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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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地址，電話，不改稿，
不退稿，不付稿酬，所有稿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

071

In today's communication world, celebrities get tremendous 
attention. Many reporters make a living under the umbrella of journalism 
but produce many tabloid articles in cohort with paparazzi. Celebrities 
often hire security personnel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snooping 
photographers and reporters. The world leaders, of course, are 
celebrities, but they generally have sufficient security protection keeping 
the paparazzi away. The news reports about world leaders by and large 
are either from official sources or political commentators concerned with 
their thinking, behavior and policies which affect the world. Reports on 
world leaders are generally found on the mainstream media tied closely 
with official news sources.

Occasionally, when a world leader's behavior touches the 
negative boundary of moral principles, then the paparazzi descend on 
him or 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 "Not Sex" scandal of the Clinton-
Lewinsky affair in the White House is one such example. Even though, 
the mainstream media, especially in the U.S. is restrained in reporting 
that affair, plenty of stories were told in tabloid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other example is the "chambermaid assault" story of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Fund, Dominique Gaston André 
Strauss-Kahn of France, who was accused by the chambermaid for sex 
assault while he was visiting New York City. Both stories were muffled 
in our mainstream media. We mention these examples here simply to 
remind readers the mainstream media do have constraints when comes 
to reporting world leaders.

In this column, the topic of interest is 'world leaders and 
patriotism', which touches the positive (not negative!) boundary of moral 
principles. This subject should have no constrains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it is important enough to deserve your attention.
One took for granted that citizens ought to be patriotic and our leaders 
did not have to remind us on patriotism. However, if we observe the 
most important leaders of the world today, namely Obama, Xi and Putin, 
we see very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in their thinking, behavior and 
policies which of course will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nations and 
the whole world.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captioned with one word, 
'patriotism'. Both Putin and Xi are vigorously beating the drums of 
patriotism but Obama does not. Before we get in deeper on this subject, 
we need to first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a 
fine line between them which can be blurred and twisted as shown by 
Nazism,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Stalinism.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both show the 'loyalty character' of 
an individual towards his or her nation. Patriotism is a cultural 
attachment to one's homeland or devotion to one's country. Nationalism 
denotes a strong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ith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Putin,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nd an outspoken leader, has 
recently taken the spotlight due to the Ukraine crisis. His decision and 
Russia's annexing Crimea has raised an uproar and strong reaction in the 
West with the U.S. advocating an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Russia. On 
the world stage and through media, Putin is drumming patriotism and 
using it to defend his actions. Putin is supporting his drive of patriotism 
with three main arguments. First, he cites history. He acknowledges and 
accept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ut brings back the history of 
how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are changed and how Ukraine is formed. He 
claims that Russia is recognizing history and honoring people's desire. 
He cites Crimea's referendum,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vote, not only 
legitimate but also a clear voice of the people. The annexation is based 
on patriotism, not nationalism. Second, he wants patriotism to drive 
Russia's economy. Whether dealing with productivity, austerity or 
external sanctions, patriotism requiring sacrifices,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This concept is hardly tou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rdly, he 
believes Russians must be patriotic in dealing with the hegemony 
behav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lateral military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r pumping arms into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into 
the hands of mercenary soldiers who fought and switched sides for 
money, are not solutions but causes to the problems. 

Xi,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nd a deep thinker, is also 
drumming patriotism not only on national but on world stages as well. 
Firstly, one thing in common with Putin, Xi is very well versed in 
history and he firmly believes that China cannot live as a weak n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cast on her in the past. 
Secondly, he believes patriotism is the fundamental eleme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realize their China Dream –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The word 'national interest' is often ill 
defined by leaders to transform patriotism into a sentiment of superiority 
and aggression toward other countries – making Nationalism a cause of 
war and imperialism. 

living. Patriotism is the driver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central faith for everyone whether as a factory or government worker, a 
farmer, a soldier, or a scientist. Patriotism is even called up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Thirdly, he clearly differentiate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He denounced Abe's 'Japan is back ' and his military 
expansion as the right-wing nationalism. He controlled Chinese people's 
anger in protesting against Japan when Japan made the comic purchase 
of the Diaoyu Islands which were historically parts of China. Fourthly, he 
believes that Chinese patriotism will not become nationalism. His foreign 
policies are firm and clear. China demands respect from her neighbors 
and the world for her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in the world. In the 
recent APEC meeting, Xi made it clear China was wishing co-prosperity 
with Asia Pacific nations. He is confident about the China Dream and he 
extends the China Dream to Asia Pacific Dream while agree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climate change control, calling for Chinese people to be 
patriotic, sacrificing,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al.

Obama, the overwhelmingly supported first black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somehow diminished his political fortune in his tenure 
of past six years. He has been called an 'apologetic' American President. 
His demeanor of not saluting to the flag, preferring a golf game to a 
memorial ceremony, his bowing to a Saudi King, etc. etc., have cast him 
an unpatriotic image nationally. His domestic policies seem to be divisive 
for the nation and are reflected in the results of the mid-term election. 
His recent unilateral executive order of giving blank amnesty to five 
million illegal immigrants can hardly be labeled as a patriotic act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illegal immigrants have been law abiding and tax-
paying residents for years. The long-term ramifications of this 
immigration order on the U.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are far 
from clear. Will the U.S. attract more illegal immigrants in the future or 
will she officially usher in more terrorist elements by this executive 
order? Knowing that the national debt of the U.S. is crippling her 
economy and hampering her ability in maintaining world order, why 
doesn't he reset our priority? Why doesn't Obama let the citizens know 
that national prosperity calls for patriotism and patriotism calls for 
sacrifices?

At the XI session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Putin gave a speech under the theme, The World Order: New Rules Or A 
Game Without Rules, and entertained extensively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audience. There were rhetoric statements in Putin's speech but there were 
also significant truths about how the world was deteriorated to today's 
situation, even some good advice for the U.S. on new rules for the world 
order. After reflecting on the entire video recording, one could not help 
but ask why Putin and Xi are drumming the theme of patriotism but not 
Obama? Is the United States substituting Nationalism for Patriotism 
believing superiority offering license to play the world game by her own 
rules? I hope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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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月以來美國汽油價格下降
達 30%, 這對於飽受物價上漲之苦
的升斗小民而言, 不能不說是一個
驚喜! 然而 , 這樣的好日子能維持
多久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要瞭
解油價為什麼會迅速下降? 它對國
際局勢走向的影響? 

美國汽油的價格基本上取決於國
際原油的價格 : 一桶等於 42 加侖 , 
美國普通汽油的平均價 (以2012美
元為標準) 大約是國際原油每桶價
格除以 42 加 1。 如果原油價格是
每桶84美元, 則普通汽油的平均價
就是3 美元。 國際原油標竿之一的
Brent油價從六月的峰值每桶115美
元下降到 11 月底的 70 美元。 這樣
的迅速下降決非由於簡單的市場供
需失調而是有深刻的國際地緣政治
鬥爭背景。

美國主流媒體將油價的巨大變化
歸之于供給的增加和需求的減少。 
供給的增加是由於利比亞恢復因戰
亂而中斷的生產, ISIL對敘利亞和伊
拉克原油生產的威脅降低, 以及美

國页岩石油產量擴大等因素。 需求

的減少是國際金融機構下調了世界, 
特別是中國和德國, 明年的經濟成
長率。 即使這些估計有一些客觀的
依據,但它也充滿了主觀的任意性, 
特別值得我們關注的是為什麼它會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發揮這麼大的效
應?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 2003 年伊拉
克戰爭前夕西方國家的情報機構誤
導了全世界 , 認定薩達姆擁有大規
模殺傷性武器的歷史。 金融寡頭操
縱輿論和市場的能力不能不令人歎
為觀止啊! 

即使用西方專家的資料, 過剩原
油的數量是每天 300 萬桶 , 僅占世
界原油消耗量, 每天 7500 萬桶 , 的 
4%。 原油輸出國寧可冒著收入減
少40%而不願減產是不合理的! 誰是
幕後黑手 ? 為何要這麼做?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另一
個角度分析, 看誰是受害者? 誰是獲
利者? 油價下跌的一個原因是產能

過剩, 由於 fracking (水壓裂解油页
岩) 技術的推廣應用和市場的需求, 
美國的原油生產量從 2008 年的谷
底 , 500 萬桶 /天上升到  2013 年的  
780 萬 桶 /天 , 這 嚴 重 的 威 脅 了

OPEC國家的利益。 然而, 這種油
的生產成本較高,如果油價長期低
於每桶60到70美元 ,很多小公司將
無法生存不得不被大油公司低價
收購,而成為受害者。 對於石油輸
出國而言,當油價低於一個臨界值
時, 政府就會面臨財政赤字。主要
的產油國和對應的臨界值是 : 伊朗 
(135), 委 內 瑞 拉  (120), 尼 日 利 亞  
(119), 伊拉克  (111), 俄羅斯  (105), 
阿曼 (99), 沙烏地阿拉伯 (98), 阿聯
酋 (79), 卡塔爾 (55), 科威特 (54)。     

上面資料顯示美國的主要敵人 : 
伊朗, 委內瑞拉, 和俄羅斯都是油
價巨跌的最大受害者。 烏克蘭危
機在六月加速惡化: 烏克蘭新總統
就職, 俄烏邊界衝突加巨 , 美國對
俄加大制裁 , 油價在此時迅速下跌
是美國對俄經濟戰的一個重要手
段。 伊朗, 伊拉克和俄羅斯是敘利
亞總統阿薩德的堅定支持者, 因此
也 是 沙 特 和 海 灣 國 家 的 主 要 敵
人。 利用油價下跌來制裁這些國
家符合海灣國家的利益, 此外, 迫

使美國油页岩原油減產也是他們

所樂見的。沙特政府雖然短期也
受傷害但是沙特有充足的外匯儲
備承受得起。 這就是為什麼沙特
國王阿布都拉和美國國務卿克裡
在九月達成協議, 沙特低價賣油加
速油價從超過90 美元下跌以達到
兩國的戰略目的。

過去 30 年世界原油的需求量和
供應量都是穩定的增長, 而人為操
縱的油價下跌大多在兩年內反彈, 
我相信這次也不例外。 因為時間
拉的太長, 美國和沙特都會承受不
起。 俄羅斯正面臨三重壓力: 美歐
的強力經濟制裁, 油價狂跌, 和對
俄國貨幣盧布的戰爭, 今後半年將
是俄羅斯最艱苦的時候。但是我
相信俄羅斯能挺下來, 因為普金是
一個廣受民眾支持的強勢領袖, 俄
羅斯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 同時
它有一個同樣擁有強勢領袖而且
資金充裕的朋友, 中國。基於唇齒
相依的關係, 中國不可能坐視俄羅
斯垮臺。

中國無疑是這場石油戰中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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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飛

披頭四當年有無數首暢銷曲，其
中一首的名稱是"我有錢買不到愛
"。一名香港小伙子聽了，頗不以為

然。他説，"你把錢我，我買你呔！

"
老廣不太懂得羅曼蒂克感情，特

現實。國家也是如此。國與國之間

沒有什麽感情好談，它們之間最近

的距離就是用錢搭建的橋樑。北京
當局非常瞭解這一點，不過，它似
乎覺得，與其跟每個國家打交道的
時候都用錢，還不如來個一網打
盡，所以，自今年七月在巴西舉行
的金磚國家會議開始，它就開始把
友誼建立在金錢上。且讓我粗略計
算一下：金磚銀行，1,000億美元；
亞洲基礎建設銀行，500億美元；絲
路基金，400億美元；東亞特別提款
設施，100億美元；東盟發展銀行， 
50億美元。加在一起，中國預備為
這些金融機構提供2,000億美元以上
的種子基金。實際數額是多少，什

麽時候才能逐個落實，都是後事。

就目前而言，在連續幾次國際會議
上（BRIC，APEC，G20等），習近
平的大手筆好像把奧巴馬和安倍的
銳氣都給壓了下去。

此外，在APEC會議上，建立一個
既不是美國推動的TTP（泛亞太自貿
區，不邀請中國加入），也不是中
國推動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
關係協定，不邀請美國加入），而
是一個開放性的FTAAP（亞太自貿
區）的議案獲得一致贊成。雖然它
的進一步發展和落實可能還要很多
年，但是，這就把美國想要在經濟
上重返亞洲的勢頭給擱置了。並
且，中國還與韓國和澳洲達成建立
自貿區的協議，這大概可以叫作各
個擊破美國的TTP。

鄧小平説，"發展是硬道理。"完

全不錯，可是在這個硬道理裡面還
有另一個硬道理，那就是：錢是硬
的基礎。中國有四萬億外匯存底，
所以有能力為這些機構提供大筆基
金。美國、歐盟和日本現在沒錢
（日本連續兩季GDP下降，已陷入
不景氣），所以缺乏跟中國對著幹
的底氣。這就是當前的現實。

CNN有線電視臺在每個星期天有
一個相當好的節目，叫作GPS (全球
言論廣場 )，主持人是印裔美國學
者，名叫Fareed Zakaria。此人頭腦
一流，曾經擔任美國首屈一指的
《外交事務》雙月刊的主編。他最
近明顯地感到不安。在節目中他

説，中國正在試圖另起爐竈，或者

説另立中央，要在美國二次戰後建

立的經濟秩序（世界銀行、國際貨
幣基金組織）之外另外樹立一個體
制。對此他非常不以為然，雖然他

也溫和地批評了一下歐美等國，説
這是它們不肯給新興國家，特別是
中國，多一點的發言權所造成的後
果。

站在美國這一邊，對中國這麼做

他 不 以 為 然 ， 可 是 ， 我 們 客 觀 地
看，這難道不是國際現實逼出來的
嗎？中國要嘛就繼續貧窮落後，要

嘛就奮發圖強。如果是小國，那麽
無論如何奮發圖強，都仍然需要依
附在某一個大體制之中，按照大體
制內的行為規範去安排自己的生存
方式。大國就不一定要這麼做。當
日本80年代威脅到美國經濟世界第
一 的 地 位 時 ， 儘 管 它 是 美 國 的 盟
友 ， 美 國 照 樣 要 打 壓 它 。 當 時 是
G5，也就是五強，美國聯合了另外
歐洲三強，把日本壓了下去。（當

然，公平地説，日本把幣值最低時

壓到350日元對1美元，搶走美國產品
的市場，也是不應該的，所以活該
美國後來整它。）當然，日本不具
備建立另一個大體制的能力。

看來，中國有這個能力。可以這
麼說，建立另一個獨立金融體制是
世界真正走上多元化的基本條件。
中 國 是 個 大 國 ， 人 口 是 美 國 的 四
倍 ， 如 果 跟 著 美 國 定 下 來 的 規 矩

走，比如説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搞制

憲、就容許自由組織政黨、就像前
蘇 聯 那 樣 ， 接 受 哥 大 經 濟 學 教 授
Jeffrey Sachs等西方專家的建議，來

個休克療法，那麽現在不但國家四

分 五 裂 ， 少 數 民 族 與 港 台 紛 紛 獨
立，那民不聊生的程度真的是難以
想象。所以，中國必需走自己的道
路，那是毫無疑問的。走到今天，
到了快要跟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問題就來了：到底是幫助美國維護
美國主導建立的、既有的金融體制
呢 ？ 還 是 設 法 走 出 美 國 建 立 的 體
制？

不能否認的是，美國的這個體系
為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作出了極大的
貢獻，很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在各
方面進步最快的一段時期。可是，
一般人不太知道的是，國際貨幣基
金 組 織 是 一 個 由 美 國 擁 有 多 數 股
權、所以有能力操縱的獨裁組織。
它的威力顯現在當一個發展中國家
陷入經濟困境的時候。那時候，這
些國家面對破產，只有向該組織借
錢，而它就會強迫所涉政府猛力裁
減開支，強迫企業破產重組，打開
市場，讓外資湧入。1998年，當亞洲
出現金融風暴時，印尼、韓國以及
其他亞洲國家的企業，整批整批地
被西方跨國公司賤價收買，等於洗
劫。印尼因此發生政變，韓國為此
設定了一個國恥日。在拉丁美洲，
這 一 類 的 例 子 不 勝 枚 舉 。 這 是 因
為，由於當前世界大部分的經濟是

所謂的虛擬經濟，或者説金融至上

的經濟，誰控制了全球的金融運作
就控制了－或至少左右了－世界的
經濟命脈。因此，建立另類金融體
系是為了不受制於人。對第二大經
濟體的中國，這是非常必要的，而
中國才剛剛開始有能力這麼做。

～張文基～

～周固猷～

～ ～水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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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Do Putin and Xi Cling To The Theme of Patriotism But Not Obama?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艾花奇～

大贏家, 因為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
為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而且這場石
油戰持續越久, 中國就越加受益。
說到底, 中國才是美國既得利益階
級的最主要防範對象, 所以這場石
油戰不可能拖的太久。更何況低油
價 將 會 刺 激 消 費 , 促 成 油 價 的 上
升。

過去 40年美國霸權的基礎是建立
在美元是一個國際貨幣, 這讓美國
可以無限制的擴張信用, 向世界各
國舉債。這是尼克森和亨利·基辛格
的最大歷史成就, 其次才是他們打
開中美關係之門。 在1971年8月15 
日 , 尼克森總統正式結束 35美元兌
換1盎司黃金的國際承諾, 從而告別
了從1944以來維持國際金融秩序的
基礎: 佈雷頓森林協定。從此美國
聯儲會可以任意的擴充美元供給量
而不須任何實際物質如黃金白銀做
擔保。然而, 多發行的美元必須找
到消費者, 這也是為何尼克森和基
辛格是美國二戰後最偉大的戰略團
隊。                                

基辛格于1973 年與沙特達成了協
定, 沙特出售石油只以美元計價, 換
取美國提供武器和保護其油田不受
其他國家，包括以色列的侵犯。根
據這新安排, 試圖購買沙特石油的
任何國家將首先需要將自己國家的
貨 幣 兌 換 成 美 元 。 1975年 所 有
OPEC成員國都同意完全以美元出
售石油。 當全球石油需求增加, 對
美元的需求也增加。這個"石油美
元"系統,創造了全球各地對美元的
人為需求。 此後, 其他大宗商品也
都以美元計價。所以"石油美元"是
美國的根本利益。

老祖宗教導我們禍福相依, 當美
國人享受著全世界的低價物質供應
時, 美國政府毫無紀律的財政管理, 
使得美國陷入破產的困境。今天 , 
廣義的"石油美元"是減緩美國破產
的必要條件, 是美國必須用一切力
量 包 括 戰 爭 保 護 的 。 美 國 發 動
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主要原因是薩
達姆宣佈伊拉克原油將以歐元交
易。然而, 美國的濫用這種特權操
縱國際原油價格將無可避免的促成
世界各國加速拋棄"石油美元", 從而
奏響重建世界金融秩序的序曲。

 老話說鬥志而不鬥氣，雖然這
次 九 和 一 選 舉 國 民 黨 成 了 出 氣
包，但現實的問題是台灣人民的
生活品質是否就真的會得到實質
上的改善呢？台灣民主化超過了
四分之一個世紀為何卻是每況愈
下？照理說自由民主的目標不就
是繁榮和均富嗎？兩次政黨輪替
卻只有更糟，那就說明了這種制
度並不完美或是不適應於這個傳
統的社會文化！

西方社會講求的是權利與義務，
眾人參與在公平的司法制度下善盡
義務而享受權利。民主自由的精髓
是在於機會均等，輸者心甘情願。
台灣的民主障礙實際上是出在沒有
公平公正的司法意識，雖然號稱推
行的是司法獨立，可是人民或司法
人員的素質並未隨之提升！從個人
到團體許多都是以意識形態或自身
利益為前題，只要求權利而不善盡
義務！

當司法不彰時，道德良心隨之沉
淪。連販毒都不會判死刑時，黑心
業者當然更是有恃無恐。就算東窗

～孫大衛～ 事發也早已腰纏萬貫， 再打通一
下恐龍法官更有可能輕騎過關。當

各地方政府督查黑心業者不力卻不
會影響選民支持度、當關說者無罪
而揭發者反要判刑、甚至於貪腐的
總統都可以釋放時；台灣人民從此
以後也沒有權力再抱怨這個社會真
的沒有公平正義了！升斗小民應該
只能怨嘆自己！

有錢，肯花，四海之內皆朋友

激情過後激情過後

韓國前天宣佈召募台勞，其條件之苛刻，看了令人咋舌。台灣運轉到今
天的地步，完全是 " 腳底的皰 ——— 自己走的 "。看到一篇短文「臺灣人

除了大陸,還有那裡可去」,説台灣人唯一的出路,只有去大陸，我看是作者

太樂觀了。台灣社會裡的各界精英份子，目前放到對岸的科技、企管、政
商、軍工、教育、各階層去，試問有幾個能崢嶸頭角，獨領風騷的？大陸
三十年來的國家無動亂，和世界接軌，河上已經搭橋，不必在河裡摸石
頭，就可以過河啦。這橋已非初級獨木，過橋的人，亦非散兵游勇，其勢

頭不容全球小覰。八零年代去大陸的台灣人，只要有膽有錢，即使水準平

平，也能意氣風發，氣使頤指。如今已成昨日黃花，風光不再。至於拜教
改之賜，台灣之大學招不足學生，聯考八分即可入學，其畢業生之程度水
準，可想而知。而大陸大學校門之窄，學生經過千錘百鍊，萬中選一，其
程度也可想而知，豈有台灣畢業生置喙之地？最後退而求其次，勞工階層
輸去大陸，在八億農民工的人海中，如何與之競爭？所以，台灣的現階段
和可預見的未來，出路愈來愈窄以致終究被邊緣化，是很難避免的。

剛剛參加APEC回臺的微笑老簫接受陳文茜訪問,指出臺灣對美國經濟的

依賴是百分之三十七,剩下的全依賴大陸,如今中韓已簽訂FTA,而臺灣却連

服貿都沒過關；臺灣在內鬥,短視,民粹,無知的操弄下,與大陸的差距只會愈
來愈大,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沒法相提並論,當臺灣人變成臺勞的時候,老蕭
還能微笑,臺灣人還能微笑嗎？

臺灣人能去那裡

周固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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