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月在北京召開的APEC峰會最大的看點，
不是會議內容，而是中日兩國領導人是否會
面、如何會面。經過密集的暗箱作業，終於在

電視上出現習安握手的鏡頭，看兩人的尷尬表情 簡直就是一齣沒有排練
好的拉郎配。這個閙劇很快就被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攪黃了──否認有什
麼四點原則共識。船過水無㾗，這些比川劇演員變臉還快的日本政治人
物，我們能信嗎？

作為東道主國，適度的禮遇是應該的，但要「適度」。自從中國政府
積極參與釣魚台主權問題的行動，海內外保釣人士都非常收斂，不希望
給政府造成任何不必要的困擾，但他們和其他13億中國人民都在拭目以
待，看我們能否在保釣問題上，堅守不失寸土的立場，堅持到底，堅持
就是勝利。

日本政府不但自己否認二戰期間的慰安婦醜聞，近日竟然要求美國把
日軍慰安婦的紀錄銷毀，（就像當年銷毀細菌戰罪行紀錄一樣。）蘇智
良教授是中國研究慰安婦的專家，以他的短文為起點，本專刋將陸續刊
登有關慰安婦的報導。

Dr. Wordman 以一個非經濟專業人士，對紐約時報刋登的一篇經濟專
家的文章（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提出評論，固然有些膽大妄
為，但把政治因素加進來，提出一個普通人（Ordinary man) 的感受，仍
然頗堪玩味。

如果中國能改善對美關係，對日問題其實不是那麼難解決。本期繼續
把吳章銓的文章登完。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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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thIn the Opinion Pages of NY Times (October 30 , 2014), 
Dr. Paul Krugman, wrote an article, "Apologizing to Japan", 
which caught my attention. Paul Robin Krugman is an American 
economist, a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2008 for New Trade 
Theory explaining the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r. 
Krugman is also a Professo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the 
Centenary Professor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at 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Center at 
the CUNY Graduate Center. Unquestionably, he is an expert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probably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s thinker in the U.S. In his article, he said he and Ben 
Bernanke ought to apologize (to Japan) not because their 
economic analysis were wrong but because the West did not learn 
well from the 'Japan problem' of reacting too slowly to the slide to 
deflation and too eager to raise rates at the first hint of recovery. 
Krugman blamed Germany for insisting hard money and austerity 
and raising rates in 2011 sending EU back to recession. He also 
blamed the US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failing to abandon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f balancing budget and firmly fighting 
inflation. He further blamed the deep division in the US society 
namely the conservatives blocking efforts of the liberals in 
fighting high unemployment.

Dr. Krugman said in his opinion to the NY Times from 
Tokyo: “I'll be writing more soon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Japan now, and the new lessons the West should be learning.” 
This teaser statement has made me as a reader felt extremely 
hungry. After reading his article, I did understand what he meant 
by 'apologizing to Japan' but I am not sure that phrase has any 
significance except being a catching title for an article written 
while in Tokyo. Japan made mistakes on her own on her economic 
policies, which often were coupled to her foreign policies. For 
example, her aggressive stand on encroaching the rights to Diaoyu 
Islands had alienated her large trading partner China making her 
current economy gloomy with no prospect of return to a healthy 
growth. Therefore,   no one owed Japan any apology on her 
economy.. As why the West had done worse in dealing with its 
economic crises and why the West did not become wiser from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Krugman offered some simple answers 
basically supporting a 'common sense principle' which a layman 
like me can understand.  The common sense principle is that 
economy is never independent of politics. Krugman cited Japan's 
long term failure and Germany's policy contributing to EU 
recession, but did not dwell deep enough o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explai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various 
economies.  

I am not a scholar in economic theory nor rich and 
famous; my interest in economics and economic theory simply 
came from a common folk's point of view and curiosity.  A 
common person generally interprets facts and observations with 
common sense. Economy can never be independent of politics and 
politicians are not regulated like economic science Nobel 
Laureates are common sense. An economist is awarded a Nobel 
Prize because of his or her long career devoted to scholarly work 
on economic science.  If a Peace Nobel Prize were awarded to a 
politician (excluding  true peace workers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world peace), it usually would produce more smell than 
halo. That is also common sense.

Economy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politics simply 
because politics decide policies which then affect economy. 
Politics are played within a political system and under a political 
culture unique to a country. Japan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essentially created post WW II by the U.S., yet her politicians 
never were purely coming from a democratic background or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many Japanese politicians had roots 
in the imperial and militaristic Japan. Several Japanese leaders 
came from the lineage of political families in the era of Imperial 
Japan which dictated Japan's war ambition and operation. 
Nobusuke Kishi is a well known example (Prime Minister 1957-
1960, original name, Sato Nobusuke, served as minist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 the war cabinet of Hideki Tojo, an 
executed war criminal); he is the maternal grandfather of the 
current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 Shinzo. Japan, as a small 
resource limited island nation, historically has exhibited ambition 
to expand through aggression. (Okinawa and Diaoyu Islands are 
clear historical examples) Japan is super sensitive to inflation 
since she is always vulnerable to shortage of supplies, food,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Japanese people are diligent and 
disciplined; Japan would rather tolerate a stagnation even 
deflation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rather than accepting a high 
inflation. So it was a common sense explanation why Japan had 
resisted the West's recommendation and would not allow her 
economy to become inflationary, for fear of high food and energy 
prices and/or a devaluation of the Japanese Yen (shrinking buying 
power).

Again, it might be common sense that Germans would 
insist on austerity and would not bail out the Southern Europe 
during the EU crisis. Germany depended import of raw materials, 
food and energy as well. Both Germany and Japan do not have the 
luxury of letting their currency slide and still be able to buy or 
spend as much as they need or want from the world marke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because she had control of the printing press 
of the dollar, the currency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political 
psychology is very different in the U.S. versus that in Germany, 
Japan or Sweden who recently raised her interest rate. The only 
country besides the U.S. seems to be able to use stimulus policies 
to sustain her economic growth is China but then her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culture are uniquely different from the U.S. 
and other countries.

China is a large country ranked number two in world 
economy; her economy is not yet fully extended through an 
internal consumption based economy. Hence, it is a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Germany or Japan. China holds a vast amount of 
US treasury bills which supported her somewhat similar political 
psychology as the U.S. has; that is, to deploy massive stimulus 
measures to pump the economy. Japan and Germany also hold 
substantial dollar reserve as well but they have to use them for 
buying imports rather than freely spending it for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or easing or stimulating the economy. However, 
prudent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do worry that kind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nfluencing  economic policies. Hence, in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the conservatives are against the liberals opposing deficit spending, 
quantitative easing and ever increasing national debt. Similarly in China, the 
conservatives have similar concerns hence urging prudence and taking measures 
gingerly in managing her economy as well as protecting her currency (RMB) by 
negotiating more trade exchanges on RMB, fearing the devaluation of the dollars they 
possess.

Whether the economic measures practiced were derived from the common 
sense principle or not, they do not offer guarantee of success for sure. The fact, the 
world economy is so vulnerable to political events, such as, the stability of energy 
supply in the coming winter, the U.S.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ISIS) and 
Asia Pacific (Target China), the stability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urviving 
corruption scandal, Abe's right-wing agenda focusing on  restoring Japan's past glory 
instead of current economic problems, Russia's relationship with EU and the U.S. 
(Ukraine) as well as China's aggressive internal cleansing of corruption and her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endeavors (FTAAP and AIIB), all showing the dependency of 
economy on politics.  

Dr. Krugman's promised writing on Japan's current economy and lessons to 
be learned, undoubtedly hinged on China-Japan-US relations, should be more valuable 
than his liberal remarks blaming American voters being wrong in giving the 
Republicans a mid-term election victory. After all, the stability of world economy 
depends on the world leaders to learn from history to be prudent and sensible in steering 
their economic policies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common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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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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延昭

從 2001年 APEC上 海 峰 會 到
2014年APEC北京峰會，13年後的
再次在中國北京召開，一個非正式
經濟會議，從經濟中心上海到政治
中 心 北 京 召 開 ， 意 味 著 這 次
APEC更重要的是政治。也意味著
推動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乃至周邊
經濟的穩定發展是最重要的政治。

中國不再甘於簡單充當國際社
會的一個旁觀者或參與者，它要嘗
試主導國際議題並參與國際規則的
制定。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
直言，中方希望切實發揮APEC在
推進區域一體化方面的協調和領導
作用，完成《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
現亞太自貿區路線圖》。

從更廣泛層面來看，中國在亞
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抱負是維護穩定
的國際環境，以支持中國經濟的持
續增長。

隨著13年經濟的長足發展，此消
彼長，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
大經濟實體，日本在地緣經濟及地
緣政治中凸顯尷尬。

安 倍 上 臺 後 ， 在 經 濟 上 推 行
“安倍經濟學”，貶低日元，擴大
出口。在政治上游走於中美之間，
一方面借“釣魚島國有化”，強化
對釣魚島的管控，人為製造了東海
對抗，中日政治危機，渲染中國威
脅論。另一方面配合美國再入亞洲
政策，充當馬前卒，要去政治軍事
鬆綁，成為正常國家。於是日本就
陷入一個怪圈，想美國鬆綁就要製
造中國威脅；要製造中國威脅就要
國內軍國主義思潮配合，就要美化
及不承認侵略歷史，就要參拜靖國
神社作為精神傳承為標誌；要參拜
靖國神社就必然引起中國及亞洲被
侵略國家的反感；因為反感和警

惕，就造成政治與經濟的同時冷
淡，從而導致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甚
至衰退。

日本在安倍領導下，以民族主義
凝聚國內民心，在中國威脅論前提
下成功獲得美國對日本的政治及軍
事鬆綁，現在到了以正常國家身份
修復與中國關係，推動經濟發展。
達到退二進三，小步前進的目的。
在此輪博弈中，中國獲得的是能進
入釣魚島海域巡航，象徵著中國主
權的體現。經濟的長足發展，也為
對日談判提供了底氣。

隨著APEC會議在北京的召開，日
本來與不來，安倍見與不見，就成
為擺在中日兩國民眾及兩國領導人
間的問題。首先此是非正式會議，
不是邀請訪問。其次，這是從世界
經濟配角走向主角的的標誌性會
議，缺少重量級的日本就是不成功
的會議。這樣安倍來不是問題，安
倍如何來才是問題，如何對國內民
眾交待兩國存在的問題才是問題,一
切都是面子問題。這樣就有了中日
四點共識的產生。這樣就有了不帶
中日國旗的非正式會見，這才有了
不帶笑容，不正眼相待的握手照。

一、雙方確認將遵守中日四個政
治檔的各項原則和精神，繼續發展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二、雙方本著“正視歷史、面向
未來”的精神，就克服影響兩國關
係政治障礙達成一些共識。

三、雙方認識到圍繞釣魚島等東
海海域出現的緊張局勢存在不同主
張，同意通過對話磋商防止局勢惡
化，建立危機管控機制，避免發生
不測事態。

四、雙方同意利用各種多雙邊管
道逐步重啟政治、外交和安全對

話，努力構建政治互信。
四點共識的強調方向是“戰略

互惠”，基礎是“四個政治檔”，
問題是“歷史及釣魚島”，辦法是
“磋商機制及危機管控機制”，方
式是“對話”。也可以說是四個問
題各自解讀。

關鍵問題是關於釣魚島的第三
點，國內一片叫好，專家學者隨即
解讀為外交的重大勝利，日本承認
了釣魚島存在爭議。

然而，這一廂情願的單方面叫
好聲還沒有落幕，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就迫不及待地在記者會稱日本政
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關於“不存在領
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化。日本外
相的言論引發中方不滿，中國駐日
本使館12日表示嚴重關切。然而，
岸田13日再次就中日四點原則共識
發表言論稱，該共識“不具有約束
力，不帶國際承諾”。

日本再次重重的打了愚弄國內
民意的外交部官僚老爺們的臉面，
也打醒的國人，“中日APEC四點
共識”就是為APEC召開的臉面而
已，猶如"APEC Blue"：是短暫易
逝，不真實的美好"He is not really 
into you, it's an APEC blue!" 而不是
“ A i r  P o l l u t i o n  E v e n t u a l l y  
Controlled"（一切盡在天朝掌握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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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世界華
人 保 釣 聯 盟 網 站

(http://www.wcaddl.org)總 編
輯。

Why Apologizing to Japan?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中日關係

2014年10月21日，日本內閣官房
長官菅義偉在參議院悍然宣稱，
“河野談話” “有很大問題，我
們否認那個發言”，理由是日本
沒 有 發 現 可 以 證 明 強 征 “ 慰 安
婦”的資料。 

事實是否如菅義偉所言，日本
國內不存在強征“慰安婦”的資
料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在數以千計的“私家版”的日

本 老 兵 回 憶 錄 和 《 陣 中 日 記 》
中，記錄了大量強征“慰安婦”
的事例。1992年日本民間社團發動
了 “ 請 告 訴 ‘ 慰 安 婦 ’ 情 報 電
話”的活動，來自二戰老兵和當
事人、知情者的大量電話，以親
身經歷披露了日軍84個慰安所詳
情 ，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強 征 “ 慰 安
婦”案例，這些資料彙編為《性
與侵略——84個“軍隊慰安所”    
原日本兵們的證言》一書，由社
會評論社1993年版。同樣，由明石
書 店 正 式 出 版 的 《 從 軍 慰 安 婦
110番》，也記載了日軍強征“慰
安婦”的調查鐵證。

20年來，一批有良知的日本知
識人潛心研究和踏實調查“慰安
婦”歷史，出版了大量專著， 如

西野瑠美子的《從軍慰安婦與十
五年戰爭》、《戰場上的“慰安
婦 ” 》 ， 川 田 文 子 的 《 紅 瓦 之
家 — — 從 朝 鮮 來 的 從 軍 慰 安
婦》、《印尼的“慰安婦”》，

伊藤孝司的《“從軍慰安婦”女子
勤 勞 挺 身 隊 》 、 《 被 打 破 的 沉
默——亞細亞的“從軍慰安婦”
們》，金富子、宋連玉的《“慰安
婦”戰時性暴力的實態》，還有吉
見義明教授、林博史教授的相關著
作 ， 至 於 1993年 創 刊 至 今 的 季 刊
《戰爭責任研究》，更是登載了數
以百計的調查和史料。2000年，在
東京曾舉行戰後規模最大的“慰安
婦”倖存者的集會和對日本性奴隸
制度的民間審判，松井耶依等編著
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全紀錄》中
有60多位被強制徵用、擄掠至日本
軍隊遭受慘無人道性虐待的倖存者
現場控訴。

這些由被害者與加害者留下的當
事人口述資料與影像實錄，難道不
是鐵證如山的強征“慰安婦”的資
料？

至於20多年來，世界各國和日本
各界要求日本政府開放“慰安婦”
所有檔案，更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在1996年，經過聯合國小人權委
員會的特別調查官調查亞洲相關各
國，做出日本在二戰時期推行“慰
安婦”——軍事性奴隸制度的明確
結論以來，聯合國各個機構數十次
以決議、被告的形式，要求日本政
府認罪道歉；2007年，美國、加拿
大、歐盟、韓國、菲律賓等國國會
相繼通過了譴責日本政府推行“慰

安婦”制度的決議。美國前國務卿
克 林 頓 · 希 拉 蕊 女 士 更 是 明 確 指
出，美國政府檔不能使用曖昧的
“慰安婦”，而應使用詞義明確日
本政府在二戰時期犯下了國際社會
公認的嚴重反人道犯罪，可以說是
世界共識、鐵板釘釘的事情。

日本政府唯一應做的，就是改正
這種無賴態度，老老實實公開歷史
文獻， 以道德勇氣承擔責任，洗
刷歷史的恥辱，然後才能光明正大
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國方面，目前正在將日軍留下
的“慰安婦”檔案申請世界記憶遺
產名錄，這項工作將在明年春天有
最後的結果。韓國方面也準備在
2016年將韓國“慰安婦”倖存者的
口述資料申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目前，在中國大陸還有23位倖存
者生活在山西、黑龍江、海南、湖
北等地，我們每月提供生活費援
助，並已經調查獲取她們的受害經
歷。中國大陸已出版《慰安婦研
究》、《日軍性奴隸》、《上海日
軍慰安所實錄》、《日軍慰安婦制
度批判》等著作，2015年將出版日
軍“慰安婦”畫冊。今年公佈的吉
林省檔案館藏的日本關東憲兵隊檔
案中，有不少是日軍建立慰安所、
毆打欺淩“慰安婦”的資料，可謂
鐵證如山。

（作者: 蘇智良,上海師範大學教
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
主任）。

!

◎蘇智良

三． 
中美教育關係一向良好。歷史

上，由於美國傳教士十九世紀就
開始在中國興辦學校，培養了很
多人才。容閎以後，有清廷的官
派留學生，有美國退回庚子賠款
保送的學生，還有各種公費、自
費 的 留 美 學 生 ， 他 們 學 成 後 回
國 ， 貢 獻 很 大 。 留 居 國 外 的 人
才，也心繫本土，不斷回饋。一
百多年歷史積累起來的這種教育
關係，產生了根深蒂固的中美民
間友誼，歷經一百多年的時間考
驗，十分牢固。今天，不論大陸
或臺灣，無論任何領域都有留美
學 生 的 貢 獻 。 青 年 人 去 外 國 進
修，絕大部分以美國的學校爲首
選。

所以，臺灣有計劃地擴大中美
教育關係，引進美國優秀大學和
它 們 的 研 究 院 ， 在 臺 灣 設 立 分
校，是自然的下一步發展。

臺 灣 引 進 大 學 必 須 是 高 規 格
的。必須是引進富有教學傳統、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制 度 、 研 究 風
氣，以及學術上與科技上達到最
高成就的全科大學。這樣才有引
進的宏觀意義。同時，一方面考
慮臺灣自己的環境和需要，一方
面考慮面向西太平洋和東南亞學
生的需要，不妨特別著重引進與
海洋研究和醫學兩方面有特長的
學校。這兩大類學科都以美國的
造詣最高，最值得引進，對內提
高臺灣已有的優勢，對外則對西
太洋和東盟兩大區域学生具有最
大的吸引力。未來世界是海洋時
代 ， 臺 灣 的 地 理 環 境 和 位 置 特
點，需要提升海洋知識和海洋能
力。醫學是臺灣的強項，隨著各
國生活水平提高，對醫療保健的
需求全面提高，都迫切需要大量
優秀的醫生護士和醫學研究。臺
灣發展這兩方面的教育，可以在
某幾類學科上，擁有公認的國際
頂級地位。

教育和學校是大規模的無汙染
企 業 ， 是 發 展 知 識 經 濟 的 原 動
力，恰好適合臺灣發展的願景。
教育和學校可以成爲臺灣的支柱
產業，奠定未來知識時代立足的
堅實基礎。

四．
人人知道，最堅定、最長久的

友 誼 ， 最 深 度 的 相 互 了 解 與 互
信，是存在於從同一個學校，同
一個學校系統唸書出身的同學之
間。教育是建立青年之間永久友
誼的最可靠途徑。這種友誼是日
久彌篤。

臺灣引進美國優秀大學，除了
很多美國學生會選擇到臺灣來讀
他們頂級學校的分校外，東南亞
和西太平洋各國學生更是外國學

生的主體。這將有助於提高臺灣與
所有四面八方的友好關係。臺灣過
去吸引僑生，成績非常好。將來將
提升為擴大兼吸引非華僑的外國學
生。

大量國際學者、教授、學生（以
及大陸學生）、訪問學人常住臺
灣，並不停地有學界人士的來往，
構成一種安全保護網。因此，臺灣
多花錢引進美國大學，少花錢購買
美國武器，必然得到大陸的放心，
有助於鞏固與大陸的和平關係，卻
不會危害臺灣的安全。

臺灣國際教育地位的提高，可提
高自信心，並贏得大陸人的欣賞，
避免因為被看小而發生武力沖突，
兄弟相殘，兩敗俱傷。

引進大學，不像引進工廠那麽容
易和快速，需要幾十年一步一步細
致地進行。但是只要大政方針一
定，一經啟動，整個趨勢就開朗明
確，人心安堵。在這長期間內，政
府和各黨派、學界、企業界、新聞
媒體、民間團體，各方面的人都會
參與，聚焦全社會的注意力，有助
於提升內部的團結精神。

五． 
臺灣的留美學生人數衆多，有成

就的不少，在美國教育界擁有聲
譽。引進美國大學，不缺乏人的媒
介因素。

臺灣內有法治基礎，外有走向世
界的豐富經驗和智慧，國民精神積
極進取。臺灣有相當規模的民間企
業，有捐款給教育的風氣，可以捐
助建校基金，提供學生助學金，幫
助設立各種實驗室、學術與科研項
目等等。臺灣具備這些條件，基礎
厚實，時機當前，著手引進五個到
十個美國頂級大學正當其時。

世界的全球化必然會有教育的全
球化配合。這個趨勢已經日漸明
顯。臺灣必須加入教育的全球化，
也必須設法因應全球化帶來的種種
衝擊。任何國家早晚勢必面對和應
對這些衝擊，及早主動地踏入這個
潮流巨浪，將從世界性的教育激蕩
中脫穎而出。

臺灣引進美國大學，顯示與美國
的關係保持密切，也就是顯示沒有
與大陸走向合並的不歸路，使擔心
“統一”的民粹派放心，內則提升
穩定，外則不必因為“臺獨傾向”
而使大陸緊張。只要不走臺獨的不
歸路，大陸便放心。因此，引進美
國學校對大局的好處是改善中（大
陸）美關係，提升太平洋兩岸三地
（包括陸港臺的“兩岸三地”）和
整個東亞的和平與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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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臺灣教育　　中美關係（下）
◎吳章銓

穩定穩定
日本必須徹底承認軍事性奴隸戰爭罪行

猶如

（上接＃64期）

◎王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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