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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discuss why the U.S. and China should take a 

Smart, Skillful and Silent (3 'S') approach to deal with competition and 
why the 3 'S' strategy is the only healthy strategy to guide the US and 
China to cope with competition in a healthy way.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s very complex and must be dealt with 
smartly. The competition is not a simple trade issue or an economic 
issue (complex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t extends to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more fundamentally to many domains, 
education, philosophy, governance and sociology (healthcare, 
retirement and lifestyle). China always wanted to reform and seek for 
solutions for nation building. But she has her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and unique problems. China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evalu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any system she may adopt. So there is mutual 

dependency and reliance in all competitions. Tariff war does not 
produce winner, Mutual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y to find market 
place is a smart way to produce win-win outcome.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Cold War competition either; 
otherwise it would lead to arms race and mutual destruction. Using 
Taiwan Travel Act, Taiwan Assurance Act, etc to pressure China is 
not a smart way to eliminate competition, no physical benefit to the 
U.S. It is absurd that the U.S. Congress would introduce bills 
meddling in China's domestic issue and not encourage China to 
create legislations based on her Constitution to resolve the cross-
strait reunification issue. The unilateral American First approach 
did not fare well lately and would not work well wi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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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大選是一次充滿激情卻
基本和平的大選，代表台灣已經是
一個成熟理性的社會，可以說是台
灣民主的勝利。 然而，民主的選擇
未必是理智的選擇，未來四年台灣
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蔡英
文企圖依靠美國求獨立，更將給台
灣帶來最大的災難，最終必將失去
台灣現有的一切，蔡政府必須懸崖
勒馬！ 

這次選擧顯示出：1. 台灣政治的
荒謬性。  2. 年長與年青一代的對立
。  3. 對美國價值的迷信和對世界大
勢的無知。 這就是台灣將來爆發危
機的根本原因。 

一個國家的現任總統的造勢場合
沒有一面國旗，也不願承認自己的
正式國名，而執政四年又不願更改
國號，外交和經濟一塌糊涂，連博
士學位的真偽都無法說清楚的人能
夠高票連任，這在世界各地的民主
史上都是荒謬的！ 年青的一代不顧
自己的未來經濟利益，選擇支持延
續這種荒謬，更預示台灣未來政府
的脆弱性！

一月十五日，南加大的美中學院
主辦了一個遠端視訊討論會，邀請
了親身觀察臺灣選舉的美台學者們
， 會 中 南 加 大 國 際 關 係 教 授 Tom 
Hollihan說很驚訝的看到蔡英文選前
凱道造勢場上有年青人揮舞美國國
旗，他說在今天反美情緒高漲的世

界各地是非常稀有的事 ，他很擔憂 
這些人天真的認為美國會冒著與大
陸衝突來保護臺灣。 

今天世界各地最崇拜美式的新自
由主義價值觀的人就是香港和台灣
的知識份子，及中國大陸的一些「
公知」，這有它的歷史背景。 中共
取得政權後，逃離大陸到港臺的知
識份子絕大多數都是美式民主的信
仰者，自78年大陸改革開放以來， 
一段時間大陸也探索西方的道路，
1991年東歐及蘇聯共產政權瞬間崩
潰後，美式自由主義價值觀就獨領
風騷，在那一階段的華人留學生， 
也普遍接受了美式的普世價值，他
們回到港，台或大陸後，又加深了
華人區域對美式價值觀的認同，更
不能排除一些精英份子可能被西方
情治或宣傳機構雇傭或收買，成為
西方價值觀的鼓吹者。

然而，美國浪費了這個天賜良機
，由於制度本身的貪婪和掠奪，帶
給世界各地無數的動亂，傷亡，財
產損失，難民流離失所，各地貧富
加劇，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當今世界
各地普遍反美和美國內部政治動盪
的根本原因。

而中國利用了寶貴的和平環境加
速融入國際自由貿易的大環境，取
得了如今在各領域世界第二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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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either. The U.S. should work skillfully to discharge 
competition and turn it into mutually beneficial collaboration, for 
example in the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domains. While two 
countries are focusing on their own problems and develop technic 
solutions, it is smart to keep the other country's problems in mind and 
skillfully channel one country's solution to work for another country's 
problems.  The U.S.-China competition is not a life or death 
competition. Vocal rhetoric only creates false emotional outbursts. 
With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coexisting, competi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silently focusing on data not political rhetoric, such as 
import-export figures, job employment numbers, graduation rate in 
STEM areas, patents issued, GDP numbers, etc. Focusing on 
undisputable data leads to healthy competition that produces progress 
in human civilization.   

* Full paper at   http://www.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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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基

今年一月初和內人梅強英懷着興
奮的心情從美國洛杉磯回台，準備
將我們這神聖的兩票投給韓國瑜。
在11日投票之前去高雄玩了兩天，
那是怕選後高雄會太擁擠。九日傍
晚與強英及友人一同去參加了韓國
瑜在凱道的造勢大會，真正的體驗
了什麼叫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到
達現場時已過下午六時，根本擠不
進去，我和強英還走散了，在如此
茫茫人海中根本無法找到，只能回
公寓去邊看電視邊等她！

十一日一大早七點半就到達了投
票所，我的戶籍地址沒有改變，但
這個投票所不是我以前三次來台投
票的場所（2008、2016、2018），
是一個小區地下一層的一個公共過
道，地方小，不容易找。現場的工
作人員和以前也完全不同，除了一
兩位主要負責人大約有四十出頭的
年紀，其他的都是一些二十來歲的
年輕人。開始投票前那位負責的女
士在排隊等投票的人裏徵求一名志
願檢查票箱的人，我舉手應徵了。
三個投票箱全是不透明的硬紙箱，
很容易打開，三個箱子倒都是空
的。

十一日晚看電視報導開票結果，
蔡英文得票一直領先，韓國瑜的得
票沒有在任何時刻有即便是些微的
拉近，倒是有兩次蔡的票數在幾秒
鐘內增加了數十萬，這與以往開票
完全不同，不論是在美國或是台
灣。最終蔡英文以817萬的高票贏得
選舉。這個結果是非常難以讓人相
信的，有太多不合邏輯的地方。想
想2016年蔡英文在國民黨八年執政
不力，又有換柱的風波下才得票
689萬票，而現在在蔡三年半天怒人
怨的執政下，在為數不少的綠營選
民轉為韓粉的情況下，她會多得一
百多萬票？即使有首投族票數的增
加也不可能有這麼高的總得票數。
做票做過頭了！

選後的兩三天網上有各種爆料，
包括視頻顯示唱票人唱二號，而計
票人將其記在三號名下；唱票人在
整個四分多鐘的唱票過程裏唱的全
是三號；等等。還有報導稱這次台
灣選舉美國是全力以赴支持民進
黨，據聞有三十多位美國專家來台
指導，其中不乏計算機軟件專家，
有可能在中選會的計票計算機軟件
裏植入後門，直接操控得票數的增
加。這種操作不但做票數額可以大

並全力向第一衝刺，這也驚醒了美
國朝野。 今後美中全方位的博弈是
世界大勢的主流，然而，美中都會
全力防止大規模熱戰的發生，而台
灣部分人士希望美國冒著與中國衝
突的危險爲台灣獨立撐腰，是極危
險又最終必將被拋棄的臭棋，因爲
美國今天無力在第二島鏈以內戰勝
中國， 除非爆發毀滅地球的全面核
子大戰。

中國最大的國家利益就是爭取和
平發展的時間，因爲現階段與美國
的全面破裂，將迫使歐洲國家及日
韓和東南亞國家做出痛苦的選擇，
有許多將會跟隨美國，導致中國與
西方的脫鉤！ 

中國希望在國際體制內謀取最大
利益，是五常中貢獻維和部隊最多
的，自從1979年後沒有發動任何戰
爭，嚴守不干預他國內政，這是五
常中僅有的。 然而，如果中國的國
家根本利益受到嚴重挑戰，它就不
得不在經濟上，外交上施加全面壓
力， 這將造成台灣經濟的迅速下滑
，移民出國的新高潮，有能力有資
產人群的外移更將進一步的削弱台
灣。 緊急時更會訴諸武力，世界上
絕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台灣問題是中
國內戰的延續，也因此會得到理解
和支持!  蔡英文能不小心嗎？ 

編者注：本文首刊於2020年1月
21日台灣中國時報。

◎佟秉宇

大增加，同時還可以避開在台灣
現行的選舉法裏規定驗票必須在
得 票 差 額 在 千 分 之 五 之 內 的 要
求，真是一舉兩得啊！民進黨的
人會問"你們有證據嗎？"  我要說
你們要是沒有作弊，就公開透明
地來一次驗票，看看結果真相到
底如何！

撇過這些選舉過程的弊端來看
看 台 灣 的 前 景 以 及 國 民 黨 的 未
來：

台灣面對的兩種選擇，要麼獨
立，要麼統一。 在中美全方位的
博弈之下美國有可能把台灣這顆
棋子用到極致，也就是說不排除
把 台 灣 推 向 甚 至 越 過 大 陸 的 紅
線 ， 戰 爭 的 可 能 性 大 大 地 增 加
了！台灣，你準備好了嗎？投票
蔡英文的廢青們，你們準備好拿
起槍桿子來幹了嗎？

國民黨的選擇：在做選擇之前
必須要意識到不統不獨不武的環
境已不復存在，因此，要麼旗幟
鮮明的主張統一，條件必須符合
於國際客觀情況，那種中華民國
統一中國的神話不要再說；要麼
改成台灣國民黨，成為一個本質
上與民進黨無異的台獨政黨。

選 擇 前 者 則 必 須 有 堅 強 的 意
志，有效的用傳統及新型媒體來
掌握話語權，用清晰的論述來教
育台灣的選民，使他們了解台灣
的處境與中國大陸制度的優點，
把他們從西方所謂"自由、民主"的
普世價值的窠臼裏引導出來，同
時 凝 聚 投 票 給 韓 國 瑜 的 550萬 選
民，這是一股讓台灣走上正途走
向 未 來 的 堅 強 力 量 。 客 觀 的 估
計，以國民黨多年做美國哈巴狗
的意識形態，選擇這樣未來的可
能性微乎其微。

但如果新的領導人缺乏毅力與
勇氣而選擇後者，則國民黨實質
上將與民進黨無異，島內的選民
也沒有理由放棄一個徹徹底底的
台獨政黨來轉而支持一個半吊子
台獨國民黨。黨員恐怕有一半以
上會退黨，讓它成為一個無足輕
重 的 小 黨 ， 甚 至 面 臨 解 散 的 危
機。

台灣正面臨黎明前的黑暗，願
天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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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新剛過，中東地區便事端
頻頻。 先是美國用無人機，在伊拉
克國境內擊殺了伊朗的重要將領蘇
萊曼尼，接著便是伊朗報復，用飛
彈攻擊在伊拉克的美軍基地。 再下
去伊拉克對美軍下逐客令，最後川
普總統雙手一攤：「撤可以，先還
錢來」！ 這場既兇險又荒唐的鬧
劇，一時轉移了人門對中東地區另
一個熱點的關注，也在一定程度上
淡化了美國出賣朋友的醜態。 

筆者所謂的另一熱點是敘利亞內
戰；被美國出賣的朋友則是運氣欠
佳的庫爾德人。

敘利亞內戰始於2011年的三月，
迄今已近九年，仍在猛烈進行中。 
它的起因很簡單：人民不喜歡他們
的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想讓他下
臺，他不肯。 這位總統當時方46
歲，卻已在位11年。 也便是說，他
閣下35歲便當上了總統！ 不過這並
不代表他天縱英明，因為他老爹生
前也是總統，而且一當便是30年。 
老阿薩德於2000年去世，小阿薩德
便接了班。 因為他太年輕，敘利亞
還修改憲法，降低當總統的年齡門
檻。 

小阿薩德有下列數事不為庶民所
喜 ： 首 先 他 獨 裁 ， 容 不 下 反 對 意
見，其次他屬於什葉教派，而大多
數敘利亞人屬遜尼派，包括庫爾德
人。 第三他提倡世俗宗教路線，與
保守派亦格格不入。 2011年一月，
受了「阿拉伯之春」的鼓舞，敘利
亞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三月間
政府用武力鎮壓，六月間民眾武力
反抗，他們攻擊員警，策反軍入，
內戰全面展開。 

現在本文的主角，庫爾德人，就
要登場了。 他們投入了反政府的一
方，由於庫爾德人約占敘利亞總人
口的10%，反政府軍的力量大增！ 

庫 爾 德 人 是 一 個 相 當 古 老 的 族
裔，他們的語言屬印歐語系，因為
這點，再考慮他們的生活地區，一
般認為他們與波斯人有相當血緣關
係。 庫爾德人的歷史至少可上溯至
西元前六世記，在這兩千多年間，
他們始終臣伏於大帝國，從未能建
立一個獨立的國家。

現代的庫爾德人主要分佈在下列
四國，括弧中的數位表示庫爾德人
在 該 國 所 占 百 分 比 ： 1） 土 耳 其
（20%）2）伊拉克（15%）3）伊朗
（10%）4）敘利亞（10％）

目前世界上庫爾德人的總人口約

為四千萬，他們是地球上最大的沒
自己國家的族群。 其實庫爾德人亦
很想自建國家，只是他們運氣太
壞，總是活在大帝國的巨陰中。 

一百年前，歷史還真的想為庫爾
德人建國。 1918年一戰接束，奧斯
曼帝國戰敗瓦解。 在1920年的色弗
爾會議上，列強同意在小亞細亞劃
族出一片土地讓庫爾德人建國。 不
過由於色弗爾條約對奧斯曼帝國過
於苛刻，引發土耳其人的怒火。 在
凱末爾的領導下，他們自組軍隊，
擊敗了希臘佔領軍，保住了小亞細
亞半島，同時癈除了色弗爾條約。 
庫爾德人的建國夢，也化為泡影。 

讓我們再回到敘利亞內戰戰場。 
這場「內戰」不久便參入了外國因
素。 迄今為止，至少下列國外勢力
已介入這場紛爭：

1）美國：支持反政府軍，打擊
伊斯蘭國。 

2）餓國：支持政府軍。 

3）伊朗：支持政府軍。 
4） 土 耳 其 ： 表 面 支 持 反 政 府

軍，其真目的為防止難民入境及庫
爾德人坐大。

5）伊斯蘭國：意圖在敘利亞／
土耳其邊界建立根據地。 

美國之介入敘利亞內戰為庫爾德
人點起新的建國希望。 他們的如意
算盤是，他們先助老美消滅伊斯蘭
國，老美再支持他們在伊斯蘭故地
建立某種型式的政權，那怕是個小
自治州也好。 因為有了奮鬥目標，
原本就善戰的庫爾德人更加努力，
果然在2018年底大致將伊斯蘭國逐
出土敘邊區。 

但是老美也有自己一套演算法。 
伊斯蘭國既已不足為患，我便不須
屯兵太多，於是美國在2018年底，
撤回大半駐敘武力。 

敘利亞的庫爾德人現在進退失
據。 老美是靠不上了，伊斯蘭國有
可能死灰復燃。 更可慮的是，政府
軍在俄國和伊朗援助下，愈戰愈
強，全面勝利，指日可待。 當這天
到來時，勝利者秋後算帳，能饒過
他們嗎？

可悲啊，庫爾德人！

悲情的庫爾德人
◎張紹遷

（一）引言 1950年6月25日北韓

突然向南韓發動攻擊直向南韓首爾

（時稱漢城），南韓軍隊在裝備劣

勢及準備不足下節節敗退。李承晚

總統向美國及聯合國投訴，經安理

事會召開緊急會議，在當時蘇聯代

表缺席下通過以聯合國名義由美國

負責派兵援韓, 經美國杜魯門總統

任命當時駐日美軍統領麥克阿瑟將

軍負責指揮以美軍為主，陸海空三

軍赴韓支援南韓抵抗北韓軍侵入,同

時，有十一國家包括英國，加拿大

等参戰（世稱韓戰），直至1953年

7月27日在北纬38度停戰區板門店簽

定停戰協定才結束。联合國在板門

店地區建有參戰國家紀念碑以紀念

和記錄當年經過，並有美國杜魯門

總統（1945-1953）之黑色大理石站

立雕像為証。

1950年10月，因北韓當時領袖金

日成多次向蘇聯領袖史太林，中共

主席毛澤東請求支援因自從联合國

軍自仁川登陸成功後向北韓平壤推

進並兵锋直指中韓交界鴨綠江邊，

新義州情勢危急為由，出兵相救，

毛澤東終在史太林壓力及允諾以軍

事包括空軍支援下以（唇亡齒寒）

中朝人民兄弟情誼為由答應以志願

軍方式赴朝鮮參戰援朝抵抗，妄稱

南韓李承晚總統侵略，令中韓人民

再陷戰禍傷亡悲劇。而由於韓戰爆

發，杜鲁門總統命令駐太平洋第七

艦隊協防台灣，雖宣稱台灣海峽中

立化，但給予1949年國共內戰，國

民政府國軍退守台灣喘息及休整機

會。

（二）停戰區：歴時3年多的韓

戰結束至今已有70年但由於戰况激

烈戰場面廣雙方傷亡慘重。北韓人

民被金日成獨载領袖推行共產主義

專制，不恤民力，以人海戰術対美

軍為主，據聯合國公佈資料北韓軍

人傷亡達四十多萬，人民達六十

萬，讓原居朝鮮半島歴史悠久的朝

鮮民族分隔分離。筆者由導遊金先

生引導參觀區域，有表達人民心意

（望拜壇）刻有婦人攜帶兩幼兒遙

望北韓境石像，建在漢江兩岸自由

橋，南北火車接軌處兩旁掛滿各種

不同的顏色許願布條或対親友寫下

姓名以表懷念，最令人感動及反思

的是高達40多呎用蓮花圖蓋封頂與

托頂方型刻有中文字（南北和平統

一祈願詩碑)，這不是真正表達韓

人對戰爭惡絕，内心希望和平統一

的心意及祈求嗎？但在整個板門店

廣大停戰區，卻不見有記録或展視

中國人民志願軍入韓（1950年10月

21日）為援救北韓的戰役，解救平

壤之圍的報導或感謝碑文，而卻看

見有以韓文及英文並列刻有南韓政

府対美軍及人民對支援韓國的牺牲

及成就表示謙卑及不忘與感謝。據

查知韓戰結束後金日成曾親到北京

表示謝恩，其後又在平壤二十多里

平安百道建有中國志願軍烈士墓園

有毛澤東長子毛岸英墓碑在內，以

紀念入韓陣亡十多萬人志願軍（被

韓國境嚴寒凍死餓死另計）。板門

店停戰區改建成遊覧區対外開放後

每日成千韓民及來韓國中國遊客，

不少是當年參與韓戰中國軍人親屬

來此尋根悼念，拜望。有些西方歷

史家稱韓戰是被遺忘的戰爭，但対

中韓人民內心實有怎能忘遺之痛。

（三） 感言：這次往板門店遊

覧及參觀是從首爾由導遊金先生專

人專車負責在國道早上八時向東北

方向出發，沿途經七，八條工程完

好穿山隧道，經漢江等支流，因與

北韓隔江相對，南韓區内建鐵絲網

及瞭望站，據說是怕北韓人民游水

偷渡而設,歷經近3小時多才到「停

戰區」己見中韓遊客擁擠非常。中

韓兩國地理唇齒相依，歷史都深受

儒家文化影響，"民為貴，君為輕

"的思想深入人心，兩岸領導人若

能體會這次韓戰対人民傷害，國力

損失，建設破壞，造成影響至大，

願能接受歷史教訓。特别是蔡英文

連任成功後，切忌挑衅大陸，置台

灣人民於戰争的險境，否則必將爲

人民唾棄！

訪南北韓停戰區板門店㈲感
◎張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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