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亞洲五國行是他就任以來的頭等
大事，張一飛長期關注美國政治，看看他對這次訪問的
評價。

本特刊繼上（#220）期，登完下半篇吳章銓有關兩岸
如何和平相處的文章，兩岸關係是海內外眾多華人最關
心的事，這和中美、中日及其他中外關係不同，這是

「有衝突的內部關係」如何化解矛盾，如何由和平相處走向統一是最終目的。中國
大陸自然有不放棄武統的理由，那就是如果有外國勢力干預而促使台灣走向獨立。
日前有可能是這樣的「外國勢力」只有兩個，一個是美國，但近來它自顧不暇，很
多國際事務的處理上還需要跟中國合作，利弊得失，美國對這件事不可能也插不上
手。另一個就是日本，它可能聯合台灣有獨立傾向的人一起「反中」（或者說已經
在進行了）。這種情形該打的是日本，而不是包括很多並不主張獨立的台灣人民。
中國大陸有多種方法可以對付台獨，但武統不應該是選項之一，至少不應該是常常
掛在嘴上的選項。

王文軍是經常在本刊發表文章的大陸年輕保釣人士，已經到台灣5次，看看這個
年輕人在台灣和台灣人相處的情況，加上Dr. Wordman 從憲法談兩岸統一的文章，
還有必要武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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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ainland-Taiwan Reunification issue is an internal affair left over by 
domestic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two political parties, CCP and KMT, 
resulting in today's split of two governments, one in Mainland and one in 
Taiwan. This fact is recognized by all Chinese citizens, by the two current 
domestic governments in China and b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UN 
members. Each government is upholding a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crafted 
after the beliefs of a free, independent and modern Republic nation desi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e desired Republic and its constitution were earn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ir blood-shed revolution not only against a 
corrupt dynasty but also foreign interventions.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contains the most salient principles that the Father of China, the revolution 
leader Dr. Sun Yat Sen, had prescribed in his famous book,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s the foundation of a 'Republic' China. Post WW II, the 
domestic conflict between two political parties, KMT and CCP, split China 
in two with the Mainland governed by CCP and Taiwan by KMT, each 
upholding a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The two versions have been revised to 
accommodate government services administered over Mainland and Taiwan, 
but the two constitutions however clearly proclaim China as one sovereign 
nation with her sovereignty defined over the land and seas including 
Mainland, Taiwan and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aiwan's 1947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was revised in 2003 to allow the President to call for 
referendum in case of an imminent attack. The pro-independence political 
force in Taiwan (DPP Party) sought to inch towards independence through 
revision of Constitution but never could succeed. The Mainland's original 
1954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has been amended regulaly (1975, 1978, 1982, 
1988, 1993, 1999, and 2004) as needed; its current version is the 12th 
revision since 1911 with a clear definition of autonomous regions and how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may function under the One China governance 
and her Constitution.

In the modern world, any political governance must have and must obey 
a constitution to be legitimate in governing its people. Any political 
movement violating its Constitution only invites bloodshed such as a 
revolution (if the bloodshed led to success of overthrowing a regime and its 
constitution) or rebellion (if the bloodshed led to a failure and treason 
sentence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he former situation requires people's 
unyielding support willing to give their lives for the independence cause. 
The latter situation is often due to politicians' ambition ignoring people's 
ultimate welfare and desire of unity and peaceful governance under a 
Constitution. Take the most recent independence claim by Catalonia in Spain 
for exampl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Independence' means in the modern 

world. Spain is a nation with a glorious long history evolved from an Imperial 
system to a nation governed by constitution. Spain's Constitution defines its 
federation of states with some given semi-autonomous authority of governance.

Catalonia is a rich state but has no independent taxing authority according to 
Spanish Constitution and laws. Some people in Catalonia felt unfair in paying 
more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n getting back in its state budget. Catalonia 
local government used a referendum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but received no 
recognition from the entire people of Spain nor from any major power of EU and 
the world. Catalonia did not have all its people supporting the independence 
claim, thus in the end, the Spanish central government applied it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remove the President of Catalonia, Carles Puigdemont, and charged him 
with treason. He had fled to Brussels but being extradited back to Spain to stand 
trial.

Catalonia's independence claim was based on selfish reason ignoring Spanish 
citizens' constitutional duties to Spain, hence no justification for declaring 
independence or launching a revolution. Spain provides national security to 
Catalonia and has obligation to govern the entire nation fulfilling its 
constitutional duties.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independence issue in 
Catalonia is ultimately settled by the Constitution, apparently hono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aiwan's current ruling party, DPP, is pushing for 
independence but both Taiwan's Constitution (ROC) and Mainland's Constitution 
(PRC) prohibit such a split. Even if the entire people on the Taiwan island want 
to launch a revolution sacrificing blood-shed, the independence claim would fail. 
Therefore, the sensible political solution is to pursue reunifica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Both ROC and PRC version of Constitution have no discrepancy in 
defining one China and her sovereignty. Th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ians on 
both sides must accept this resolutio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The two Constitutions prescribe a common definition of a republic nation 
belonging to its people and its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protecting and 
safeguarding its people's rights, freedom and duties. Although the two 
Constitutions describe two somewhat different governmental structure but their 
spirit of governance are identical, seeking security, freedom and economic 
welfare for the people, opposing any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ny group in their 
people and defending against any foreign aggression. In the PRC version, it 
explicitly states (Article 28), the State must maintain public order and suppress 
treasonable and other criminal activities endangering the State and its people. It 

further states in Article 31, the State may establish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e.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in Article 52-54, the duty of citizens to 
safeguard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unity of all its nationalities, to abide 
Constitution and laws...) and to safeguard the security, honor, interests of 
motherland (and not commit any crime violating the above). Whereas the ROC 
Constitution states in Article 138, defense forces shall be above personal, 
regional, and party affiliations, shall be loyal to the State and shall protect the 
people and in Article 139, no political party and no individual shall make use of 
armed forces as an instrument i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power. 

Based on the above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bviously the Mainland-Taiwan 
reunification issue should better be resolved peacefully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pro-independence political faction in Taiwan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as been pushing towards the red line prescribed by the constitutions. It 
is acceptable to form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but it is not acceptable to build 
forces (such as the military forces organized by Taiwan Democratic Nation). The 
DDP's persistent effort in whitewashing history to brain-wash the young 
generations may be interpreted as criminal acts to destroy the unity of the country 
and destruction of the security, 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both 
treasonable activities. Thus Lee Deng Hui, Chen shui bian and current President 
Tsai Ying Wen could be brought to charge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Similar to Catalonia, Taiwan cannot declare independenc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even with a referendum. If Taiwan declared independence, the 
PRC government could remove the Taiwan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by force if necessar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stand by 
PRC's position since it is justified by both Constitutions. Since China allows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to function under One China policy, Taiwan has no 
excuse to demand independence, especially with 193 States recognizing PRC and 
only 19 UN members recognizing ROC.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ould 
overwhelmingly side with PRC. 

The new Taiwan President, Tsai Ying Wen, has deliberately retreated from 
recognizing One China policy to a fuzzy "Maintaining Status Quo" position, 
wishfully hoping that the U.S. and Japan will come to Taiwan's defense in the 
event that China pushes reunification by force. Tsai is treading a dangerous line 
by conducting a pro-independence policy under the cover of 'Maintaining Status 
Quo'. The 'Justice' is clearly on the PRC side since PRC has given Taiwan a 
friendly most favorable trade status for decades to promot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under 'the one nation two systems' doctrine. In politics, one can 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if Tsai would not reign back her hypocritical "Maintaining 
Status Quo" Policy and work towards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eneficial to all 
Chinese people, Tsai's political future would be far worse than Carles Puigdemont 
of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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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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220期)
5．大陸的可與不可
大陸的目標理應是盡力深化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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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東南亞的來往上，對大陸是有益無損。

最後，兩岸要統一，大陸的體制（制

兩邊都不能幫，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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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國民不分階級、
地域、黨派一律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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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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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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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須做到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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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大家庭中的生存和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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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教育的成績。台
灣的自由精神和創業能力，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吳章銓

Reunification of Mainland and Taiwan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美國總統特朗普從十一月二日到十一
月十四日作首次亞洲之行，此行他訪問
五個國家，首站三日到夏威夷聽取美軍
太平洋司令簡報并訪問珍珠港及亞利桑
納紀念地，該紀念地為紀念日本偷襲珍
珠港（12-7-1941）亞利桑納戰鬥艦（BB-
39），艦上1177人中1102炸死的海軍和
陸戰隊官兵。 五日開始五國訪問，先抵
日本，與安培首相， 駐日美軍見面，七
日赴南韓與文在寅總統會唔及慰問美韓
聯軍，八日赴中國作國事訪問與習近平
總統會面，十日赴越南峴港參加亞太經
濟峰會（APEC）并致詞，十一日赴河內
訪問與越南總統陳德光會談， 十二日到
菲律賓馬尼拉參加東盟五十週年慶祝大
會，十三日參加美國東盟峰會四十週年
慶祝會并與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阿爾
特會談。特朗普臨行又決定在菲律賓停
留到十四日參加環太平洋領導人峰會。

美國總統作這樣長和緊湊的亞洲行當
然會引起國際間的關注，他的目的何在
呢？美國國內政情混亂, 民間，媒體，國
會都不停地與特朗普杯葛，以致其民調
支持率降至36%，中期選舉可能對共和
黨不利，特朗普現象，光環退色，許多
共和黨人放棄競選連任。去年支持特朗
普的維吉尼亞州出現了平常不投票的今
年出來投給民主黨以致民主黨人饒夫羅
森十一月七日贏了州長的選舉。雖然今
年的選舉結果不能斷定2020年的選舉，
可是當前的情勢對2018中期選舉顯出共
和黨可能失利。共和黨要如何布局選戰
策略是個大的問題，要換掉特朗普會有
很大的風險，特朗普能以個人的拼鬥當
選是不會輕易放棄連選求連任的。共和
黨領導階層該靜下心來仔細想想，倒底
特朗普現象是什麼回事？美國老百姓擔
憂的是什麼？共和黨能不能和願不願為
老百姓去憂解難？如果特朗普真能專注
在振作美國上，共和黨參眾議員應當全
力支持配合。特朗普上任十個月來以及
這次亞州行很明顯的是在為美國求利，
以美國利益為先。我們就來分析一下特
朗普此行倒底達到了什麼目的？美國老
百姓和其他國家是怎麼看的？

綜觀特朗普的五國行，他似乎把經貿
放在外交成果之上，雖然他的對手國有
不同的想法。先以日本來說，安培顯然
很在乎特朗普的訪問，盡力制造個人關

係，希望能得到他的表態和支持，解決
北韓核威脅，加強美日軍事同盟，和促
成美日印澳軍事聯盟。特朗普的表態并
無新意，倒是在乎達成售日數十億美元
軍火。訪日之前在珍珠港參觀亞利桑納
紀念地，似乎是對日本安排特朗普與北
韓俘虜日人家屬見面來個含蓄的對應。
日本人應當反思而不只顧打悲情牌。在
南韓，文在寅立場堅定，在外交軍事上
企求自主，對韓中韓美關係希望平衡，
且搬出慰安婦提醒特朗普日本軍閥二戰
罪行，不要把韓日當兩個小兄弟一樣看
待，特朗普自知無法強硬，只是給文也
來個幾十億美元的軍火售單。國內反特
朗普的說他給的都是已經在商談的售
單，沒有新的定單。其實高檔軍火買賣
複雜耗時，兩國元首同意的聲明總是有
助於最后成交的。

特朗普在中國受到超國事的接待， 用
中國皇帝的宮殿招待他像皇帝一樣， 換
得他一句，美中貿易逆差他不怪中國怪
美國前任的美國總統們。外交上的熱蕃
薯，南海問題，台灣關係，以及人權案
子，一概不提。經貿談判發出了一個兩
千五百億美元的買單， 不管多少是近期
多少是長期或是已經開始商討的買賣，
這個數字還是驚人的。特朗普拿到這個
定單， 其中中國在美能源投資項目如能
成功兌現，對美國經濟會有大的幫助，
就業機會是可以預期的。當然國會和地
方的配合還有些關坎要過，以特朗普上
任不到一年來說，他的表現是積極的。
最近股票市場的上漲像是投了特朗普的
贊成票。再加上他要減公司稅率， 股市
更會看好。特朗普對美國兩黨互相杯葛
習慣，能不能用'買賣'技巧（make deal) 
達成他的政策目標還有待觀望。

特朗普在越南和菲律賓的行程倒是以
外交為主，盡量想與東盟國家維持好的
關係。可是他的美國第一思想及雙邊貿
易強勢作風，不得不使東盟和其他亞洲
國家三思。所以從他們的立場來看， 特
朗普此行沒有讓大家放心，不按理出牌
的形象依然存在，他的外交政策在他幾
次演講裡沒有明顯的邏輯和明白的主
張。對北韓問題沒有拿出辦法，也沒有
跟中國一起提出任何方案，最緊張的日
韓只有打著一個問號，等著看以后的發
展。特朗普和習近平都不提台灣問題，
倒可能是讓問題有了解決的默契，那就
是特朗普不願把台灣當籌碼了，籌碼太
小沒什麼價值。新武器不能賣，舊武器
賣不了幾個錢。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
19大之后，已經老神定定，解決台灣問
題已早有腹稿，或許這個腹稿都已經用
哥兒們方式秘告特朗普，他還拍手贊
成。

綜觀特朗普五國行，中美互動是此行
主軸，可以看得出中國的外交成熟了，
亞太峰會的過招，顯然讓中國佔了上
風。美國的國內問題複雜不得不把注意
力向內，中國韜光養晦了幾十年，如今
可以在國際舞台上施展一下身手了，美
國強勢幾十年，耗了元氣，特朗普的美
國第一思維，倒是應當摻些韜光養晦的
想法。想崛起成為大國強國，韜光養
晦， 是必經階段，大國衰退想再強起
來，也必須韜光養晦。中國在崛起之
時， 切切不可忘記韜光養晦之功！

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
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
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試談兩岸問題：和平合作 分久必合"

1022 安倍晉三的自民党及其執政聯盟克服了新生對手的挑
戰，獲得了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推進了他修改日本和平憲
法的希望。 

1027 朝鮮表示，遣返上周越過朝韓海上邊界的漁船是出於人
道主義。 近1個多月來，朝鮮沒有進行導彈試驗，分析人士審
慎樂觀地認為，半島局勢可能出現緩解。 

1030 韓國總統文在寅力爭在5年任內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 
並考慮打造自己的核武庫，最多可製造4300枚核彈頭。

1030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一年內二度訪日，為馬拉維重建尋
求幫助。 日本防衛省將向菲律賓無償轉讓自衛隊直升機零部

件，並且援菲5架丅C一90教練機。
1030 美國著力研發新型核武器，改變核武政策。 朗普政府力

挺增強與擴充核武庫。
1031 韓國和中國週二達成協議，結束有關在韓部署薩德系統

的爭端，恢復兩國的經濟關係和其他關係。 
1103 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啟就任以來第一次亞洲行，12天內將

訪問日、韓、中、越及菲律賓五國。
1108 特朗普總統抵達北京。 隨行的有包括波音、高盛、西屋

電氣及高通(Qualcomm)等美國幾家最具雄心、影響力最大的公
司領導人。 

對於上世紀  49年後出生的大陸人來
說，「中華民國」是個過去式，對於國際
社會來說上世紀72年後「中華民國」已經
不存在。 

從記事起，只知道孫中山先生宣導三
民主義，領導辛亥革命創立民國，與中共
一起創建黃埔軍校，開始北伐，統一中
國。 而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後，蔣介石繼
續北伐，開始清共，至此以後，大陸上大
部分書籍、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敘述那
段政權為「蔣家王朝」、「蔣匪軍」，蔣
介石帶著「蔣家王朝」的殘兵敗將敗退臺
灣，中國還未統一，我們一定要解放臺
灣。  對民國往事的瞭解很多還是來自
《金陵春夢》一書。

隨著改革開，鄧麗君帶來不同的音樂
風，「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成為時
尚，短波收音機那時還是挺流行，主要是
學 BBC英語和聽小鄧的歌聲，也算是有
過收聽敵臺的經歷啦。 再後來劉文正、
費玉清、羅大佑的歌，瓊瑤、亦蘇的言情
小說伴隨著度過了青春期。 

成年後，聽說很多國民黨老兵回大陸
探親，回老家修房子、娶親、送禮物都是
百元大鈔，金戒指。 蔣經國先生去世後
一度以為很快就會統一，能到中國的寶島
臺灣去看看。

幾 十 年 過 去 了 ， 大 陸 與 臺 灣 不 再 陌
生，台商在大陸投資企業越來越多，台企
生產的產品，遍佈大陸各地，大陸人幾乎
都能說得出幾個台企品牌，比如龐然大物
富士康，智慧機先驅 HTC，人人必吃的
統一、康師傅速食麵，旺旺餅乾等等。 

國民黨開放黨禁，民進黨上臺執政，
終於有人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臺灣也
成為中國民主實踐的發源地和實踐地，卻
也從媒體看到一幕幕鬧劇，議會打架、選
舉槍擊案，賄選，陳水扁貪污入獄，台獨
問題等，感覺有趣卻也失望，蔣家從北伐
統一開始 ，從大陸到臺灣，反攻大陸喊
了幾十年，也玩了中國幾十年，留下分裂
分治的中國，卻又將歷史的包袱甩給後
人，不僅長歎梟雄一世也枉然。

再到大陸人也終於能到臺灣旅行，沒
想到頭一次踏上寶島臺灣，卻是因為「保
釣」的緣故，後又多次赴台旅行，逛過臺
北大街小巷，吃過夜市攤檔，也一人自行

車環島，走蘇花公路看清水斷崖，遙望太
平洋，去過寶島最北也到過寶島最南， 
去過綠島下海，也計畫登玉山，而因未成
團緣故而抱憾，看過奔流到海的淡水河，
上過101大廈，去看過電影《藍色大門》
中的中學，也坐著巴士，按谷歌地圖導航
找《第36個故事》 裡面桂綸鎂開的朵兒咖
啡館，去喝杯咖啡，找故事裡的感覺，記
得在花東縱谷渾身濕透到民宿，給我煮面
吃，幫我買煙的大叔，記得在台九線騎行
時在路邊小店買啤酒喝，遇到原住民聚會
請我吃面，走時擔心我沒吃飽，還讓我帶
一碗走， 避雨時請我去家中喝茶的台南
大哥，熱情到讓我感動，問路時遇到的國
軍老兵，一句「70年了，16歲抓壯丁來
的，回不去啦」讓人心酸。 

行走臺灣，曾是世界前十大港口的高
雄港、基隆港看不到幾艘貨輪，沿途的高
速公路沒有川流的集裝箱長車，停留在 
80年代的臺北建築，冷清的高雄六合夜
市，坐在青旅聚會廳，學生們有談畢業後
去大陸工作，廈門航空的待遇比長榮航空
高三倍，上海台企工作起薪能有5萬台

(下)

隔洋觀察特朗普亞洲五國行隔洋觀察特朗普亞洲五國行
◎張一飛

一個大陸人的《臺灣印象》◎王文軍

幣，下個旅行計畫想去張家界， 九寨溝地
震，我的一個夢想地去不成啦，我們下個
假期一起去西藏吧，嗲嗲的臺灣國語。 

也看到西門汀附近石牆上刻著的臺灣歷
史、發展，國民黨治下的民國成為與日占
時期的「外來政權」，青天白日滿地紅猶
在「總統府」飄揚，怎麼看都還是感覺借
殼上市的「總督府」。 「番薯」、「芋
頭」，很難能買到「中華民國地圖」，
「臺灣地圖」比較顯眼。

回大陸，朋友問我臺灣印象，我說穿越
的感覺，回到活著的歷史，仿佛遺跡空
間，溫馨美麗又帶有迷茫哀愁的臺灣，未
來不定的臺灣。 漸行漸遠的「中華民國」
終將隨著國民黨的沒落而被歷史所淘汰。

上周特朗普在韓國演講《歷史的實驗
室》描述南北朝鮮，同時二戰後遺留產
物，大陸與臺灣、朝鮮與韓國相似卻又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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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 菲律賓國防部高官表示，在中國提出抗議後，杜特
爾特已命令軍方停止在南海爭議地區一處沙洲上的建設工
作。

1109 中美雙方在兩國元首的見證下，簽訂了2535億美元
的貿易大單。

1110 中國政府將大範圍地放寬或取消對外資擁有銀行和
證券公司擁有權的限制。 此舉可能會給中國龐大的金融系
統注入一點外國實際經。 中國的金融系統對推動中國經濟
崛起有過說明，但近年來，債務、泡沫和低效率已成為這個
系統的沉重負擔。

1115 日本響應特朗普「號召」，決定引進兩套「陸基宙
斯盾」新反導系統。

1115 美國眾議院通過7000億美元的國防法案，此舉表明
美國核武重返亞太，志在必得。

1116 李克強訪菲律賓，中菲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兩國建
立了南海問題磋商機制。

1117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宋濤將于週五啟程前往平
壤。 宋濤將向朝鮮通報上個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19次代表
大會的情況。 

亞太4週大事記（2017.09.23～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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