20）

對民間保釣運動的一次洗禮。
讓 社 會 對 民 間 保 釣 有 更 深 層 次 的 瞭

解。
通 過 這 個 活 動 團 結 凝 聚 各 地 保 釣 力

量。釣魚島問題還沒有解決，民間保釣運
動還需要延續。 通過回顧展，為民間保
釣運動發展加油！

回顧展主辦：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回顧展協辦：美國紐約保釣聯合會 
                      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 
                      臺灣中華保釣協會      
                      大陸民間保釣聯合會
                     中國 「 九一八 」 愛國網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
               2017 年 10 月 20 日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五周年系列活動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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