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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serve(s) a vital function in human society no matter what 
political system it is functioning under. Journalists, including 
everyone contributing to the media, perform a noble duty to report 
truth and maintain justice for mankind. However, today's media 
industry and some media professionals are corrupted and become a 
tool of the ruling elites whether they control a single party or 
multiple party political system or government. The controlling elites 
possess wealth and power far more than the mass. Around the world, 
say 193 member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 they striv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unfortunately, all face a common 
problem - the huge wealth gap in society. Putting it simply, the 20:80 
phenomenon occurs because that twenty percent or less of the 
population posses 80 percent or more of the wealth, thus creating a 
20:80 division in the society where the 20% elites are the ruling 
class. Fortunately, this 20:80 phenomenon has become more 
observable and understandable by the masses both in capitalist or 
socialist societies begging for changes.

The Mainstream Media are generally controlled by the elites 
(20%), however, with advance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Organic 
Media appealing to the mass (80%) has sprouted. One often can find 
publications in the Organic Media dealing with an important topic 
normally discussed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but appeared to reach 
the 'innocent' masses. I found one such publication integrating the 
news in the mainstream, presenting with in-depth analysis and 
aiming to sound an alarm about the 20:80 problem and a concern 
about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namely the aspiration of young 
people for their future. This article, written anonymously in Chinese 
and entitled, "范冰冰事件暴露出美囯对华计划，令人胆战心惊！
", has appeared in  and other websites. The tax evasion by Xila.com
the famous actress Fan Bingbing, is a current news widely reported 

but this article links the news to a big topic, Culture War, a strategy of 
the elites to control the world.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refers to Zbigniew 
Brzezinski, a political strategist who, served 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under President Carter, had written books about how to maintain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of the U.S. through a non-military strategy which 
I would characterize it as 'Culture War' or in his words: How to Win in 
World Competition. In this column, I shall use the above Organic media 
article to exte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big topic which it alluded to - 
from culture war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

Fir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bove article can be summarized briefly 
as: 1. Tax evasion of Fan Bingbing (hundreds of million dollars) is the 
result of greed prevailing in the movie industry, originated from 
Hollywood, hiding income with devious means to avoid taxes. 2. 
Hollywood is the key component of the 'Soft Power' of the U.S. to 
influence and control the world consistent with Brzezenski's thesis of 
winning competition. 3. Specific means of providing the masses with A. 
Entertainment that dissipates people's energy (examples, sex, games, 
gossip talk shows etc.) and B. Media Games that satisfy people's mental 
void (examples, soup opera, talent shows, idol worship, etc.). The article 
highlights Brzezinski's books such as America World (2008) and Grand 
Chess Board (1997) and placing Brzezinski's 'winning competition' as an 
evil strategy. These arguments are probably more substantiated by facts 
observable today on media power than supported by his intent long 
before writing his books. However, the above two flags raised by the 
Organic Media attributing "tittytainment" as the weapon of 'soft power' 
and 'culture war' initiated by the media industry do have their own 
merits; the media industry has been globalized and its world-wide 

influence and financial control certainly belong to the 20% elites of the 
world.

The masses of the world do seem to lose interest in serious thinking in 
political ideology and life aspirations giving in to trivia entertainment. 
Gossip news filled the media and Internet amplified them. Young people 
are lost substituting media stars as their life advisor rather than studying 
learned philosophers. To these points, the article presented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1. People lost thinking ability, 2. Rigid new classes formed 
by 20:80 and attributed to the 'soft power' and 'culture war'. Money is used 
to buy and generate elites (recruiting and scholarship to elite students). 
American values and brainwash are delivered through media.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to opposition even enemy's enemy to topple a 
government. Buy and corrupt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power to achieve 
regime change. Again, these charges can be substantiated with facts despite 
the control of mainstream media, however, the prevention of the above or 
reversing the tide is possible.

For a culture war, there can be a culture defense even a culture revival. 
When there is an invasive 'soft power', there can be a defensive 'soft power' 
even a counter soft power. China seems to be seriously concerned with the 
above issues initiating policies to deal with the 'soft power invasion'. Long 
before Fan Bingbing's case being a hot news item, one can see that China 
has exerted as much counter effort to deal with the 'West soft power 
invasion'. China allocated significant funds to support the Chinese culture 
media productions from movies, culture show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rts and music, etc., etc. China sponsored 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 to cover the neglected news from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hina especially focuses on motivational media production highlighting 
not only heroes of the past but also the great achievers of the modern time, 
including scientists, inventors and engine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s of modern China in fields of architecture, bridge building, dams 
for generating electricity, high-speed rails, jumbo planes and variou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from satellite positioning, space shuttle and 
exploration, agricultural to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sciences.

The above Organic Media article most likely will not get as many 
eyeballs as the Fan Bingbing's gossip news. As a person dedicated his 
retirement life to media work, I hope to do my best to reach out to the 
masses in the world with facts and truth.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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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湘濤

美國不斷受中國崛起的壓力，感

覺霸主地位受到動搖，從奧巴馬時

代起，已經不斷在釣魚島和南海制

造麻煩，對中國施壓，但都很少在

經濟方面著力。

到川普做總統，看到中國迅速發

展，尤其中國推出2025年的發展宏

圖   如 能 成 功 ， 美 國 的 一 哥 地 位  

(America First) 不保，所以有必要即

時打壓中國崛起勢頭，利用經濟，

軍事，政治和一切可行手段，為彰

顯 霸 主 地 位 ， 批 評 和 威 脅 退 出

WTO和 聯 合 國 ， 退 出 和 伊 朗 核 協

議，和蘇聯的中程彈道彈協議，

TPP等，同時對所有國家，包括盟

國，實行按美國要求，重訂兩國貿

易關稅協定，這些單方面霸道行

為，目的不外乎測試美國，目前對

世界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而這是

非常冒險的行為，將會引致全球不

安和經濟動盪，而美國亦是冒著霸

主地位迅速滑落的風險。

單邊主義的貿易戰，目前的現實

情況，已經令美國股市大跌多次，

進口產品物價上升，國民負擔增

加，對美國負面的影響將陸續湧

現，石油美元動搖，盟國眾叛親

離，最近連日本，以色列這些鐵桿

盟友，都給中國招手統戰過去，美

國 己 變 成 孤 家 寡 人 ， 又 是 First 和

Last，全都包了。

反觀中國的應對，都能化危機為

發展機會，美國安行單邊貿易主

義，增加關稅，重訂兩國間貿易協

議，不按WTO規則辦事，而中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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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多邊貿易，減關稅，更大開放市

場來應對，將歐盟和其他國家，都

吸引來中國投資和銷售，中國變成

世界經濟動力火車頭，一躍而成世

界經濟發展的老大，萬國來朝，每

月來中國參加各種會議的國家，絡

亦不絕，而此時美國則門庭冷落，

又內耗不斷，一比之下，中美的貿

易戰實在勝負已分。

現在美國已經無法在經濟和政治

上，遏制中國快速的崛起，最後的

選擇，只有通過軍事來向各國施

壓，証明霸主的地位仍在，希望來

達到美國的祈望，尤其對中國崛起

的壓制，將會通過釣魚島，台灣，

南海等地域爭議，來制造麻煩，迫

使中國對美國要求的妥協。

似乎這都是一商情願的做法，相

信只要行動超越了中國的底線，中

國是絕對不會退讓，到時美國將很

難找到戰爭代理人，代為出頭，因

為所有盟國早己被拋棄，日、韓、

又己經被中國的東北亞自由貿易圈

統戰了，美國只有親自出頭，到時

大國直接交峰，最後只有兩敗俱

傷，世界混亂，俄、印、歐等國將

會漁人得利，在行動前、美國是否

要三思呢？考慮不周將會誤國殃

民，為禍後代。

寄語現今美國智庫，中國崛起條

件和戰略俱備，勢不可當，只有中

美合作共贏，才是美國真正的光之

明路。

◎裘國英

美㆗貿易戰解析

大約六月初,一位在台灣的朋友發

信 邀 我 參 加 韓 國 瑜 的 LINE  粉 絲

團,讓人數能超過十萬,我毫不猶豫就

參加了,慢慢的對他的競選活動產生

了極大興趣,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

點閱YOUTUBE 上各種有關韓國瑜

的各種報導,發現他有幾個特點:

第一,他不怯戰,他明知道高雄市

的政治板塊是綠大於藍,還是明知山

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當北農總經理

時面對段宜康立委無端指責的據理

反駁,對王世堅議員惡意咨詢的玩笑

回應都證明他是一位能征慣戰的將

才!

第二,他找對了選戰的主軸是經濟

議題,他指出高雄在民進黨長期執政

後,負債高達3000多億,年青人在高雄

找不到工作而北漂的人數高達三十

多萬,高雄到處都是求售和招租的廣

告顯現百業消條,他更明白指出說,高

雄人民不欠民進黨什麼而是民進黨

太辜負高雄人民了,呼籲大家要用選

票來討回公道!

第三,韓國瑜做人非常"阿沙力",草

根性強,加上他能言善道,有極大的親

和力;他與國民黨以前所有頭頭都不

一樣,不像那些頭頭們的皮笑肉不

笑,不像那些頭頭們的陰陽怪氣,不像

那些頭頭們的滿嘴官腔,人們驚嘆,國

民黨的醬缸文化中如何能培育出像

韓國瑜這類奇葩來?

第四,他從不對陳其邁作人身攻

擊,明知對手老爸是大貪官卻絕口不

提此事,表現他雍容爾雅的競選風

格,也化解了對手抹黑的力道,從菜

虫到流氓再到黑道,對手扣在他頭上

的帽子越大,他的民調卻越高!

發現了韓國瑜以上的特點之後,不

知不覺之中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

韓 粉 ,有 一 種 想 幫 韓 做 點 事 的 衝

動,便打電話請我高雄的一位好朋友

替我捐美金 100元(NT 3000)給韓國

瑜並把這個事實的來龍去脈發進朋

友圈 WeChat 中,沒想到我的不經意

抛磚卻為韓國瑜引來一塊大玉,好友

汪健生也隨後在他朋友圈中號召為

韓國瑜買滷肉飯,中美論壇各位社友

更是熱烈響應,筆者在一片興奮的氣

氛中,跟隨大家加碼自己的捐款:周

友道(US 1000),張文基(US 500),佟秉

宇(US 500),陳立家(US 500),陳憲中

(US 500),范湘濤(US 500),傅建烈(US 

500),馬 在 莊 (US 500),高 志 雲 (US 

330),張一飛(US 165),另外馬在莊在

他的社區內朋友另外募款約4000美

金也全數交由健生兄轉交給韓國瑜

競選總部,據健生兄報告,不到兩星

期時間,為韓國瑜捐款约 136萬臺

幣,可謂替韓國瑜雪中送炭,替韓解

了燃眉之急!難怪韓國瑜本人在百忙

之中還親自打電話向汪兄致謝!

我們為韓國瑜捐款的活動是兩個

月以前的事了,那時候韓的民調落

後將近十個百分點,而最新的TVBS 

民 調 韓 己 反 超 陳 其 邁  42% 比

35%,高雄白派掌握的農會宣佈支持

韓國瑜,高雄市群英婦女會理事長

潘金英不懼民進黨開除黨籍為韓國

瑜助選,有一位連任四屆議員的市

長候選人自動退出要幫韓助選,有

十多位有頭有臉的民進黨資深黨員

公 開 撕 毀 民 進 黨 黨 證 要 幫 韓 助

選,有一百輛計程車司機將於本週

末聚集爲韓國瑜造勢。與一位武館

館長電視直播收視率逹七百多萬人

次,連韓國瑜洗頭的電視轉播收視

率都有八萬多人次,可見韓的人氣

有多旺,可見韓的勢不可擋!

在形勢一片大好之下,筆者要以

韓粉的身份向韓建議以下幾點:首

先,要步步為營,對民進黨所有的奧

步,損招和毒招都要有所防範,民進

黨從假影帶,走路工到真子彈,無所

不用其極,這次狗急跳牆還會使出

什麼手段,韓營人馬要提高警覺!其

次,雖然韓國瑜本人一再自嘲自己

是歪嘴的雞不挑食,歡迎任何人來

幫他站臺助選,但筆者認為:這次選

戰輝煌成績全都歸功於自己的努

力,不需任何自以為是的大咖來替

自已加持,尤其不需要像馬英九之

類的過氣政客來站臺。孫大千也呼

籲國民黨所謂的大佬們離開韓國瑜

遠 一 點 以 避 免 損 害 韓 的 選 情 ;最

後,筆者要鼓勵韓國瑜用自己的方

法走自己的路,爲高雄人民找出一

個安居樂業的新方向來!有臺灣的

政治評論者根據民意走向推定,韓

國瑜可能成為未來數年藍營中的

"新太陽",他不但可以帶領高雄人民

走出困境,更可以帶領臺灣人民走

出困境,是否如此,且讓我們拭目以

待!

◎㆗偉

為甚麼美國要對世界發起貿易戰？為甚麼美國要對世界發起貿易戰？為甚麼美國要對世界發起貿易戰？

Culture War - 20:80 Strategy to Control the World

台諺"吃急弄破碗"就是造成今

天台獨政府面臨危機的寫照，不

但民生凋敝、環境污染、司法不

彰、供需失衡、甚至從飛機栽進

河裡遊覽車翻落斜坡到火車也會

出軌來看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已

開發國家。完全執政的台獨政府

才兩年多而已，已經搞得台灣天

怒人怨，政權腐化崩落之速可以

列入金氏紀錄，理由無它正是因

為理智被權慾所蒙蔽而認為人民

只不過是我的肉票而已。

選前靠"囝呆丸郎"騙票，選後

還真以為"呆丸郎"會死心塌地的

任我擺佈。於是乎維持現狀變成

了對峙現狀，"囝呆丸郎"還要變

本加厲成了要以"囝你笨郎"而自

居，轉型正義實際上根本就是赤

裸裸的夾怨報復，主權尊嚴除了

為韓國瑜競選加油為韓國瑜競選加油為韓國瑜競選加油

任誰都看得出來，臺灣經台獨兩
年執政後，已弄得百業蕭條，民怨
四起。只有他們自己才會自我感覺
良好，厚顏無恥地自吹自擂，歷數
其執政後取得的各項政績。令人詫
異的是，越是為人們所詬病者，越
是被他們引以為傲，例如年金改
革，又例如不當黨產處理等。這些
近似強盜掠奪般的手段政策，絕非
正常人所能為，所忍為，所敢為。

難道台獨的腦袋與思維邏輯，就如
此地異于常人嗎？或者他們本來就
是一群喪心病狂，貪婪成性的狂
徒？

我很少寫有關選舉的文章，尤其
是有關臺灣的選舉。一是我根本懷
疑選舉能真正體現民主的真諦，尤
其是像臺灣這種民智尚未完全開
發，處處充斥著濃郁的民粹氛圍的
地方。二是我認為，民主謹是一種
手段，而非目的。任何負責的政
黨，都應將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若與此背道
而馳，便不是個合格的政黨，甚至
是個反動的政黨。若在選舉中把社
會弄得烏煙瘴氣，民不聊生，就更
沒有資格生存於社會之中了。

如果說，我更本完全不關心臺灣
的選舉，也絕非事實。我之所以還
會關心臺灣的選舉，其根本原因，
就在於臺灣選舉的結果，無可避免
地將會影響到兩岸和平，涉及到臺
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
全。其中也包括了我年逾百歲的老
母，剛將從幼稚園畢業的孫外甥
女，從小學到研究所各個階段的恩
師，

親朋好友，左鄰右舍。我無時無
刻不在掛念著他們，不斷地在祈
禱，希望兩岸不要發生衝突，他們
不會被戰火所波及。

今年7月13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國民黨前主席
連戰先生，率領的臺灣各界參訪
團。為什麼習主席會于此時主動邀

見連前主席，而為什麼連前主席
又會率領了如此龐大，幾乎包括
了臺灣各個階層，各個行業的代
表團應邀前往呢？許多人都已看
出，這是因，一，台獨政權執政
以來，悍然拒絕了維持兩岸和平
的"九二共識"。他們天真地以為，
有美日反華勢力撐腰，

大陸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在
臺 灣 胡 作 非 為 ， 而 徒 歎 奈 何 。
二，臺灣同胞鑒於台獨勢力恣意
挑釁大陸，咸感台海即將風雲變
色，而憂心忡忡。此時會見，即
可對美日反華勢力，及台獨當局
再一次清晰地劃出不可逾越的紅
線，又可安撫臺灣浮動的人心，
讓他們瞭解，"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仍是大陸追求的目標。

大陸絕不會輕易啟動反分裂法
中有關的非和平方式。

今日臺灣真正令人憂慮的，還
不只是有個強悍，蠻不講理的執
政黨，而是缺少一個有擔當，有
作為的在野黨，能有效地制約執
政黨。如果有一天，兩岸不幸起
了衝突，使臺灣人民遭遇不幸，
執政的民進黨固要負責，而在野
的國民黨也難辭其咎。    

即將於今年11月24日進行的地
方 選 舉 ， 現 已 進 入 緊 鑼 密 鼓 狀
態，各個候選人都已進入戰鬥位
置。臺灣將選舉稱為"選戰"，若從
選舉緊張熱烈的氛圍來看，並不
誇張。但願選舉的結果，能令臺
灣更團結，而不是更分裂。但根
據以往的經驗，不但競選的各政
黨，各候選人間，劍拔弩張，惡
言相向，同政黨內部也往往鬧到
分崩離析，久久難以彌合。

夾緊弄破碗夾緊弄破碗夾緊弄破碗
◎孫大衛  

只會跟對岸叫囂外其它通通放棄，

只在乎面子工程大搞地上建設卻不

在乎地下千瘡百孔管線銹蝕，只花

大錢購買軍備卻不在乎軍心潰散兵

源匱乏，好康肥缺只犒賞給親近樁

腳而全不考慮是否專業適任，在野

時頻搞街頭運動而執政了還要繼續

搞街頭運動，難不成是抗議自己執

政無能還是台獨無望？

中美貿易大戰，台獨政府使出渾

身解數幫老美搖旗吶喊落井下石，

只為了一己私慾而毫不在乎在大陸

的台商同樣會遭受池魚之殃，甚至

台灣近十年唯有來自大陸的貿易盈

餘也將消失殆盡。台獨份子經常拿

台灣最寳貴的資產就是民主自由來

做為抗拒與大陸統一的藉口，卻對

◎謝芷生

大陸給台灣的惠台措施進行百般

的阻擾，台灣對雙重國籍都能接

受卻唯獨對大陸的居留證視為蛇

蠍，姑不論台灣是否真的民主自

由，但至少可以證明大陸不怕你

過來比，而台獨政府卻是硬要逼

迫人民駝鳥般的埋入沙裡。

當看到南北韓很快就會要達成

終戰協議時，美日也只能晾在一

旁無權置喙，而從此恐怕再也無

法插足東北亞，製造兩韓矛盾而

魚利其中。

當然這也是給了台灣人民一個

最好的啟示，拋棄台獨政府從中

做梗的時機到了，兩岸的和平協

議當然也可以由兩岸人民自行決

定，至於不甘願的台獨皇民們就

搬去日本繼續效忠天皇吧！三十

天後的選舉就是攸關台灣前途未

來的前哨戰，台灣人的覺醒要清

楚的表達拒絕再被台獨皇民們的

裹脅，並且還要高聲的傳遞信息

給美國佬，"亞洲的和平安定不須

要你們來攪局"！

臺灣選舉與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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