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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軍人在阿富汗殘殺當地
無辜平民的消息被澳大利亞媒體報
道，澳國防部公佈的調查報告也證
實了這一暴行。澳大利亞國防軍司
令坎貝爾就此舉行了專題發佈會介
紹報告，披露的細節令人震驚和毛
骨悚然，其中包括將成年男子和男
孩集中起來槍殺，或者蒙眼割喉；
將2名14歲的男孩割喉後裝入口袋
投入河流；一些低級別士兵被迫射
殺戰俘以獲得「練手」的經驗……
如此種種，令人髮指；澳總督戴
維·赫爾利、前總理陸克文在內一些
澳政界人士都出來譴責這一暴行，
認為這是澳軍事史上「最可恥的一
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根據以
上事實，在社交媒體個人賬號上轉
發了一張譴責澳軍暴行的相關漫
畫，沒想到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竟
然會暴跳如雷，要求中方道歉，令
人詫異。自己國家的軍人在別國作
奸犯科，卻不許他人批評，甚至要
求譴責這種冷酷罪行的人道歉，如
此倒打一耙，蠻不講理，十分荒
唐。

在一些歐美發達國家的眼裡，澳
大利亞根本就是一個二流跟班，連
印 度 阿 三 都 看 不 起 這 個 阿 西
（Aussie)；最近印度為了扺制中國
才邀請澳大利亞參加"馬拉巴爾"海
上聯合演習，居然讓澳大利亞飄飄
然, 認為是國際地位上升的象徵，
看官你説，阿西是不是很滑稽？阿
西被西方人看低，主要是他們的基

因有問題，十七世紀末，英國將大
批罪犯（殺人犯，搶劫犯，強奸
犯）流放到澳洲，俗話說"龍生龍 
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阿
西經過兩百年的改造，仍然是賊性
未改，尤其是他們骨子裡的兇殘更
是根深蒂固；澳洲原住民在十七世
紀末已經超過了三十多萬，自從阿
西到來之後，兩百多年來不斷被欺
壓迫害殘殺，現在剩下僅三萬人左
右；在澳洲大淘金時期，阿西同樣
以殺人放火的手段去打劫殺戮淘金
致富的華人；在二次大戰末期，日
本被原子彈轟炸之後，在澳洲的日
軍已經完全失去戰鬥力，請求投
降，但遭到阿西的拒絕，十七萬日
軍俘虜被屠殺得一乾二淨。這次澳
軍在阿富汗殘殺平民的事件只不過
是阿西前生今世的一段小縮影。

回頭來談一下澳大利亞這位總理
莫里森，他長得戇頭戇腦，儍里儍
氣，看起來有點像是"唐氏寶寶"；
他也的確幹過不少儍事，譬如澳洲
大火燒成重災之時，他卻能夠閒情
逸致帶著全家人去夏威夷渡假，受
到輿論壓力才趕緊回國；他在外交
方面，不斷抹黑中國，胡錫進形容
他是中國人鞋底下的一塊橡皮糖，
雖然造成不了大的傷害，但黏在鞋
底讓人覺得很討厭，很惡心；中國
最近開始對澳開始反擊，造成澳大
利亞巨大的經濟損失，許多澳洲生
意人苦不堪言，他們已向老莫發出
了抗議之聲，老莫的宦途已經紅燈

亮起。這一次針對趙立堅的漫畫事
件，更證明了老莫的智商低到了可
憐的程度，居然以自己上上駟的身
分去挑戰中國的一個外交界的下下
駟，而且還被碰到滿鼻子灰，反過
來向中國政府求和，真令人嘆為觀
止！澳軍人在阿富汗殘殺平民的消
息，在全部西方媒體的刻意淡化
下，本來己經無聲無息，但經過趙
立堅的貼文，和莫里森用攪屎棍的
助攻之後，才引起世人廣泛關注，
各方面的討伐之聲才隨之而來，也
算是另類的"天網恢恢"吧。

澳 大 利 亞 是 由 一 群 白 人 罪 犯
（white trash)所組成，其奉行的國策
也是"白澳政策"，為了在其他白人
國家面前表現自己不是"垃圾"，便
拚了老命什麼壞事都要搶著幹。西
方聯軍發動的每一埸侵略戰爭，澳
大利亞都率先登場；在反華道路上
表現得尤其積極，新冠病毒向中國
求償，新疆香港事務的胡說八道，
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手畫腳，體現
了白人垃圾一貫的無知傲慢，可是
本身斤兩不夠 ,根本沒有耍傲慢的實
力，當中國人不吃澳洲龍蝦，不喝
澳洲紅酒，不吃澳洲牛肉，不用澳
洲煤炭時，澳大利亞將會出現六百
多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如今莫里森
政府在各方壓力下，不得不向中國
低頭，每天最急的事情就是要和中
國官員通電話，而中國政府主管機
關對老莫都是不理不睬，對中國來
說 ,是時候清除鞋底橡皮糖的時候
了.....。

The Real Motivation Factor for China's Rapid Rise
Sure, China was motivated to build her nation up, who wouldn't after 

years of humiliation by foreign powers? However, nation building is not an 
easy task, it depends on a number of matching factors in terms of timing, 
resources and peaceful period. The ending of WW II gave China the 
opportunity but she was deprived the resources and most damagingly she 
was not given a peaceful time to rebuild. The Korean War cost her million 
lives including Mao Ze Dong's own son and a few years of precious time 
to rebuild. In contrast, Taiwan, separated from reunion with China, along 
with Japan were benefited from being an ally with the U.S. in supplying 
goods to the U.S. troops in Korean War. Twenty years of Vietnam War 
(11/1/1955-4/30/1975), although it was between the U.S. and North 
Vietnam, it had similar effect of the Korean War on China. It was not until 
the U.S. changed her strategy in confronting the Soviet Union, China really 
got a peaceful period of time for nation building. In 1979, the U.S. 
recognized China and began a new Cold War with the Soviet Union. China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herself. She quickly settled a border 
issue with Vietnam by strategically staged a brief war （2/17/1979-
3/16/1979）with the consent of the U.S. to check Vietnam's ambition and 
war Monger attitude causing border issue not only with China but also 
with Laos and Cambodia. Since then China had no wars with anyone thus 
giving her a decade of peace time (1979-1989) for nation building.

In the new Cold War period, the U.S. engaged China to contain the 
Soviet Union. China indeed had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decade through hard work. However, the 
hardworking at a peaceful time was the requisite condi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y are not the real motivation factor for her rapid rise. 
In 1990,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and the U.S. became the only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U.S. China policy had also 
revealed its true face. China was a part of the U.S. tool kit to win the Cold 
Wa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but China was not treated in any way close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e U.S. categorized China as an adversary, 
which hindsight could be seen from many things such as the U.S. 
opposition to letting China join the WTO and the Space Station program. 
China chose to be humble and tolerant hoping to be accepted by the 

Western Power Club.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hina's Motivation Factor
The real motivation factor for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came 

gradually with increasing intensity since the second term of Clinton 
Administration (1997-2001). The U.S. China policy was 'engagement 
within containmen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2001-2009) was too 
occupied with terrorism and Middle East Wars thus giving China 
another perio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The China policy in the 
Obama-Mrs. Clinton era (2009-2017) had switched further away from 
engagement towards containment. This made obvious by the Pivot-To-
Asia policy. Treating China as an Adversary became intensified. This 
process continued into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th further hostility. 
It was the past two dozen years placing China under watchful eyes that 
had given China the real motivation factor to develop rapidly including 
military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ince they had finally recognized 
the true face of the U.S. The U.S. shall not accept any strong 
competitor threatening her superpower status. Placing China under the 
most watchful eyes and instigating all measures to stop China's rise 
became the real motivation factor for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and 
rise, out of not just desire to acquire a better living standard but out of 
fear and insecurity that the U.S. will eventually staging another eight-
nation alliance to crush China like the U.K. had done in 1900, only 120 
years ago.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or so, the U.S. had waved the anti-
communist flag targeting China no matter how much reform China is 
doing in socialism and in embracing capitalism. It has become clear to 
the world, not only the 'Five Eyes' are physically watching China, but 
an increasingly rigorous effort is mounting to build an anti-China 
alliance, for example, by recruiting Vietnam, India, Japan, etc. The 
U.S.-China relation has become the worst in a century with trade wars 
spreading to technology wars and military provocations. China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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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ordman

able to mobilize her citizens to work hard and strife for better life, but 
the U.S. China policy turning the screw tighter using all measures (using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s words and thoughts) against the CCP 
government employing media force (fabricating narratives and lies), 
sanction measures (choking China's industries) and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allies (agitating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if the 1900 battle of 
Peking could be replayed. Can it be replayed?

Chinese People Can Be Motivated by Negative Force
Chinese people are unique people who are more tolerant and peace 

loving. Long immersed under Confucius philosophy, Chinese people are 
generally motivated by positive thoughts, like honor, praise and 
encouragement. China may have done a good job in creating a positive 
motivation for her people to strive for a better life ou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Confucius theory and family traditions, but the negative force 
coming from the U.S. China policy is creating an exceptional drive and 
motivation for the Chinese, to die for their country if necessary; just like 
they had done against the atrocious attack from the Imperial Japan in 
1937-1945 and the Korea War in 1950-1953. The harsher lies generated 
by the West media, for example, on Uighur genocide charge, fake news 
on concentration camp, etc. would turn Uighurs and Hans to fight 
vigorously together against the Western liers to clear their honor.

Communism is built on equality of people and fair share and usage of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The Western nations' media (like CNN), 
blasting accusations and charges, like depriving Tibetans' religious 
rights, suppressing Hong Kong's freedom of protests and putting 2 
million Uighurs under surveillance or concentration camps, etc. actually 
helped the CCP to do the right thing faster. Tibetans' lives improved 
tremendously under CCP governance and there were more beautiful 
Tibetan temples now than ever before. The Hong Kong riots are 
completely stopped after China published her national security law. As 
for Uighurs, 37 countries in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passed resolution in support of China disputing the fake news charges 
(concentration camps, etc.). It is ironic that the U.S., the promoter of 
democracy, would deny many of the UN resolutions passed in 
democratic manner and would insist on repeating the fake news.

For U.S.-China relations observers, one must wonder why does the 
U.S.keep giving China the motivation factor to develop and rise up fast 
if that is not what she desires.

◎范湘濤

◎盛嘉麟八國聯軍120年後，2020年又逢
災難的庚子，如今拜登勝選，正忙
於籌組行政團隊，提出治國藍圖施
政方針，其中傳達出最清楚的訊息
是，繼川普之後，仍將從各方面加
大力道扼制中國。鼓吹世界，聯手
圍堵孤立打壓中國 ，被奉為最高指
導原則。

歐盟及亞洲大部份國家都不吭
氣，隱約之中大多數仍是當年的八
國聯軍做出響應。由美國領頭、英
國、法國、德國、日本四國同聲譴
責中國在南海，印度洋的擴張。其
他意大利、奧地利及俄國缺席，想
不到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三
個 Anglo-Saxon國 家 立 即 填 補 了 席
位，組成了新的八國聯軍。

新的八國聯軍包括五眼聯盟，外
加日本，德國，法國，都是過去曾
經凌辱中國的國家，或者是今天習
慣 任 意 批 罵 中 國 的 Anglo-Saxon國
家。如今中國歐美日本的態勢，重
溫八國聯軍舊夢的意圖，已經是異
想天開了。

【新舊㈧國，歷史滄桑】

原來㈤國

美國，1991蘇聯帝國瓦解時國勢
達到高峰，隨即耀武揚威發動五場
戰爭，2000年是美國衰敗的開始。
一次重創，2001年911事件，兩棟
象徵資本主義顛峰的大樓灰飛煙
滅。二次重創，2008年次級房貸事
件，造成世界金融海嘯。三次重
創，2016年選出反智狂人川普總
統。四次重創，新冠病毒傷亡慘重
名列世界，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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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生產總值（GDP）即將於
數年內超越美國。此一說法過去或
有不少人持懷疑態度，尤其是那些
盲目崇拜美國，唱衰中國的人，包
括國內與國外都有。但現在此一趨
勢卻已越來越明顯了，尤其是經特
朗普四年惡搞下來，已令美國元氣
大衰，我們超越美國的時程就縮短
了。這就難怪有人戲稱，特朗普是
中國派往美國臥底的策應者。在美
國大選期間，台灣出了不少特朗普
的支持者（川粉），尤其是台獨分
子。他們大概沒想到，反獨促統的
人，也有不少希望特朗普繼續執政
者。這就如同在台灣大選中，未必
藍營的人都希望國民黨勝選，而主
張台獨的民進黨敗選。其道理是一
樣的。因前者可縮短中國超越美國
的時間，而後者則可縮短兩岸統一
的時間。這就是所謂以"辯證思維
"的方法來判斷事務的利弊得失。
中共懂得辯證法，善用辯證法，因
此無往而不利。

筆者長期以來都主張，中國的當

務之急，並非"民主法治"，而是
"富國強兵"。因為我們面臨的問
題，要解決的問題與西方是不同
的。西方至今仍拿"民主法治"來攻
擊我們，挑戰我們，嘲笑我們。
如果我們因此就亂了陣腳，失去
了方向，也跟在他們後面亦步亦
趨地慢慢走，中國就永遠休想趕
上他們，超越他們了。那麼我們
要想改變我們國家民族被西方壓
制，奴役的命運就太難了。經過
長期實踐檢驗後已被證明，中國
的這套制度，對中國這樣的發展
中國家是行之有效的。因此一向
嘲笑輕視我們的西方國家，開始
注意我們，重新審視我們了。他
們發現，要使國家發展，實現現
代 化 ， 似 乎 並 非 只 有 西 方 一 條
路。而許多發展中國家更是紛紛
倣傚我們，欲在致富上向我們取
經。最近RCEP之所以能擺脫美國
干擾順利簽署，多少是在此背景
下促成的。  

西方在發現，我們走了一條與
他們不盡相同的路，並且也成功
了，甚至即將超越他們，就開始
有些氣急敗壞，不知所措了。於
是就羅織各種罪名來攻擊我們，
誣衊我們。大有再次拉幫結派，
再拼湊個"八國聯軍"來圍攻我們之
勢。其實中國究竟做錯了什麼，
需要他們如此大張旗鼓地來撻伐
我們，攻擊我們呢？中國唯一的
錯誤，就是不該發展得太快，尤
其 不 該 超 越 他 們 。 從 鴉 片 戰 爭
起，西方帝國主義歷次發動對我
們 進 攻 ， 都 是 藉 口 莫 須 有 的 罪
名。例如鴉片戰爭，只因中國人
拒絶吸食鴉片，他們的戰艦就來
到了閩廣浙沿海一帶，把佈置在
沿岸的土砲臺，轟得稀趴爛。在
此情況下，1842年中國被迫與英
國簽下了第一個屈辱的不平等條
約 – 南京條約，割讓了香港。直
到1997年6月30日，香港才得重回
祖國懷抱。但至今西方對此仍耿
耿於懷。                                                                                                                                    

西方主導這個世界已有兩三百
年了。固然他們在科技，以及一
些社會科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
就，值得我們虛心學習。我們固
不可故步自封，但也不可盲目崇
洋。中國畢竟是個有數千年文明
史的國家。祖先給我們留下了許
多寶貴的精神財富，等待我們去
發掘，發揚。中國有中國要解決
的 問 題 ， 西 方 的 藥 方 未 必 能 奏
效。我們要瞭解西方容易，而西
方要瞭解我們就太難了。白人數
百年來領先其他人種，使他們幻
覺，他們是上帝唯一的寵兒。其
實 並 非 如 此 。 我 們 要 讓 他 們 明
白，各個民族應當是平等的。就
如同"黑人的命也是命"，而"中國
的發展也是發展"，都是不容打壓
的。 

當務之急  富國強兵
 ◎謝芷生

紛錯亂。損傷國力。
英國，玩弄民粹弄假成真，脫歐

成真，成為英國的夢魘。今年12月
31日脫歐期限將屆，談判困難重
重，粗魯脫歐將造成無可估計的災
難。脫歐之後蘇格蘭，北愛爾蘭都
想分家獨立，使英國陷入嚴重分
裂。新冠病毒重創英國，經濟更加
衰退。

法國，顏色革命弄巧成拙，北非
穆斯林難民蜂擁而來，造成種族文
化的衝突。查理週刊羞辱穆斯林真
主，招來穆斯林恐怖攻擊，甚至引
發與土耳其及馬來西亞的外交衝
突。修改退休制度年齡，柴油加
價，甚至為疫情強制戴口罩，都引
起全國罷工暴亂，重創法國國力。

德國，從二戰時的德國第三帝國
如今被美國強徵駐軍費用，強徵北
約軍費（GDP的3％），制止北溪
二號天然氣管道，威脅撤軍9,500
人，淪為美國保護的半殖民地。德
國社會也失去了傳統的鋼鐵紀律，
因為反種族歧視，反穆斯林難民，
反取締毒品，反強制戴口罩，許多
莫名其妙的議題發生暴亂，警民衝
突不斷。

日本，二戰以後美國駐軍日本各
地，掌控日本政府，一度因為汽車
產業半導體產業輝煌發達，超過美
國，隨即被美國以廣場協議打趴日
本經濟卅年。日本財政赤字嚴重，
國債是GDP的234％，世界第一。
如今GDP遠遠落後中國，將來再落
後印度，人口老化，每年減縮50多

萬人，實為一個前途灰暗的美國殖
民地國家。

缺席㆔國

義大利，二戰以後義大利變成一
個軟性的國家，以跑車，服裝，橄
欖油，葡萄酒，觀光，美食....為經
濟的主軸。財政長期入不敷出，負
債累累，成為可恥的歐豬五國。新
冠來襲，無力管控，依賴中國的援
助。

奧地利，現在是靠音樂觀光為生
的中歐蕞爾小國。

俄國，1991年蘇聯帝國瓦解，孤
立的俄國幾乎分崩離析，雄才大略
的普京執政後，才挽救俄國於狂
瀾，穩定了俄國的大國地位。中俄
並無互信，更不是友好的鄰國，目
前俄國被美國及北約不斷擠壓制
裁，財政僅靠石油天然氣出口，經
濟困頓，唯有中國伸出援手，承購
大量石油天然氣。俄國必須靠攏中
國，合作對抗美國。

新添㆔國

加拿大，一個人口3800萬的北美
州，依靠美國的弱小國家。

澳大利亞，一個人口2500萬的南
半球，依靠美國的弱小國家。

紐西蘭，一個人口600萬的南半
球，依靠美國的弱小國家。

【㈧國聯軍，今非昔比】

雖然在美國熱心的催促下，新的
八國聯軍再起，但是120年間物換
星移，新八國聯軍的實力今非昔
比，德國要派一艘護衛艦。法國要
派一艘濳艦及一艘護衛艦。英國要
派漏水修復後的伊麗莎白航母及一
艘護衛艦。日本可能派出雲號直升
機航母，澳大利亞也派一艘護衛
艦，加拿大曾派艦通過台灣海峽。
整個艦隊零零落落，只是配合美國
的演出。

一個政治分裂，國力透支，國際
威信嚴重耗損的美國，早已無力領
導八國，再發動一次八國聯軍，拜
登的計劃只是眼見中國崛起，憤
怒，焦慮，挫折，害怕，帝國末日
的情緒掙扎。

歐盟的法國提倡建立歐洲軍隊，
德國首先嚮應，擺脫美國北約的軍
事掌控。歐盟建立了 INSTEX 計劃
替代 SWIFT，擺脫美國的金融掌
控。中國往來歐洲的歐中長途貨運
列車每月超過1000列，生意興隆，
歐盟與美國之間各有算盤，並不團
結。

【強大㆗國，無所畏懼】

目前中國海軍一年新建下水的軍
艦噸位，等同英國現有的海軍噸
位，中國已經在南海建島六處，島
上都有陸海空軍駐防，顯示中國對
南海海域絕對掌控。這使八國聯軍
憤怒，焦慮，挫折，害怕。美國拉
攏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組織印太聯
盟，正表示中國海軍伸進印度洋，
美國的第一島鏈已經面臨崩潰，計
劃退縮到第二島鏈。

中國的GDP已經超過歐盟27國的
總和，中國的太空計劃嫦娥五號，
天問二號緊鑼進行，中國的九章量
子計算機，超高速太空武器，高分
七号高精度測繪衛星，科技領先世
界，國力強大，百尺竿頭。

澳大利亞積極加入新八國聯軍，
而且是反中辱華最賣力的國家。中
國政府決定先出手修理這個不知好
歹的新八國聯軍成員，經濟制裁，
再配合阿富汗事件，就把澳大利亞
打得遍體鱗傷，道德崩潰。新八國
聯軍重創其一，其他七國只敢吱
唔，沒有伸出援手，更不敢反制中
國。這是中國第一回合的勝利，可
謂大快人心。

㈧國聯軍陰魂不散㈧國聯軍陰魂不散㈧國聯軍陰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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