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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Hong Kong (HK)
The significant part of HK history goes back to the Sino-Britain Opium War 

(1839 to 1842). China (Qing) lost and signed Nanjing Treaty ceding HK to 
Great Britain for 100 years. The subsequent Second Opium War (1856-1860) 
with France joining the British weakened Qing government further with unequal 
trade treaty opening duty-free ports and unfair trading agreements. Since then 
HK had become the jewel of the Orient benefiting the U.K. financially and her 
colonial empire in the East. The Nanjing Treaty opened the flood gate of future 
unequal treaties including the most infamous Eight Nation Alliance (including 
the U.S. and Japan) invading China resulting in looting Beijing and the unequal 
Beijing Treaty, requiring China to pay an indemnity of $335 million (over $4 
billion in current dollars) plus interest over a period of 39 years. Author Kenneth 
Clark stated: "Following the taking of Peking, troop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orce looted the capital city and even ransacked the Forbidden City, with many 
Chinese treasures finding their way to Europe." This invasion had emboldened 
Japan to contemplate a plan to conquer China in the following years.

Return of HK to China
The sovereign and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of the British colony HK had 

to be reset after 1 July 1997, when the lease of the New Territories was set to 
expire according to the Convention for the Extension of HK Territory. In 1984, 
British Prime Minister, Margret Thatcher met with Chinese leader, Deng Xiao 
Ping, for discussing the return of HK. Then a declaration was signed by Premier 
Zhao Ziyang of PRC and Prime Minister Thatcher of the U.K., entered into 
force on 5-27-1985, and registered at the UN on 6-12-1985. The Joint 
Declaration stated that PRC had decided to 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K and adjacent territories effective 7-1-1997, and the UK Government 
would hand over HK to the PRC on such day. The PRC Government also 
declared its basic policies regarding HK according to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and agreed with the U.K. that the socialist system of PRC 
would not be practiced in the HK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KSAR), and 
HK's previous capitalist system and its way of life would remain unchanged for 
a period of 50 years until 2047 to be stipulated in the HK Basic Law.

The Nature of HK City
HK was a free trading port ever since its colonial days (over 100 years). HK 

is one of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in the world, with more than 6,300 
people per square kilometer, understandably with the world's lowest birth rate 
(1.1085 per 1000 people, 2018, and 1.1027, 2019 far below the replacement rate 
of 2.1). HK has a good healthcare system but a fast aging population. HK has a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however, with a strong colonial legacy influence. 
HK's per capita GDP is $48,717 in 2018, an impressive figure, however, HK has 
a serious ever widening wealth gap problem (The 2016 figures showed that the 
richest 10% of households – with a median monthly income of HK$112,450 – 
earned 44 times more than the poorest 10% making an average of HK$2,560 per 
month). The HK tycoons pretty much own everything, properties, industr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edia. (Four families own 90-95% of land). HK is a 
financial center, free trading port and a tourist city. HK served as a conduit of 
the West to the East, a beneficial city to the West and to a 'sanctioned' China. 

But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is making a complex psychological impact on 
HK people, a different 'fear' among HK elites (some with dual citizenship) 
and low-income citizens (most poor immigrants). HK gradually feels less 
important in her role as a financial center and free trade city.

HK Peaceful Protests Turning Violent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in HK was hastily established by the 

British before its handover back to China. HK had no democracy under 
British rule, but it has a democratic law-abiding government now except its 
HKSAR Chief Executive is elected by a HK commission and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versus a British Governor appointed by the 
British Queen). HK's judicial system was inherited from the British System 
and was stacked with judges still holding British passports or dual 
citizenship. HK people have voting rights to elect their Council Legislators 
and have more freedom than most citizen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perhaps 
even more freedom than Americans as seen from their frequent protests now 
becoming very violent. The HK court system held a very lenient attitude 
towards riots. Under British rule, protests were rigorously prohibited, but 
under HK self-rule, HK protesters seem to exhibit a 'proud and selfish' 
attitude towards their government making demands. The recent protest over 
extradition law revision not only lasted very long (over six months) but 
evolved into violent riots demanding resignation of Chief Executive and 
suffrage right, and became more frequent but with less mass participation. 
These riots have grabbed headlines of world media and given excuses and 
opportunities 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ces to fan the HK unrest for various 
purposes.

Analysis and Reasons for HK's Riots
HKSAR had several protests in two decades but they were generally 

peaceful and dissolved rationally. This year's protest prolonged into riots was 
first triggered by the government's proposed extradition law to include 
Taiwan and Mainland to HK's existing extradition agreement, a logical and 
legal proposal. A HK youth who murdered his girlfriend in Taiwan and 
escaped back to HK to avoid prosecution was a clear case leading to HK 
government's proposal. Numerous analyses including the author's articles 
have appeared in HK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This paper summarizes various 
reasons contributing to the HK protest/violence as follows:

1. Large concen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ies in HK (obviously hate 
extradition) instigated the initial protest.

2. Losing economic superiority to neighboring Mainland cities and 
Mainland shoppers' crazy buying in HK stores created animosity.
3. HK has a serious wealth gap problem, worst of all, four tycoon family 
owns 90-95% of HK's land.

4. Colonial legacy left in society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textbook and 
history distorted, false superiority/pride, elites holding British citizenship, 
anti-communism becoming ant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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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ycoons (who control elites, industries, banks, properties, and media), 
not the common folks, want suffrage right so the tycoons can control the entire 
government through suffrage rather than just a few legislators now.

6. HK elites have strong links to U.K. and U.S. with lobbying ability. For 
example, Apple Daily newspaper founder Li Zai Yin had personal audience 
with Pence, young activists and lobbyists greeted by Marco Rubio (R) and 
Nancy Pelosi (D). This somewhat legitimized the HK riots.

7. HK media was controlled and biased leading to fake news in the West 
media, creating a twisted world image for HK, inflaming violence, until truth 
came out of Internet from citizens and eyewitnesses. Now the hidden 
supporters don't know how to end the blossomed violence. No leaders can be 
identified to do the negotiation with government.

8. China's conduct was surprising even to Trump who suggested Xi to send 
in troops to squash the riots like the U.S. would do. But China exhibited 
extreme patience. It might have worked, the truth eventually changed world 
media and led majority of HK people sympathetic to the police and the 
government.

9. The riots contained anger which was related to reasons above creating a 
complex psychology,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complex, and fear for the 
future (witnessing the rapid rise of Shanghai, Shenzhen and Guangzhou), 
somewhat similar to some Western people's fear China of and China threat 
sentiment.

10. Many youth (13-14-year-olds) engaged in the violence like playing 
violent video games. A biological effect - crowding - (HK poor's living 
condition the worst for a developed region) could be a hidden reason for HK's 
illogical violence (Monkey and rat experiments had proven crowding causing 
insanity and violence).

Future of Hong Kong
unfortunately the HK protests happened when US-China are engaging in a 

trade negotiation. The U.S. politicians think they can exploit the HK situation 
(lobbying money is tempting, but HK is watching the money flow now). 
Hence, we have the HKHRD Act. But HK is not lacking freedom nor 
democracy but future prospect! It has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the HK executive has more independent power than Mayor of NY (Bill 
de Blasio), London, LA, or Paris. She even controls her own currency. 
Historically HK is always a part of China, a city. If HK people really just want 
a suffrage vote and accept being a city of China, China would modify the 
political system immediately just like she would flexibly accept Taiwan as a 
province with democracy.

But the external forces and internal elites are wishfully hoping HK could be 
an 'independent' city country under their control. That is as unrealistic as New 
York or San Francisco wanting to be independent. It won't happen even if a 
bloody war would occur. HK's future depends on China's steady reform. So far, 
China seems to be doing the right thing. Find out the real trouble maker in the 
background and apply HK law to deal with them, in the mean time, the HK 
government will focus on its social policies, such as housing. (By the way, HK 
healthcare i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on drug coverage, 
covering the $75000/yr Biogene's Spinraza.) A recent news, one of the four 
tycoon families donated 30,000 acres land to the government for public 
housing development. This may be a sign, the Tycoons finally woke up. I think 
HK will be fine eventually; the U.S. or U.K. or China will not make HK a war 
zone, because everyone has too much to 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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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不安，已經持續五個多月，
還沒有看出怎樣的解決前景。海內外
華人都緊張，擔心，只能抱著謹慎的
樂觀心態，期望一切順利，前景光
明。

學生們淳樸陽光，基本沒有野心，
沒有陰謀。他們只是有直覺的感受，
好像感到有深藏的地震。他們沒有組
織，沒有實力，在理工大學圍城之
後，抗爭可能逐漸緩和。但是問題並
沒有就此解決，深層問題更顯露著危
機。大陸的宣傳始終堅持一國兩制的
口號，還習慣於無限上綱，將年輕人
的異音稱為受外國反華教唆，把示威
污衊為不愛國，鼓動大陸人仇恨香港
人，視為叛國，一片主張鎮壓。這種
宣傳無助於合理解決問題。在香港年
輕人方面，大陸把他們視為仇敵，更
使他們感到不平、不安和恐懼，增加
他們的疏離感和絕望中的反抗。

香港人向來非常愛國，只是近年來
才逐漸感到吃不消大陸的傲慢和壓
力，心生反感。這是反常現象，有必
要及早恢復正常。

也許旁觀者清，看來香港問題的解
決，勢必須要兩道步驟。

1. 特首政府與學生和民間對話，談
判 ，按 照 《基 本 法 》的 規 定 、原
則、和精神，在香港自行解決特區的
問 題 ，不 必 等 待 中 央 的 指 示 。理 由
是：中央由於體制的限制，不會給指
示。

大陸體制的基本理論是：共產黨領
導人民革命，不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而
當人民的公僕。革命成功後，剷除了
一切反對力量，所有的人民都是革命
群眾，於是黨就代表了所有人民，黨
就是人民。按照這個思路，人大代表
向來由共產黨派任，平常不開會，黨
全權代表人民做一切決定。各省的人
大常委會主席都是省黨委書記兼任：
黨民一體。黨的意見就是人民的意
見，沒有必要徵詢人民的意見。人民
也不可能有其他意見。有之，必然是
反人民的意見，等於是反黨的意見。
異議份子一定是自居於黨所代表的人
民以外的非法份子，或者受外國唆使
的不愛國的人，應該以反黨反國的問
題處理。黨國一體，愛國必須愛黨，
愛黨才是愛國。因此，大陸的中央不
能下令香港的特首政府與香港社會人
士和學生會談，接受他們的要求。那
是違反體制。一旦開了先例，以後大
陸的 "人民" 循例也提出種種要求，大
陸的領導層將難以對付。

大陸受到本身體制的束縛，不能對
港民讓步。恰好香港是一個特區，可
以有迴旋的餘地。大陸不可能讓任何
其他地方政府做的事情，可以讓香港
特區做：就地解決，大陸默認。香港
特首不必怕事後會受大陸懲罰。大陸
不但不會懲罰，反而會欣賞贊成，因
為給大陸解決一個大難題：中央沒有
破壞體制而答應與老百姓談判，沒有
俯允民衆的要求。香港這個前例將來
不適用於大陸，大陸的專政得以保
全。但是大陸不便公開這樣說。所以
特首不必等待大陸指示，大膽自我決
定，不要怕大陸不高興。

香港對中國的重要性太大了，不是
大陸任何城市可以代替的。香港的開
放國際性地位對許多國家都非常重
要，中國保護他們的利益對中國有
利。香港又是台灣和東南亞的試金
石，稍有動盪會影響大陸的全盤政治
外交形勢，不容有差池。何況，一個
國家有很多特殊優點的城市，是一個
強項，掐掉一個是自毀臂膀。因此，
大陸必須維持香港的穩定、平衡、繁
榮、和發展。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的民
眾抗議，維持香港現狀，不讓大陸為
難，大陸中央會非常高興。

香港採取對話和談判的處理方法，
還能夠解決今後可能出現的問題，發
展出一套和諧相處之道，從而在一國
兩制之下，維持內部圓滿自治，同時
與大陸毫無衝突。

特首與學生和社會人士對話談判，
應該不難獲得滿意結果。學生們提出
的五大訴求並沒有反政府的意思在
內。其中第1點"徹底撤回修例"，特首

已經做到。第2、第3點 "收回暴動定義
"、"撤銷對所有反送中抗爭者控罪"，
是同一回事。示威和言論自由權都明
確列在《基本法》第27條和大陸《憲
法》第36條（大陸近年正宣傳"憲法治
國"），學生並沒有犯法。學生的示威
最初是和平的，沒有武器。後來事情
演變，衝突升級，需要進行真相調
查，依法處理。這是第4點 "成立獨立
調查委員會"訴求。各國發生類似情況
後必然成立這樣的機構，有助於公平
客觀冷靜地處理善後，恢復受傷的關
係。特首在原則上應可以接受這一
點。第5點 "立即實踐真雙普選 "，是
《基本法》第45和68條的規定，雙方
不難就細節取得共識。

就這些訴求取得共識，將會很快安
定民心，恢復社會的和平穩定，國際
經濟貿易，以及各方面國內和國際的
來往與交流。在過去的五六個月中，
香港的一般生活也基本正常。若干地
方曾經有交通阻塞，街道封鎖，但對
外交通很少中斷，旅游业受创最深，
但一般生產和貿易正常進行。金融市
場幾乎沒有受到干擾。阿里巴巴正常
上市，順利集資。區議會選舉也正常
按時完成。反送中事件證明，香港教
育程度高，社會文明程度高，不愧居
於世界前列。

大陸至今是言論激烈而動作節制，
並明言信任香港特首處理，已經暗示
給特首溫和處理的空間。特首勇於承
擔責任，出頭對話和談判解決，將不
會在事後成為代罪羔羊被宰，反而將
被留著成為安定一方的土地神。理性
地解決香港事件，還能提高大陸的威
望。

2. 解決基本問題：一國兩制。這可
能不得不等待中國大陸的下一代領導
人出現，大陸的政治生態環境有所改
變。

一國兩制是過渡性的，對幾十年後
的未來沒有交代。等於是緩刑五十
年，五十年後仍然處決。對於簽約的
人，有穩定交接的作用。大陸因此極
力宣傳一國兩制的好處。但香港人處
於待決狀態，內心深感疑懼。這種疑
懼並沒有隨時間減輕，而是更加深和
傳染。特別是年輕人，甚至未成年的
中學生，對他們的未來感到恐懼。他
們因此不約而同，甚至奮不顧身，參
加遊行示威。而父母輩和祖父母輩，
雖然自己一輩子無虞，可是非常關心
兒孫們的未來幸福和安全，因此同情
和支持年輕人的訴求。從最近區議會
選舉可以看出來，香港人不分世代，
有共同的感覺。

改革一國兩制，可能有兩個辦法：
一是將一國兩制的過渡性改為永久
性，二是將國體改為聯邦制。

一．一國兩制是臨時性的。1997年
後曾經五次修改《憲法》，卻始終沒
有將香港的一國兩制納入《憲法》。
可見是不考慮其長期性。但是香港的
情況提醒人們，這個想法顯然有問
題。

《基本法》第五條："香港…五十年
不变。"沒有規定五十年后自動完全歸
入大陸的一制，沒有規定五十年後以
怎樣的程序決定香港未來，也沒有規
定未來的制度是什麽。所以港、陸有
相當的靈活空間，可以協商將五十年
改為永久，可以說只是延伸一國兩
制。在《憲法》中將香港"特區"規定為
一種正式的行政制度。與大陸的少數
民族自治區不同。大陸將永不干涉香
港的"特"，也表明香港的"特"不影響大
陸的制度。即：大陸同胞不可以援引
香港的特區的例而要求與香港同等待
遇。這樣雙方都各取所需，各得其
所。互不影響，相安無事。

二．中國理應自己設計最適合大中
華長治久安的憲法體制。為了考慮到
香港以外的更長遠問題，如台灣問
題，一國兩制不是最好的答案。台灣
即使很親中的人也不敢接受。值得考
慮的國體之一是聯邦制。在聯邦內，
各邦平等，其治理體制自己決定，互
不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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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世界上不少國家採用聯邦制。
聯邦制沒有定型，基本上就是在統一
的聯邦中，各邦自訂其最適合本身條
件的治理制度。這樣的大改革，需要
領導層有開闊的心胸和理念。現在大
陸的所謂紅二代或太子黨當權派，他
們的出生與成長年代與他們的學識、
經歷，範限了他們的思想和眼界，他
們的控制慾望和專政理念根深蒂固。
他 們 多 多 少 少 靠 父 祖 輩 餘 蔭 登 上 高
位，深信他們的使命就是鞏固政權。
他們很難改變。但是他們的下一代可
能不同。

我們不知道所謂紅三代或太孫黨們
是誰誰誰? 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但是
大體知道，他們多半都受過較好的高
等教育，絕大部分到過外國讀書，工
作，或有事業，學識眼界不同。他們
多半也曾得家族餘蔭的好處，但是他
們相信自己可以立身創業，不靠接收
政權而獲得權勢財富。他們旅遊全世
界的經驗豐富，對許多現代價值的看
法，對中國和對世界的了解和期望，
也和上一代不一樣。但是紅三代或太
孫黨一輩的人也許心胸比較開放，自
信心比較強，不認為必須保持專政才
安全；願意採納不同的意見，與"人民" 
共同建設國家，而不是以專政領導人
民。他們也可能對"人民" 比較放心；
不怕人民不忠；不怕人民一旦接觸異
聲異議就會不愛國。不怕開放會失去
政 權 。 新 世 代 領 導 層 可 能 真 實 接 受
《憲法》和近年宣傳的24字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中包含的自由、平等、民
主、法治等要求。他們對多元化好處
的認識也可能使他們接受聯邦制。

近 三 四 十 年 來 共 產 黨 擴 大 吸 收 黨
員，黨員達九千多萬。其中絕大多數
不是所謂紅色貴族了，他們同樣是社
會精英，他們會支持紅三代的兼容和
開放。

香港和大陸老一輩的人辛辛苦苦，
從艱難困苦中掙扎出來，獲得溫飽和
較好的生活，不在乎什麼自由民主。
大陸的宣傳口徑就強調這一點：穩定
最重要，穩定才有經濟發展，生活改
善；而自由民主會引起動亂。但是香
港 年 輕 的 一 代 跟 世 界 接 軌 ， 想 法 超
前。他們教育不同，生活環境不同，
不但不願意減少殖民地狀態下給予的
自由，還期望追求更多的民主自治；
民主不會亂。他們對大陸很了解，對
將來併入那個制度感到恐懼。他們的
父祖輩同情他們，也要求保護他們的
子女孫子女輩，希望他們將來生活在
自由民主的社會中。

這種心理，也隱然存在在大陸上。
有辦法的家庭都積極想把子女送到國
外讀書或生活，特別顯著的是黨政大
官們，幾乎沒有例外。他们多半以教
育為藉口而送子女出國，但是真實的
內心期望同樣是希望子女將來能夠有
更開闊的天空。所以，港、陸同胞的
心理相同。

今天的領導們必然會按照他們自己
的image挑選和培訓接班人。但是有世
代 交 替 (generation change) 必 有 代 溝
(generation gap)，是自然的、必然的，
是中外古今普遍存在的。歷史由此改
變 ， 生 命 由 此 成 長 。 兩 世 代 人 的 思
想、價值觀念、人生目標、信仰、必
然不同。下一代的人，不再專一重視
物質建設和物質上的滿足，同時也追
求個人精神價值，和社會公德公益公
平等價值。今天老百姓的見識和知識
也和以前大不相同。這給紅三代的領
導們提供了進行變革的生態環境。

香港未來不但在金融、經濟、貿易
方面仍能繼續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 法 治 、 民 主 、 社 會 治 理 、 文 明 精
神，以及向世界開放方面，也將對大
陸發揮引領作用。香港學生現在因為
發出聲音而付出代價，但他們揭露了
一個問題。但願這次事件將是開啟歷
史新頁的契機。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老保
釣㆗最早對美國歸還�繩而產生的釣
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之㆒。後
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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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章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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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外交上就一直是外
交部外交，雖然第一任總理周恩來說
過"外交無小事"，儘管外交人員很努
力，但與西方社會"全方位外交"相比之
下，還是顯得非常被動。

先看新中國外交。中央外事小組統
一領導(負責外事與國家安全)，主管副
組長是國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
組長是大BOSS，執行是外交部。新中
國外交基本上只有外交部這一張嘴，
輿論造勢的平臺是外交部記者招待
會，而在外交部記者招待會上幾個新
聞發言人雖然言語犀利，條理分明，
卻也基本是被動應戰。               雖然
各大部委也有自己的新聞發言人，也
是在統一口徑下的重複，沒有起到多
少作用。當然，還有外交部長這個主
力在重大事件時的講話與出訪。現在
駐外大使帶領海外華僑同鄉會、留學
生也加入了輿論造勢的行列，還有新
媒體的運用。但"外交部外交"的基本格
局還是沒變。其他機構很少有外交動
作的，民間外交更是鮮見蹤影。

再看看西方的"全方位外交"。就以
美國為例，美國主管外交事務的是國
務院（非中國國務院職能），CEO是
國務卿，大BOSS是總統，前臺也是新
聞發言人。其職能是：1，與外國代表
處理及協調國際事務，2、作為美國總
統對國際事務的首席顧問，3、協調、
指揮及監督美國政府整體海外事務
（部分軍事行動除外）國務卿還是美
國總統內閣成員（相當於中國政治局
常委，比中國外事機構具體事務負責
人等級高），但這僅僅是美國外交的
官方戰線之一。美國還有極為重要的
一條官方"戰線"，那就是國會，國會中
的議員，國會中這小組那委員會的。
這條"戰線"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為其
他國家尤其是我們中國製造了無數的
麻 煩 ， 像 前 不 久 搞 的 《 臺 灣 旅 行
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都是他們
的"傑作"，用國內法實現長臂管轄來替
代對美國不利的國際法，從而確保美
國利益。

 除這兩個明面上的官方外交外，美
國外交目的落實更要靠各種NGO來落
實，即"非政府組織"，比如"美國國家
民主基金會(NED)"、"美國國際事務民
主協會(NDI)"、"美國國際共和研究所
(IRI)"、"人權觀察"、"自由之家"等，從
五月開始的香港動亂，就做過很多前
期鋪墊、中期準備，後期實施，達到
落實美國外交政策，確保美國利益的
目的。其他還有更多的高等院校等學
術機構，為落實美國意志培植人才和
領袖，並承擔專門"培訓"目標國政商界
人員。涉及到經濟、教育、歷史、文
化傳播、新聞出版，和互聯網、外
交、環保、高科技等領域。文化傳媒
NGO，是文化領域意識形態滲透的直
接操盤手，輸出軟實力，宣揚美國文
化理念，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
的。

由於東西文化的差異，中國外交只
靠官媒發言，在西方世界文化中，是
很難取信於人和自圓其說的。

對方千條線，我方一根筋，招架起
來還是有些吃力。每每發言人侃侃而
談，卻像雞同鴨講 ，外媒解讀出去的
內容是另外一回事。美國出點經費，

辦個培訓班，中國外交部就要舉國之
力來應對，有一點兒"千斤撥四兩"的
感覺，中方很吃虧。

其實中國也是可以"全方位外交作
戰"的。

首先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可以
對應對方的國會，形成一條強有力的
"外交戰線"。以全國人大常委和全國
政協常委為基本隊伍，各專門委員會
也組成一些具有針對性的小組、委員
會，主動出擊，主動發聲，在不干涉
他國內政的前提下，實現中國利益，
當然，這需要在法律層面為全國人大
和全國政協授權。

其次是中國政府應該大力資助各類
民間社團組織，可以對應對方的非政
府組織，既然中國政府對中國制度有
信心，就該對自己的人民有信心，對
外輸出自己的文化，輸出自己的理
念 ， 輸 出 軟 實 力 ， 支 持 中 國 民 間
NGO參與國際事務，如傳統的中國紅
十字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慈善總
會。還有各類新型的民間團體，如藍
天救援、保釣團體等。

還有就是具有國際話語權的專家學
者，要站在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
發聲，既要敢說，也要會說，要懂得
用外國人聽得懂的"語境"講故事，注
意不是語言！如去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公司的路演團隊那樣講中國故事。

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曾經寫過《反對
黨八股》，其核心就是用老百姓聽得
懂的語境來講老百姓聽得懂的故事
（中共的政策綱領），而不是格式化
的本本教條，看著什麼都說了，卻什
麼都沒說明白，需要領會，那些外交
部的官方語言怎麼讓外國的老百姓來
領會呢！

還有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
需要大量懂外語的人才，因此在教育
上強化英語，這無可厚非，特別是高
考中，英語成為所有專業的必考課。
通過這40年的演變，英語變化成"美
式英語"，大量採用美式語境，灌輸
美國文化及價值觀。中國的教育部在
強化中國價值觀的同時，卻也在做著
美國價值觀的灌輸，這是何其矛盾的
事，還是中國政府出經費。

同時，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
"卻在美國被妖魔化。這又是何其不
平等呢？反之，"孔子學院"模式改為
中國政府資助的NGO來運營支持各國
的漢語教學和培訓班，效果是否是更
好呢？假以時日來中國留學需要漢語
語言能力考試，需要高額學費，中國
的外交還會被動嗎？

中國若改變"官方外交"模式的"被
動防禦"不利局面，"全方位"，主動出
擊。全面資助民間社團輸出中國文
化，去外國"講中國故事"，去國外捍
衛中國利益，中國人的利益，那麼中
國外交將不再被動！

一個國家的強大，終歸是文化的強
大，制度的强大。而不是GDP一支獨
大，出門時才不會被當作人傻钱多的
"土豪"，才会受到尊重！

作 者 ： 王 文 軍 1968生 於 重，
慶 1989年北京航空㈻院㆔分校肄，
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 。
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國外交能否走出"外交部外交"的困局
◎王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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