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 關門滅鼠

臺灣旅遊法案通過以後
美國參眾兩院前些時通過了
2018國防授權法案，國會議員們並
在在法案中建議：美臺軍艦可以互
相停靠對方港口。最近美國眾議院
又通過了「臺灣旅遊法」草案,長久
以來美臺間官方高層不能互訪的規
定將被解禁。蔡英文民進黨政府對
以上兩個法案的通過自然是一片歡
欣鼓舞，並在第一時間向美國輸誠
，叫囂要購買更多美國武器，讓臺
美關係更上層樓。
美軍艦停臺只是國會議員們的建
議，不具法律效應，美國海軍其實
也不敢輕舉妄動；美國軍艦如果公
然進入臺灣，那就是明目張膽對中
國的侵略行爲，解放軍必然會做出
驅趕動作，美軍處於四面飛彈的天
網中,如果還不知道天高地厚，強势
硬闖，結果肯定是狼狽不堪，稍有
軍事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只是一個假
議題,因爲美國軍艦決不會這樣幹。
致於臺灣旅遊法就不同了，如果
參眾兩院都通過，總統簽署後就具
備了法律效應，如同以前通過的「
臺灣關係法」一樣，是美國強加在
中國頭上的另一個緊箍咒；中國雖
然感到如芒刺在背，除了「嚴正抗
議」和「堅決反對」外，剩下能做
的大概只有啞巴吃黃蓮了。
美國對中國的崛起，用盡了心機

◎范湘濤
阻礙和圍堵，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但各種使用過的手段似乎都成效
甚微；這個＂臺灣旅遊法＂新招，
卻在阻擋中國的策略上，說得上既
狠又準。把臺獨政客高高捧在手中
，要以親蜜朋友相待，明白擺出了
要以華制華的姿態，除了讓臺獨份
子死心塌地當自己的看門狗之外，
更達到在外交上羞辱中國的目的，
可謂一石二鳥。
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反制美國
＂臺灣旅遊法＂的手段非常有限，
除了「嚴正抗議」和「堅決反對」
外，決不會傻到要主動和美國斷交
來挽回顏面。筆者猜想：中國在美
國面前啞巴吃黃蓮後，也決不會心
甘情願地坐以待斃，黃蓮的苦味更
會讓中國領導人認清了＂解鈴還是
繫鈴人＂的大道理；臺灣旅遊法既
是美國政客們為了幇臺獨份子繫鈴
而來，那麼中國就必須先處理臺獨
份子，把那個臺獨鈴鐺砸爛。中國
有句古話＂釜底抽薪＂，俺把木材
(臺獨份子)都收拾光了，看你的鍋
(臺灣旅遊法)還能煮出什麼東西？
中國要收拾臺獨，可以用「罈
中抓王八」幾個字來形容，決不是
什麼大費周章的事，遲遲没出手的

替揑造歷史者背書
馬英㈨與㆓㆓㈧
二二八的歷史從兩蔣時代的禁忌
期，突然跳到李登輝時代的大鳴大
放期。國民黨對二二八歷史的態度
也從「平亂」、「執法」，突然跳
到認錯、道歉、賠償。實際上二二
八歷史的解釋操縱在民進黨手中。
民進黨用二二八來製造悲情、挑
弄族群仇恨，國民黨也為了選票考
量，不敢跟民進黨唱反調，朝野一
致的基於政治考量，二二八的真相
並沒有隨著大量原始資料的出現而
更清楚。
政治干預學術，不但傷害了學
術，同時也傷害了政治。一個歷史
事件，因為政治權謀，扭曲真相，
炒短線的結果，就像埋地雷一樣，
總有一天會在你想不到的時間，想
不到的地點爆炸。
二二八的歷史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正是如此。但是可悲的是地雷已經
爆炸了，泛藍政治人物還懵懂無

◎武之璋
知，還依然跟著民進黨起舞。其
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沒有時間研究二二八真
相，馬英九企圗用認罪、道歉等
溫 情 主 義 試 圖 化 解 二 二 八 "的 心
結，我們都可以理解。但是我們
站在一個歷史工作者的立場，我
們有責任告訴馬英九，您對二二
八歷史的認知是錯的，二二八的
歷史背景複雜，二二八發生的原
因很多，二二八的責任歸屬也不
全怪國民政府，二二八更不是單
純的官逼民反，二二八國民政府
的應變措施也並非一無是處。
最重要的是馬英九的態度並不
能化解心結，並不能消泯仇恨，
馬英九的態度不但替捏造歷史者
背書，同時讓背後的政治陰謀得
逞，實有火上加油之嫌。馬英九

數典忘祖認賊作父
蔡英文的臺灣價值
台獨是騙人的，是騙選票的，是
滿足台灣皇民與日本奴才幻想的。
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掏空台
灣，是真的。
蔡英文已經上台一年年多了了，
由於不承認九二共識，兩兩岸關係
急轉直下，已處於冷戰狀態。美國
智庫並把台灣海峽列列為，2018年
年全球第二最可能發生熱戰的地
區。
蔡英文最近在幾個場合，數度提
到"台灣價值"一詞。有人曾問她：
"妳的台灣價值是什麼？"她都顧左
右而言他，言不由衷。民進黨黨章
所標示的，她心中所想的"台灣獨
立"ㄧ個字都不敢提，也不敢碰。
一年多了，她治國無能，民怨沸
騰，但仗著完全執政之勢，暴力的
完成了了幾個專制獨裁的鬥爭條
例。其一是"不當黨產處理理條例
例"這是針對國民黨，趕盡殺絕的
鬥爭條款。其目的是掠奪其財產，
打趴國民黨以達到民進黨一黨獨
大、永保執政，他們才有機會掏空
台 灣 。 其 二 是 "轉 型 正 義 "條 例
例。這是針對蔣介石個人的鞭屍條
款。蔡英文在公布此條款的當天，
發表談話時，不經意地說出一句心
裡話。她說："這是許多父執輩們
的終身願望"。我要特別在這裡說
明一下，蔡英文所指的許多父執輩
們，這些人包括了了日本投降時，

◎魏煒
不願被遣返的數十萬日本皇民，
其中有統治者，軍人及日本浪人
(李登輝即是其中之一，他自己曾
說他二十四歲以前是日本人，叫
岩理正男)，以及一些擁抱日本大
腿，幫他們殖民台灣而享受特殊
待遇的本地人，如蔡英文的父親
及辜寬敏等人為代表。這些人曾
經是台灣的統治者、殖民者及幫
兇。日據時代在台灣高高在上、
作威做福。
由於日本戰敗，頃刻之間，變
為敗國之民。為了了不捨他們在
台灣的財產，不得不改名換姓，
寄人籬下，成為他們終身最大的
恥辱。這批人加上一些日本奴
才，經過七十多年的繁衍，現在
約佔台灣人的兩成左右，也就是
民進黨的深綠部分。他們恨透了
了蔣介石，因為是蔣介石領導了
中國抗日，是蔣介石堅持日本無
條件投降(開羅會議)，是蔣介石收
回了台灣，使他們變成敗國之
民。這批人現在已可直接影響民
進黨領導人的選票及取捨。他們
甚至幻想，將來有一天台灣能夠
獨立，再重回日本懷抱。蔡英文
身為日奴之後，自己也不承認是
中國人。為了滿足這些皇民及日
奴(他的長輩)的幻想，特別製訂了

原因就是投鼠忌器，擔心美國干擾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以住對臺政
策的錯誤，幻想猴年馬月某一天能
夠和平統一；要馬兒好(統一)又要
馬兒不吃草(和平)，世界上那有天
上掉下來饀餅那種好事？
最近海內外同胞要求中國政府武
統臺灣的呼聲甚囂塵上，臺獨份子
此時卻爲美國臺灣旅遊法案通過歡
欣鼓舞，無異在為武統呼籲火上加
油。中國政府在長時間的「忌器」
之後，是否也悟出了長痛不如短痛
的大道理？中國政府既然口口聲聲
號稱自已有決心，有能力不讓中國
領土以任何形式被分裂出去，現在
面臨臺灣旅遊法案的通過，是否該
為關門滅鼠有所行動了？
中國政府如果沒法處理好美國這
個臺灣旅遊法案，世界上其他許多
國家必然會依樣畫葫蘆，開始和臺
灣眉來眼去，進行官方互相交往，
漸漸造成一中一臺的國際現象，最
後臺灣獨立將成為現實；一個號稱
自已是崛起大國的政府，連自已的
領土都保不住嗎？筆者不相信中國
政府會如此窩囊；俗語說危機就是
轉機，筆者相信：中國政府在內外
交迫的情況下，必然會對臺獨份子
採取必要的行動。期盼中國統一的
朋友們，你們的希望即將要實現
了......!

的善意反而惡化了二二八對台灣社
會的傷害。
對於二二八，我想提出幾個問題
請馬英九先生深入思考，以便對二
二八有更正確的認識：
一、二二八發生時台灣社會結構
複雜，除了長官公署以外，本省流
氓、皇民奉公分子、退伍日軍，難
道就沒有一點責任嗎？
二、外省人傷亡一千多人，難道
他們不是受害者？他們的家屬，他
們的亡靈，就不該受慰藉，就不該
受哀悼？
三、所謂二二八受害者，許多被
判罪的原因是搶劫、殺人。二二八
賠償條件的賠償對象也包括這些人
在內，而外省人死難者一律不賠，
請問這是那一國的道理？那一國的
正義？
總之，二二八是歷史事件，二二
八的研究應該回歸學術，當時有影
響力或當事者，大多己不在世，任
何政治人物扭曲二二八真相，刻意
挑弄族群仇恨，都是不道德的。而
為了政治目的不敢面對歷史真相是
一種權謀，權謀的結果傷害了學術
也傷害了政治，更無助於族群和
諧，怪不得孔子說：「鄉愿德之賊
也。」我們希望馬英九對二二八的
態度不是鄉愿而是對二二八的不瞭
解。

這個"轉型正義"條款，準備把蔣介
石從地下鞭屍到地上，替台灣皇民
出氣。不僅如此，為了媚日，不但
修課綱、改歷史、去中國化，還美
化日據時代(日本人自己承認，在台
灣曾經殺了四十多萬台灣人。
民進黨從來來不敢提一個字，全
世界只有民進黨認為，台灣慰安婦
是自願的。)
現在甚至主張更改人民祖先姓氏
及進口日本核輻輻食品。一副日本
奴才嘴臉，令人可恨。這一年多，
她正事不做，但掠奪國民黨、婦聯
聯會、水利會和國語日報等民間財
產，卻不擇手段，形同搶劫。其所
作所為，已到了專制獨裁、數典忘
祖、認賊作父的程度。但是蔡英文
再膽大妄為，她心中所想的"台灣
獨 立 "與 "兩 國 論 "(她 是 起 草 人 之
一)，就是一個字也不敢提。我明說
吧，這女人沒種、她怕死、她怕被
斬首、她怕打仗。所以我斷言，台
獨是騙人的、是騙選票的、是為滿
足皇民與日奴們幻想的。
尤以最近在立法院通過的"公投
條例例"更是刻意把國家的國號、
國旗及領土變更，排除在外。更更
能證明，我所言不虛。
然則蔡英文心中的台灣價值是什
什麼？我替她直說吧！就是躲在中
華民國這個招牌下，讓這些日本奴
才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掏空台
灣。日本人曾對台灣奴才的評語
是：怕死、愛財、想做官，真是入
骨三分。但他們是否真能如願以
償，我們可拭目以待，在2025年以
前必見真章！
Email:rickwei0105@icloud.com2/12/
2018洛洛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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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臺灣旅行法」草案說「不」
聯邦參議員范士丹回中美論壇信(見原文及中文翻譯)
聯 邦 眾 議 院 1月 10日通 過 了 「 臺 灣 旅 行 法 」 草 案 （ HR53
5），該案現正送交參院討論，表決。這草案一旦變成法律將
嚴重衝擊美中關係，直接危害美國，大陸和臺灣三地人民的
根本利益。美中關係如果惡化也絕對不利絕大多數美籍華人
的整體生活環境，因此中美論壇社已於235期刊登公開信給加
州聯邦參議員范士丹表明我們反對該草案的立場。
中美論壇致范士丹女士的公開信，受到她本人極大重視並
立即回信，信中強調她對美中兩國關係和我們對此法案的關
心都極其重視。(范士丹女士來信原文及信的中文翻譯，請看
本期論壇附件)。
我們希望其他華人同胞及社團也積極參與寫信給各自選區
的聯邦參議員們，如有必要歡迎點撃刊頭所列的網址，下載
英文信範本做為各自信件的參考。讓我們團結一起維護我們
的切身利益和美國的根本利益！

范士丹參議員 回復中美論壇陳立家函的中譯：
戴安 範士丹
美國加尼佛尼亞州聯邦參議員
親愛的理察 ：
非常感謝你們和我分享你們對美國有關對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臺灣政策的關心。我重視聽取你們的意見並歡迎有此
機會和你們分享我對此一重要議題的觀點。
我堅信美國必須維持一個爭取中國參與的政策。我認為
美國要就人權、政治自由、和國家安全等領域，對中國有
正面的影響，就必須在每逢有爭議或岐見時，不要導致那
些對美國既定爭取參與政策的疑慮。
我同時也支持自1972年上海公報簽署後一直遵循的一中
政策。此一政策在過去是建基於中國會爭取以和平方式解
決跟臺灣的分岐問題。一中政策使中美兩大國得以運行正
常的外交關係，並讓美國和臺灣開展深度的經濟和文化的
往來，導致臺灣的繁榮，在新興起的民主政治群體中成為
榜樣。
我全力支持臺灣民主的發展，它的以和平方式解決與中
國的分岐有其絕對的必要性。請注意我會一直緊密關注中
國和臺灣的局勢。如果參議院對此一議題考慮立法時，我
一定會考慮你們的觀點。
再次感謝你們的來函，如果你們還有更多的評論，請隨
時參閱我的網站 http:/Feinstein. senate.gov
或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 202-224-3841
美國聯邦參議員
戴安 範士丹
如欲獲悉更多有關我在美國和加州各方面問題的立場，
請 參 閱 我 的 網 站 Feinstein.senate.gov 或 訪 問 我 的
YouTube, Facebook 或 Twitter 和我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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