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㆒、前言
自春秋戰國以降，在中國歷史上，有三位偉大的君王在文治與武功

上均有非 凡的成就，即漢武帝、唐太宗和康熙皇帝。但其中只有唐太
宗做到了「打天下」 與「建國治國」的雙重艱巨任務。孟子說：「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從漢武帝到唐太宗，中國卻等了七百多年
才出現這位領袖。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外強進逼，中原群雄紛起。
當時最大的外患為西北邊境的東突厥. (Turks，為現今的土耳其人的同
宗) ，勇猛好鬥，強悍浩大，自認是狼的後代。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 CE)是太原留守李淵(565-635 CE)之次子。十
七歲 時曾率騎兵百餘，衝掠軍力十倍以上的突厥大營，以提高士氣。
大業十三年(617 CE) 李淵率兵南下，以世民及長子建成為主力，攻取
長安。次年李淵稱帝，改年號為武德，歷史進入唐朝，世民以功受封
秦王。接著四年內，世民統軍，先後北滅劉武周，東降王世充，生俘
竇建德，瓦崗軍李密也歸唐，掃平群雄，時世民才 二十三歲。

「玄武門之變」(626 CE)，兄弟鬩牆落幕，世民殺戳了太子建成與
弟弟齊王 元吉。兩個月後高祖李淵禪位，被奉為太上皇，李世民登上
帝位，為唐太宗。翌年初，改元貞觀，開展出一段國泰民安的「貞觀
之治」。對外，貞觀四年，唐將 李靖、李勣大敗突厥，突利可汗降，
頡利可汗被俘，強大的東突厥滅亡。諸國誠服，稱他為「天可汗」。

太宗的文治武功千年頌讚，可談的太多了。此次談話將只著重於
「太宗與兩位大臣的互動，從而探討他的性格與政治智慧」。

閲讀全文請點撃 us-chinaforum.com。

h

326

The protests in Hong Kong (HK) against the extradition bill started on 
March 31st, 2019 and evolved into a massive movement in June involving 
as many as half million people walking on the streets demonstrating. Up 
to now, the unrest in HK has been over 200 days changing from a 
growing peaceful mass movement to a shrinking but violent protest more 
like riots than demonstration. In the past near seven months of unrest, the 
HK mass and organic media have revealed a lot of hidden issues in HK 
beyond the mere concern of the extradition bill. They are: 1. Hong Kong's 
severe wealth gap and deficient housing supply problem in the extremely 
crammed and expensive city created a large unhappy population 
struggling under diminishing economic opportunities. 2. Hong Kong's 
colonial education system, left unchanged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 
produced generations of youth with a false HK pride unable to face the 
reality of HK losing its competiveness to her neighboring Shenzhen. 3. 
HK's Judicial System filled with judges with dual citizenship (UK's and 
HK's) acting leniently towards arrested protest0rs and thus emboldened 
them. 4. HK's Media own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conglomerates and 
owned produced inflammatory reporting causing mistrust between the HK 
people and their government. 5. The external influence (foreign powers, 
Western media and high concen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ies in HK) 
supported the demonstrations and the violent riots turning the HK unrest 
into a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actice.

The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HK HR&D 
Act) of 2019 is a bipartisan American legislation directing various US 
departments to assess whether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HK justify 
changing HK's unique treatment under the U.S. law. The original HK 
HR&D Act consists of five main points: (1) reaffirm the principles set 
forth in the US-HK Policy Act of 1992 (established prior to HK's return to 
China); (2) support the democratic aspirations of the people of HK; (3) 
urge China's government to uphold its commitments to HK; (4)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 by 2017 of a democratic option to nominate and elect 
the Chief Executive of HK, and the establishment by 2020 of democratic 
elections for all members of the HK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5) support 
freedom of the press. Since HK'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China has 
practiced its one country two system policy letting HK people governing 

HK with HK's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ed and the executive head 
elected by the council. HK has a three branch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government system governed by its Basic Law, HK's 
Constitution,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1990 prior to HK'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 In fact, the CCP has not 
only kept its promise of letting HKers managing HK but also helped 
HK developing a healthy economy under law and order.  

In the U.S., the people or their two political parties often have a 
strong opposing view on a political or social issue, for example, on the 
acceptance of illegal immigrants or granting them voting rights. HK 
people also often have opposing views on legislations, modification of 
election methods and/or the policy and performance of their Chief 
Executive. Currently, HK enjoys complete economic freedom and is 
politically self-governed by the HK people under her Basic Laws with 
her legislators half (35) directly elected by the geographic district 
residents and the other 35 elected indirectly. Her Chief Executive is 
elected by 1200 election commissioners – an electoral college. Like 
many countr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there are opposing political 
factions in HK, some favor a gradually evolving political system but 
satisfied with the one country and two systems, some favor a fast 
changing pace to a general suffrage system electing all officials directly 
and yet some favor to make HK independent of China (like re-
secession) which is obviously unrealistic as California seeking 
independence from the U.S. With a history of colonial occupation, HK 
has been dominated by a few families (for instance, 90+% land of HK 
are owned by four families) and the elites employed by the wealthy 
families (many of them are British citizens). HK's demonstrations on 
various issues are not alway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for example, 
on immigration laws (the wealthy who need labor and the politicians 
who need votes have different views from the common citizens' views) 
and the current controversial extradition bill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spies living in HK but actually beneficial to law and order).

The original HK HR&D Act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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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與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電
話交談後，川普決定將美軍從土敘
邊境撤出，給土軍進入敘利亞清除
庫爾德武裝力量開了綠燈。 三周以
來情勢的發展，證明敘庫爾德人是
最大的輸家。 庫爾德人的命運又給
當今的台灣人民什麼現實的教訓？ 

川普的決定受到美國兩黨「精英
階層」的廣泛批判，但卻是一個勇
敢的，理智的符合美國根本利益的
決定。 從1991年蘇聯和東歐史達林
式的共產政權相繼垮臺後，美國原
有一個曠世良機向全世界展示 「美
式民主的普世價值」  ，但是在兩黨 
「精英」  的主政下卻造成世界性的
災難，更造成美國今天所面臨的嚴
重政治、經濟、和金融危機。 川普
就是因爲反應了庶民的焦慮不滿而
在3016年當選總統的。 他有許許多
多缺點，但是他是美國過去廿餘年
來從克林頓總統以降，唯一的忠實
兌現對選民承諾的總統，一掃美式
民主的世界性（包括台灣）問題：
選出沒有誠信， 只顧私利的騙子。 

敘利亞從一戰後都是一個在中東
地區相對繁榮而且善待少數族裔的
國家，所以成為許多少數族裔爲了
逃避土耳其的殺戮和迫害的避難

所，然而從2011年以來因爲美國新
自由主義者製造的中東顏色革命，
企圖推翻阿薩德政權而開始動盪。 
但是由於「精英階層」的無能，幾
年下來事與願違，造成今天俄羅
斯、土耳其、伊朗和敘利亞的准軍
事聯盟。

美國在敘利亞的唯一當地盟友只
剩下庫爾德武裝力量。 庫爾德人爲
了對抗ISIS犧牲了一萬一千人，在
總人口僅一百六十萬的敘利亞庫爾
德人是慘重的。 川普當然背叛了庫
爾德人，然而從一戰後庫族長期成
為早期英國，後來美國在中東地緣
政治棋局上的一個棋子，這是第八
次的背叛！ 

國際政治的現實就是國家利益，
一戰後的巴黎和約，二戰末期的雅
爾達密約中國不都是受害者嗎？ 從
川普的角度看，土耳其爲了自己的
國家利益已經下定決心揮兵南下要
在 土 敘 邊 境 建 立 20英 里 深 的 緩 衝
區，隔離土敘的庫爾德人，除非決
定與土耳其大規模衝突，區區數百
美軍豈能阻止土軍的前進，與其冒
著傷亡或被俘的結果不如抽身將兵

力轉移到其他重要的中東地區。 美
國早已失去敘利亞，斷然抽身，可
放大俄、土、伊朗，敘利亞的矛
盾，給予美國一個更超然的地位。 

庫爾德總人口超過三千萬，是中
東沒有自己國家的最大民族，主要
散居在土、敘、伊朗、伊拉克四
國。 伊朗的庫人基本上已經融入主
流社會，沒有獨立分裂問題。 伊拉
克的庫人在薩達姆被推翻後，擁有
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地位，也過
得挺滋潤的。 土耳其在民族主義的
埃爾多安執政後，受到左翼思潮影
響的庫爾德工人党發動了爭取民族
自決的武裝鬥爭，是造成今天土敘
境內庫爾德地區不安的主要因素，
促成敘利亞境內的庫人武裝獨立運
動，2011年後敘利亞的動亂導致敘
政府對邊境地區失去控制。 

台灣人民與大陸同文同種原本沒
有獨立的理由，然而，長期的分治
和國際因素誘發了台獨勢力。敘利
亞庫人的命運值得台灣人深思，在
2020大選必須拋棄以台獨做幌子，
而實際上是爲了 鞏固個人權位、貪
污謀私、危機時遠走高飛棄台民於
不顧的集團！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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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on behalf of the HK people. Today, 
the HK People has more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n most people in 
Asia perhaps even more than the U.S. citizens, judging from how HK's 
frequent demonstrations are treated. Violent protestors would never be 
tolerated in the U.S. or U.K., examples are Wall Street or Dunning Street 
demonstrations. However, the U.S. and U.K. media persistently reported 
onesidedly favoring the protestors and slanting the HK police. Most 
people caring about HK, especially Chinese Americans and Chinese 
Britons, who saw the real video footage of riots or experienced them in 
person, are furious about the hypocritical behavior of American 
legislators such as the Cuban American Senator Marco Rubio (one of the 
main sponsors of the HK HR&D Act) who has become famous for 
inviting all sorts of dissenters to the Senate to testify slanting China. He 
sometimes anxiously puts words in the witness's mouth or hastily makes 
tweets (recalling his rush to tweet "collapsing German dam in Venezuela 
causing blackout" - German Dam is actually a reporter's name who 
wrote about the blackout in Venezuela). We suspect Rubio's real 
motivation is his political ambition. He sees an opportunity of gaining 
name recognition by being the number one China hater in the Senate. He 
has only turned to be a China-hater following his loss to Trump in 
Florida in his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The 2019 HK HR&D Act does not do anything to improve HK's 
democracy. Rather, it may destroy HK as a free Financial Center, 
causing irreparable damage to the world financial system due to a 
domino effect in the financial world possibly resulting in a world 
recession. No citizens in the U.S. or U.K. would dare to destroy 
properties, use self-made bombs, beat-up innocent people and police and 
immobilize public transportation like HK rioters had done. No one 
would get away with it like the HK rioters. By passing the new 
HKHR&D Act, it is essentially endorsing violence, a hypocritical 
behavior, and it may just backfire to encourage more violence not only 
in HK and but also in our own homeland. The US-China Forum has just 
initiated a petition to the White House urging President Trump to reject 
this 2019 HK HR&D Act. We ask our government to focus on obtaining 
a trade agreement with China quickly so that the two countries can seek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Two great nations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bound to have competition. However, only fair and open 
competition will benefit each country's economy and promote world 
prosperity. Agitating and destroying HK may give China a setback but it 
will also hurt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in the end hurting the 
U.S.. 

㈳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秉和   張㆒飛   陳立家   陳憲㆗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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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美國利益川普背叛庫爾德㆟�為了美國利益川普背叛庫爾德㆟�為了美國利益川普背叛庫爾德㆟
庫爾德獨立悲劇顯示台獨只能帶來災難

Why Should Trump Reject the New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中美論譠社於10月22日發起致白
宮請願書，要求川普總統拒絕最近
衆議院通過的《2019年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H.R.3289），得到各
界廣泛的關注，我們在此回答一些
許多人關心的問題。 

1. 爲 什 麼 要 提 出 這 個 請 願
書？ 

因爲這個法案將危害香港，中
國，美國，特別是在美華人的根本
和長遠利益。

香港示威活動持續將近5個月，
已經變質為危險的和暴力的動亂，
這嚴重的破壞了民主，和平和繁榮 
。 香港有內部的深刻矛盾，必須解
決，然而動亂危害了任何和平解決
問題的基礎，所以恢復治安是香港
市民最關心的問題， 而這項法案可
能發出鼓勵暴力動亂者的錯誤資
訊，違反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 

某些境外勢力企圖製造香港動
亂，從側面鉗制中國，如果能迫使
中國採取激烈手段，更有利於他們
組成反中聯合陣線，遲滯中國的崛
起。 

美中關係正面臨巨大挑戰，美國
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置入
於一個複雜的中國內部問題上，不
必要地與中國對抗。 過去十幾年的
歴史清楚地證明了不必要的對外干
涉政策是失敗的，是造成美國今天
困境的最大原因。 迫使中國成為美
國的敵人將是美國最大的災難！ 

2016年川普總統的當選就是庶民
覺醒的結果。 我們強烈贊同川普所
主張的不干涉別國主權內部事務的
原 則 ， 因 爲 這 是 美 國 的 立 國 精
神，也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因
此，我們敦促總統拒絕H.R.3289。 

近年來，美國的「精英階層」越
來越傾向于把中國當成敵人，「香

港民權法案」是最近的一個例子，
如果這個傾向繼續下去將從根本上
危害所有在美 居住的華人，不論你
來自何處與個人的政治傾向。 不要
忘記十九世紀的排華法案，二戦時
期囚禁日裔美人的歴史，韓戰時以
錢學森爲代表的華人學者的遭遇，
等等。 

中美論譠社做為美籍華人知識份
子的組織，責無旁貸的發起這次請
願活動。 

2.簽名請願書有用嗎？ 
如果11月21日前，有超過10萬人

簽名, 總統必須回答我們的請願。 
難度當然不小, 然而, 衆志成城，希
望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 發 出 我 們 的 心
聲。

美國正在重新訂定對華政策，從
最近半年來的貿易戰，香港動亂，
台灣問題等等都可看出在對華鷹派
的一輪輪攻勢受阻後，美國國內的
務實力量開始發出不同的意見，這
個時侯是我們發出聲音表現力量給
務實派提供資料和數據，支持理性
務實路線的時侯。 

以白宮請願網站為例，網上的大
約120個請願書中，用不同方式支持
香港動亂份子的有57個，中間有
36個超過10萬人連署的門檻，這難
道都是沒有幕後組織和操縱的嗎？ 
也許大多數的簽名者是香港的年青
示威者？ 我雖然沒有實際證據來指
控，然而，相對於對香港問題的關
注熱情，美國國內的熱門議題，如
罷免川普或衆院議長，的熱度卻相
對少的不成比例，這合理嗎? 一般
美國百姓可能對不熟悉的香港問題
有這麼大的熱情來表逹意見嗎？ 

反對眾院「香港法案」反對眾院「香港法案」反對眾院「香港法案」
回答㈲關簽㈴支持白宮請願書的㆒些問題

◎㆗美論譠㈳ 這些請願書有用嗎?  也許立竿見
影的效用不大，然而，卻有提供反
華力量資料支撐，來制定危害美中
關系政策的作用，是這些幕後力量
精心設計的全面反華戰略的一環。 
如果他們成功的制定了反中政策不
僅危害美國，中國，香港，台灣的
長遠利益，更將危害所有美國華人
的根本利益，所以我們必須行動起
來反擊!

在白宮的請願書中，支援疆獨，
台獨的請願書各一，反蔡英文的一
個，我們的是唯一的表逹香港人民
希望社會安定，支持川普的不干涉
主權國家內政的請願書。 如果簽名
者眾多，我們就可以發給聯邦衆議
員和參議員們，展示不同的，有力
的聲音!

3.如何簽名支持？ 
上網簽名支持不需要在白宮網站

上開帳號，只需提供電子郵箱地址
和姓名。 請花一分鐘時程表達自己
的 支 持 ， 請 點 擊  
HTTPs://petitions.whitehouse.gov/petitio
n/dont-make-china-our-enemy-reject-
h o n g - k o n g - h u m a n - r i g h t s - a n d -
democracy-act

請願書的網頁就會出現，在網頁
右邊表格裡打入你的名，姓，電郵
位址，點擊SIGN NOW,完成第一步
簽名程序。 你會立即收到白宮發出
的電郵，要求你確認你的簽名，你
需 點 擊 Confirm your signature by 
clicking here. 才算完成簽名程序。 希
望將此資訊發給你的5位朋友，啟動
鏈狀反應，加速簽名速率。 

4.簽名者必須美國公民嗎？ 
白宮網站只要求籤名者提供姓名

和電郵位址，沒有其他的規定，從
眾多的支持香港反中請願書的例子

來看，很難相信他們都是美國公民
（請參考問題2）。 

5.簽名會不會對將來申請身份和
工作有不利的影響？ 

應 該 不 會 ,除 非 是 申 請 CIA或
FBI這類牽涉到美國安全情報領域
的工作。

白宮請願網站是奧巴馬黨政時於
2011年9月22日建立的，其目的就
是提供一個管道讓一般人民對關心
的議題表逹意見，這也是回歸美國
傳統和憲法的「我們人民（We  the 

摘要
今年九月下旬和友人安排了一趟

去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深度旅遊，稱
之為埃比利亞小路之行 (Back Roads 
of Iberia)。 從九月十七日到達里斯
本到十月一日離開馬德里，兩個星
期的日程安排得緊湊但又從容。

葡萄牙和西班牙位於歐洲大陸西
南角的埃比利亞半島，這片土地在
西元第八世紀到第十五世紀被信仰
伊斯蘭教由北非來的摩爾人統治，
直 到 1492年 天 主 教 勢 力 拿 下 了 半
島，統治它到現在。經過七百多年
的摩爾人統治，在文化上、血緣
上、建築上處處留下了伊斯蘭教和
摩爾文化的影響。西班牙特有的火
烈鳥舞蹈（Flamenco）及它的伴歌
也有著濃烈的摩爾風味。半島的另
外一種文化影響便來自猶太教，很
多半島上的城市都有猶太人曾經居
住的區域，他們和伊斯蘭文化和諧

相處了數百年，直到1492年天主
教勢力控制了半島。彼時他們被
迫選擇要麼改信天主教，要麼搬
走，大部分猶太人選擇了改信天
主教。

此趟埃比利亞半島之行給我留
下深刻的印象，人們友善而且神
情悠閒，生活步調比美國或德國
為緩慢，社會福利優厚，不是樣
樣以金錢作為衡量的標準。這兩
個 國 家 的 基 尼 指 數 在 32～ 33 之
間，這表示社會財富分配相對平
均。兩國的人民對歷史都有比較
明顯的的懷念，因為兩國都有過
光輝的過去。但願他們不會因為
太多的緬懷過去，而忽視了開展
未來！

閲讀全文請點撃 
us-chinaforum.com。

一次別開生面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旅一次別開生面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旅一次別開生面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之旅
◎佟秉宇

◎劉北

People）」 的精神。 
美國憲法的人權法案第一條就

是言論自由，即使在今天，金融
力量牢牢控制下的美國，任何企
圖侵犯言論自由的行為都是一個
難以逾越的境地，何況我們的出
發點是爲了美國的根本利益，不
受 到 任 何 外 國 政 府 的 指 揮 和 支
持。 中美論譠社的社友們都是在
美國居住了50年以上的美國公民，
多年來也深深的參與美國主流的
各項活動，所以不需過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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