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投降背後

大師捐錢
前不久，星雲大師宣布，他死後

要捐出他的全部私人財產兩千多萬
臺幣給慈善基金。星雲的義舉值得
我們的讚美和尊敬。但筆者有一個
小問題想不通，一個出家人是不是
應該講究「六根清淨」？大師立志
普渡眾生 ， 怎麼有閒情逸緻去經

營自已的小金庫？我們從來沒聴說

過羅馬天主教教皇私人捐過任何
錢，因為他就是梵蒂岡，梵蒂岡就
是他 ， 在一般人心中 ，星雲就是
佛光山，佛光山就是星雲 ， 大師
裸捐，是否有點多此一舉？

群龍無首
臺灣年底七合一選舉，國民黨的

選戰布局，馬英九對不想讓參選而
當 事 人 卻 偏 要 選 的 人 表 示 「 尊
重」，對想讓要那人參選而當事人
卻不敢或不願選的人也表示「尊
重」，一個頭頭對所有下屬都「尊
重」，拿不出一點自己的主見和辦
法，豈不造成了群龍無首的局面？
身為領袖卻沒有一點辦法申張自己
的意志，這個黨機器如何能夠向前
進行？難怪小馬哥的民調會如此低
趴。

投票小心
Siena 學院自 1982 年以來，對歷

來美國第一夫人作過五次評鑒，最
近的一次，喜萊莉排名第六，但她
的品格排名卻低到二十一。民調認

為只有野心太大，太强悍，太冷酷
無情的人，才能忍受柯林頓拈花惹
草造成的醜聞。中國有句話：「忍
人 之 不 能 忍 ， 方 能 成 人 之 不 能
成」，所以一般人認為喜箂莉成為
美國總統的可能性很高，最近民意
調查，顯示她目前處在領先地位。
近幾十年來，從季辛吉到克里，歷
任所有國務卿對中國都算十分友
好，唯一的例外就是這個喜萊莉，
筆者在此要向我們廣大的美籍華裔
同胞提個醒，對這個望之不像女人
的女人，投她票時要特別小心！

神風一吐
安倍晉三上臺以來，明目張膽，

要圍堵中國。一般人都認為中日之
間必有一戰，筆者卻老神在在，不
以為然，因為日本幅員狹小，資源
缺乏，人口老化，經濟不前，除了

「狐假虎威」靠美國撑腰之外，日

 ‧范湘濤

對薄熙來一文中絕大部分論點我都贊同，唯有對打黑這點略有保
留。薄打黑的動機是好的，但所用的手段在李莊及其辯護人的案子中
所暴露出來的司法程序問題是不容忽視的。另外，薄被控貪污的部分
包括了那些在打黑中被沒收了的公司財產嗎？此部分作何處理？等等
均不明朗。薄的個人及家庭問題也在此次審訊中暴露甚多，真所謂不
能修身，齊家，何以治國平天下？

關宇
剛裝上軟件，可看論壇了。每篇都很精彩，論馬英九打到要點，第

五期談美日戰略，情理俱佳，日本炸彈讓作者無法有母親的記憶，讀
後使我心情久久不能平復（日本占琉球是1879年，文中或有筆誤）。
張文基之“ 夢”文，極好，言簡而意深。

另：我想在華盛頓地區宣傳論壇，如今仍無法確定何日在華府日報
刊出。

印鐵林
＂薄＂文寫得精彩；＂敘利亞奧巴馬＂一文也不錯；唯有＂美利堅

美離間＂一文，幼稚可笑！讓人有對著黃口小兒講二十五史＂真不知
從何說起＂之嘆！是極左人士要激發反美情緒的宣傳？還是日本人死
不認錯的藉口？此人對現代歷史之無知、對中、日文化傳統之無識、
更甚者爲對美國政治民情的白痴程度…寫出這種文章，是何用意？作
者自稱住在美國，享用人家的耕耘(正享受美國的安和樂利），還啃著
人家的骨頭(如此誹謗美國），在我看來，為文者不正是一位英文中所
謂"bite the hand that feed you"那號人？我懷疑此文作者是日本
人！                            

艾美

讀者投書

劉寒雲：看了臺灣的民主亂象，大陸還要向臺灣學習嗎 ?我看還是
向新加波學習打屁股吧 !

關  宇：馬王政爭一文說的好！特別是關於柯建銘在立法院裡"你死
定了！"那段，柯真是十足的流氓，痞子加癟三！

方得玉：讀了馬王政爭一文、真是快樂。在罵笑幽默中看透台灣的
民主。政治在臺灣不是管理眾人之事、而是大家一起來鬧事之事。
法、理、情的次序可以隨便按放、看需要來決定先後。需要的決定權
在少數會叫會罵投机政客手中。

剛剛聽完新加坡李顯龍總理的2013年國慶大會上的演講、想想今日
臺灣、真定是叫人心痛。但願臺灣不會變成如四流國家的菲列賓。

陳大安：張一飛先生評馬立誠在鳳凰台的談話深得我心，所舉六點
針針見血，只是結尾時把對方說成是"怕是菩薩心腸想法太幼稚了。"  
依在下看來，有些媚日派就是披著忠恕之道的外衣在進行其見不得人
的勾當，並不能因為此人在那裡做事就算打了預防針。

馬先生這種人多了，你想日本還有道歉的一天嗎？  
當然你我不能一昧夢想日本有一天會幡然悔改，我願意在這裡再呼

籲一次：讓我們發揮一己之力，從今日起拒買日貨。
David Chen：這些天台北政壇的亂象已到瘋狂地步，那些魔頭（包

括姓馬的在內）的嘴臉醜陋噁心之極。我已打算拒聽拒看，免得血壓
飆高。

周固猷：一個扳不倒罪犯的體制，一顆老樹盤根的集團，一群是非
混淆、黑白不分、喪失理智、意識形態錯亂的 90.8% 省民，真是為這
類正種悲哀，但是如果全社會上超過 90% 的人，都是如此，夫復何
言？

讀者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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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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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基百科琉球歷史：
1873年，日本兵臨琉球，廢除國王，另立國主。
1879  (US ex-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 訪日)，日本正式宣

布兼併琉球群島，並命名為沖繩。
至于艾美，他應向印鐵林學習，補足歷史真相才是正道。否則以傲

慢駡街，不實指控的文字批評＂美利堅！美離間？＂一文，有辱中美

論壇宗旨及讀者。

‧韓祖武

回覆讀者投書

The tense situation focused on a few rocky islands (Diaoyu/Senkaku) in 
the Asia Pacific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aught in 
between could turn them to be a dangerous hotspot leading to world turmoil. The 
three biggest world's economies tangled in an escalating conflict would destroy 
the world economy and might even ignite a war of a magnitude unimaginable. 
The solution for this conflict may seem to be complicated, but it may simply lie 
in an honest study of the WW II history. Let the historical facts be presented to 
citizen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Japanese need to know the real facts of WW 
II specially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and why Japan should not go back to her 
past and repeat the history. The Chinese need to know how diplomacy was 
important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nd why China must stand up and 
carry more world responsibility, no longer weak at the mercy of strong powers. 
The Americans need to know the real facts of WW II about allies and enemies 
and why the U. S. must stand on the side of justice not being a careless 
bystander nor risking being blamed as the culprit of another war.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a part of the WW II history, may very well serve as such a study 
case for all. If all could face this issue honestly and correctly, extrapolating to 
other issues, a healthy foreign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might prevail.

The recent memor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comfort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Memorial Plaque or Monuments for WW II Comfort Women in Palisades 
Park, Bergen County, NJ, Loretta Weinberg and Kevin J. O'Toole, Gordon M. 
Johnson and Connie Wagner, Eisenhower Park, Nassau County, NY, Tony 
Avella, Charles Lavine, and Michelle Schimel and Cupertino Memorial Park, 
California, Mike Honda et al) came about not by accident but traceable to Asian 
Americans' concerns about the US foreign policies. The Japanese empire had 
won wars against the Russians, Koreans and the Chines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y captured land, islands and oceans, includ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Manchuria, Okinawa and Formosa (Taiwan, where Diaoyu Islands belong). The 
ambition of the Imperial Japan was further heightened in early 20th century 
when China was going through an internal revolution to become a republic 
nation. Japan's goal was to conquer and subdue China in six months with her 

mighty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he invasion of China, however, turned into 
eight years of Sino-Japanese war, a major part of WW II. It was during this 
war that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had implemented the 'Comfort Women' 
program, forcefully capturing and deceptively recruiting Korean, Chinese, 
Philippine, Indonesian, Dutch and other Asian women into sex slavery serving 
the Imperial Army during the war.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is just as horrible as the other Japanese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such as the Nanking Massacre, Bacteria and 
chemical weapon experiments, etc, but it is now a better recognized Japanese 
atrocity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wing to the UN investigations. The 
'Comfort Women' has been determined by the UN as a military administered 
sex slavery program, coordinated throughout the Pacific during the war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Many Japanese scholars, authors and women's 
websites have admitted and condemned this shameful program. The UN 
human rights sub-commission had adopted a resolution (1998) citing the 
report by Gay J. McDougall, an independent expert on human rights, on the 
systematic rape, sexual slavery and slavery-like practices during armed 
conflicts. "The McDougall report, followed by the significant resolution, 
made a milepost….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refuse to take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ime and make state compensation 
to surviving victims," said lawyer Totsuka Etsuro, a leader in appealing the 
sexual slavery issue to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2012,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UPR) of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had sent a report to Japan with 174 recommendations and a 
compensation request for comfort women suffered in the Japanese military. 
For years, UN human rights bodies have criticized Japan for failing to address 
the Comfort Women issue, bu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ignored 
them as not binding. The governor of Metropolitan Tokyo and the mayor of 
Osaka even openly claimed (8/2012): “no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forcible 
recruitment of the women”. Abe Shinzo, in his first term of PM in 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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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ored Congressman Mike Honda (D-CA15) resolution (2007) calling for Japan's 
acceptance and apology of 'comfort women' and created a controversy by his 'double 
talk' diluting the 1993 'Kono Statement'- acknowledging and apologizing for the 
'Comfort Women' war crime. Today, Abe continues to deny this historical fact, calling 
it an academic issue for historians to study and siding with the Japanese Diet 
Committee's claim of no coercion in the comfort women program, contradictory to 
the UN findings.
Abe Shinzo, a leader of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is the master mind in 
steering Japan back to her Imperial and militaristic past. His strategy seems to be 
exploiting the several generations of post-war youth who were deprived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on Japanese war crimes, whitewashed out from the school textbooks. 
Abe and his right-wing supporters have been raising Japan's nationalism to restore 
Japan's past military glory, elevat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 and Korea and 
honoring the war criminals. Currently, Abe, gaining approval rating among the young, 
is beating the war drums by increasing military budget, buying weapons and 
attempting to revise the Japanese peace constitution to allow Japan to have first strike 
'right' as a 'normal country’.

The denial of the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by Japan i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Asian conflicts. The United States is aware of that. The US 'pivot' to Asia-Pacific, 
had run into a trap - Abe Shinzo's nationalistic agenda, in his own words placing 
Japan at the eve of WW I. What did he mean? On the one hand, he is building 
military power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is elevating territorial disputes, busy making 
military alliances and visiting the Yasukuni Shrine to worship Japanese Class A war 
criminals disrespectful of the US advice. What next will he do? 

The attention on the 'comfort women' is a wake-up call. The America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must now face the facts, uphold the justice and never let the history 
repeat again. Looking at this issue and Abe administration's irrational behavior in 
general, the US congress' resolution on 'comfort women' attached to the 2014 
appropriation bill is a right move but not enough. Abe had  made the 'double talk' in 
2007 in his first term. Now Abe is back as PM and yelling "Japan is back". We 
Americans must think hard: What did he mean and what will he do? We must use 
'comfort women' to open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citizens, especially women and 
youth, to understand the Japanese war crimes. A nation denying her war crimes and 
going back to the glory of a military state is a dangerous state. A nation building 
military power in the name of peace under a peace constitution is not really peace 
loving. Americans, Chinese and Japanese must be frank and sincere to face the 
historical facts together to avoid any nation to be hijacked again by Military Fascism. 

察言觀色看世界

美國大鵬文教基金會將於今年三
月一曰及二日在南加州華人區”僑
二中心”舉辦有關杜立德空襲東京 

， 飛虎自願大隊， 黒貓中隊 ，黑
蝙蝠中隊，及參與伊拉克-阿富汗
戰爭的華裔美軍的照片展覽會。 今
後，計畫將在美國各地巡迴展出。
過去兩年我親眼目睹傅中先生為收
集史料，訪問英雄義士，風塵僕
僕，出錢出力，為保存歷史盡一己
之力的付出。 其目的，除了紀念二
次大戰，為了抗日而犧牲之美軍及
中華民國空軍將士外，也希望增進
在美國一般民眾與華人之間的友

誼。 在東亞局勢波濤汹涌的今天，
實在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這個展覽會紀念跨越七十多年
的許多事件 ，戰區涵蓋半個地球，
戰爭的起因，目的和評價雖各有不
同，然而對我而言，這些年青的主
人翁們都是英雄，都是義士，因為
他們用行動證明他們甘願舍己為群
的精神，即使他們參軍的原因不盡
相同。 崇尚仁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
最重要的價值觀，它可以追朔到遠
古時期，之後孔孟總結教導我們成
仁取義。透過戲曲和演義小說的傳
播和宣揚，它們已成為華人的共同
信念。然而，過去幾十年中美兩國
人民都曾犯了同樣的錯誤:以政治的
大觀點來否定參戰軍人的犧牲奉
獻。在美國方面這個錯誤造成越戰
退伍軍人曾經遭遇的歧視。好在美
國社會迅速改正錯誤，不再讓年輕

的戰士為政客們的决策背負沉重的
包袱，不論政治立場的差異，全社
會對參戰軍人都表達崇高的敬意，
因而提升了美軍的整體戰鬥力 。在
中國方面造成很長一段時間留在大
陸的國軍抗日退伍軍人得不到應有
的尊重。可喜的是近二十年來，中
國政府逐漸恢復歷史的真相，給予
在抗日戰爭中作出貢獻的義士們應
有的尊敬，這對於恢復抗戰歷史真
相，團結華人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

興起，都有幇助。
為了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中

美曾有鐵血凝聚的友誼。 1942年四
月是二次大戰最黑暗的日子，杜立
德和他所率領的八十勇士空襲東
京，就像黎明前的曙光，給人們帶
來希望，對後來戰事的發展起了不

可磨滅的貢獻!然而，為了營救迫降
于浙江省的美國空軍勇士，中國軍
民後來付出了傷亡二十萬人的代價! 
美國為了協助中國抵抗日本人之侵

略，100名AVG＂飛虎自願大隊＂

來華，陣亡27人，＂駝峰航運＂為
了將美國援華物，冒死穿越喜馬拉
亞山峰之間，陣亡，失事及失蹤的
美軍達1400名。 這些永遠沒回家的
年青人，平均年紀還不到 25 歲。

黑蝙蝠中隊和黒貓中隊是國共內
戰的產物 ，在1953年至1967年間，
基於國際戰略的需要，美國政府與
中華民國空軍合作，成立了低空 電
子偵察”黑蝙蝠中隊”，及高空

U2偵照 “黒貓中隊”，到 2006年
台 灣才解密。但是在美國至今，仍
鮮為人知。黑蝙蝠中隊偵察大陸被

撃落 15架 軍 機 ， 陣 亡 及 失 蹤 148
人。隨著兩岸關係的和解，一位遺
孀寫信給北京政府，得到朱熔基總

理 的恊助，找回了”遺駭泥土”，
送回台灣，並安葬於碧潭空軍烈士

公墓。 黒貓中隊被大陸飛彈擊落
5架U2，陣亡3人，另兩名飛行員被
俘19年，但是，卻被善待。釋放回
台灣後，與妻兒再度團聚，充分表
現了兩岸同胞之溫情。

 美國的阿富汗及伊拉克戰爭已
進入十三年了 ，大約有超過三千 
華裔參戰 ，包括我自己的兒子。透
過華裔美軍互援會我有幸認識許多
優秀的軍人，也曾憑弔過不幸犧牲
的英靈。許多人，特別是加入一線
作戰部隊的官兵，都是懷著赤誠感
恩的心回報社會國家。他們的奉獻
也促進主流社會對華人的尊敬和理
解。這次展覽會不僅向華裔美軍致
敬，也展示了華裔移民對二戰時期
美軍援華的具體回報。

 中美關係的將來取決於彼此之
間的真正理解。如果兩國人民的理
想都是建立一個為人民謀福利的和
諧社會，中美沒有衝突的理由。真
正威脅兩國人民利益的是以安倍為
代表的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美國華
人有義務向主流社會宣傳這個理
念，因為事關我們的自身利益。這
個展覽會就是一個具體的展示。

感恩的心獻給義士 

From 'Comfort Woman' Issue To US-China-Japan Relations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世界上
科技居領先地位的日本，上星期竟
然仍有三個日本頭目 （ 包括 NHK 
總裁 ） 加上一個女文學家，大力
鼓吹天皇是天神之子，說為天皇自
殺的那個男人，是愛天神之子，愛
國的行為，不稱他們是狂熱被洗腦
的瘋子，又該怎麼叫他們？。看看
這部記錄片(日本投降背後)，戎裝
騎馬，揮舞戰刀，鼓動侵略的裕
仁，絕對是東京審判庭上的首名該
判絞刑的戰犯。我發現美國人真的
是深謀遠慮，除掉裕仁，群龍無
首，日本必亂，日本一亂，俄中之
共產主義勢必植入，一旦如此，美
國將無法掌控日本，幾十萬美國子
弟的血肉之軀，打下來西太平洋也

必拱手讓人。這是美國這種披自由
民主羊皮的功利擴張主義所絕對不
能容忍的後果，于是有了今天西太
平洋第一島鍊，日本當馬前卒的必
然結果。理所當然的，東西對抗，
武器升級，經濟海嘯，百物騰漲，
污染橫行，加上日本的迷戀舊夢，
蠢蠢而動，中日之間，小擦槍，小
走火，勢所難免，老美目前絕不至
于赤膞上陣。但是我看美國的將來
是養狗不成反成虎，稍有不慎，失
控反噬極有可能。

 讀者如有興趣 ，想看二戰結束
後的紀錄片「日本投降背後」，請
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
9dBOFZ6Bw4 

 

我們都知道，或者説，中美韓
日俄的專家們都知道，朝鮮的金
家王朝必然會崩潰、垮臺或者消
亡 。 所 以 ， 剩 下 的 只 有 兩 個 懸

疑：一，什麽時候消亡？二，怎

麽消亡？怎麽消亡特別重要，因
為它會影響到上述五國的重要利
益，特別是中韓兩國的利益。

1989年開始，幾乎所有社會主
義陣營的國家都經歷了崩潰、解
體、分裂、內戰、種族清洗和 (或) 
轉型的命運，其中只有朝鮮是唯
一到現在還基本上沒有改變的國
家，而且它卻是實行史大林主義
制度最徹底的國家，也是最應當
崩潰的國家。它的時代錯誤達到
了最極端的地步。再說，朝鮮經
濟的落後也達到驚人的程度，人
均GDP是南韓的四十分之一。你
說，它能持續存活嗎？你說，它
不亡，誰亡？

美國已經有點沉不住氣了。2月
5號，就在它跟韓國要舉行大規模
軍演之前，它的B-52戰略轟炸機
就飛到朝鮮外海作投彈演習。朝
鮮雖然各方面非常落後，可是它

有無數座大炮沿著38度分界綫一
路排開，隨時可以轟擊幾十公里
外的首爾，使南韓陷入癱瘓。所
以，一旦北韓出現動亂，或者預
備向南韓發動攻擊時，所有美韓
的火力必然是盡快摧毀這些大炮
陣地，然後就會采取所謂的“斬
首行動”，轟炸平壤。為這兩大
目標，B-52一定會發揮巨大的作
用。接下來，在北韓群龍無首的
時候，它們必然會揮軍北上，盡
快占領和控制整個朝鮮和毀掉它
的核設施。    

我猜想，這是美國的戰略計劃
中的一個選項。這是說，如果朝
鮮出現較大的動亂，或者它對南

韓發動進攻，那麽，美韓會聯合
進攻。這大概是為什麼在美國國
務卿克里訪華時，外長王毅強硬

地表示了北京的立場，説，“我
們絕不允許半島生亂生戰。”換
句 話 說 ， 你 不 要 在 我 家 門 口 撒
野！意思顯然是：如果朝鮮發生
內亂，我們（指中國）只容許朝
鮮自己跨，不許外力介入！

或許應當這麽說，因為北京絕
不 願 意 出 兵 跟 美 國 再 打 一 次 韓
戰，所以對美韓聯合攻擊北韓，
北京是無力阻擋的。根據西方媒
體的說法，失去了朝鮮的緩衝，
統一的韓國會使美國的勢力直接

延伸到鴨綠江對岸，所以中國不答
應，所以它要挺朝鮮。可是，如果

中國真的這麽想，那就錯了。北京
應當瞭解，審視所有社會主義國家
的歷史，朝鮮垮掉的概率極高，並
且無可挽回。如果垮掉，韓國是最
肯也最合理的統一力量。這也是北
京無法阻擋的。只有在南韓統一北

韓的情況下，武裝衝突的範圍和强
度才不致于擴大。此外，韓國一旦
統一，南韓就沒有了威脅，並且，
為了將北韓融合進它的體系之中，
它會需要中國的幫助與合作。它也
肯定會拉長跟美國的距離，很可能
逼使美國軍隊退出韓國（韓國左派
學生為了趕走美軍曾經發動過無數
次示威行動）。這樣，韓國統一不
但消除了核武器的威脅，也會使美
國失去了在韓國長期駐軍的理由。

美國最希望的是韓國不統一和保
持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使它的核
子保護傘繼續被需要，使它的軍火
工業的高端武器繼續被需要。所

以，朝鮮的內亂是解决朝鮮半島局

勢和减少美國介入亞洲事務的契
機。

北京的如意算盤是（我猜），促
使哪個獨裁小胖子采用中國模式，
多建立幾個經濟特區，改善人民生
活，逐漸放鬆嚴酷的獨裁統治，推
動經濟轉型和政治放權，以避免北
韓出現類似羅馬尼亞的後果（羅馬
尼亞的共產統治模式也是史大林
式，也搞個人崇拜，因而導致革
命，而齊奧塞思庫和他的太太等當
權者皆被處死）。

 關鍵問題是，這個如意算盤有沒
有可能呢？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
說，這是不可能的任務。

  如果要有不革命的轉型，它的

先决條件就是由上面推動。中國是
一個典型的例子。現在金正恩已經
掌權了兩年，難道我們看到他作出
任何像鄧小平當年的舉措嗎？完全
沒有。他居然邀請美國的一名鼻子
上挂耳環的籃球員替他唱“生日快
樂”，這種個人崇拜真是肉麻之
至。可是，就在這位三十歲的小獨
裁還在搞個人崇拜的把戲的時候，
他控制下的老百姓的心理卻產生了
非常戲劇性的變化。我相信，這種
變化注定了朝鮮滅亡的命運。

1月 14號 ， 公 共 電 視 臺 的 “ 前
線”（Frontline）節目播出了一個
“神秘的北朝鮮”節目。在該節目

中，製片人James Jones 告訴我們，
朝鮮老百姓廣泛流傳著韓劇和美國
電影的DVD和USB記憶卡；他們也
擁有許多頻道不受政府控制的收音
機，使他們能夠 收聽境外電臺的廣
播。許多民眾終于知道，金家王朝
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幾十年吹噓宣傳
的盛世，而南韓人民不但不是生活
在“水深火熱”之中，反而是生活
在遠比他們繁榮的環境中。節目

説，許多低級軍官也熱衷於這些
DVD，也逐漸瞭解了外界的情況。
該節目特別拍攝了一名經營客運卡
車的中年婦人。當一名公安人員要

干涉她的時候，她不但臭駡該人，
並且推他、打他，而他不敢發橫。
這當然是令人震驚的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蘇聯解體後，一
個意想不到的副產品產生了，那就
是它不再向朝鮮提供慷慨的援助。

等到1994－1998年間朝鮮因天灾而
糧食歉收時，政府的嚴格配給制就
出現了斷糧的危機。據不同的估
計，餓死的人口在50萬至2百萬人
之間。朝鮮的家庭婦女乃開始想辦
法自謀生路，因而出現了政府無法
禁止的但是仍然違法的小企業，包
括上述經營客運的中年婦女。此
外，大批難民偷渡鴨綠江，逃亡到
遼寧，其中一部分偷偷留了下來，
其他則輾轉逃到了南韓（北京方面
也遣送回去一部分，送回去多半就
進了勞改場）。這些難民不斷把外
界的實情傳進朝鮮。是在這樣的情
況下，嚴密封鎖的朝鮮社會乃打開
了幾個小缺口。當然，缺口一旦打
開就再也關不住了。

還需要說明的是，六方會談只有
在朝鮮的政府還能維持穩定的情況
下才能進行，如果朝鮮發生內亂，

那麽會談就失去了對象。此外，會
談的六方從來就是同床異夢，各懷
鬼胎，成功的概率本來就很小，所
以最可能的前景是朝鮮的消亡。

由于朝鮮與南韓的差距過大，跟
整個世界的走向早已脫節，是一個
徹底時代錯誤的產物，它是不可能
自我扭轉的。因此，它的扭轉只有
一途，那就是要得到南韓的全面協
助。也就是說，朝鮮政權必須消
亡，而南韓必須統治北韓。中國最
好不要阻止並且應當幫助這件事的
發生。這樣，中韓有可能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逐步使美國退出。這樣
才能打破美日韓的三角聯盟，這樣
東北亞才會有和平發展的可能，而
和平發展是絕對有利於中國的。
（b.h.shui@gmail.com）

朝鮮的金家王朝怎麼消亡？朝鮮的金家王朝怎麼消亡？
‧水秉和

本單挑中國，實在沒有勝算。中國
是崛起大國，像是一個壯漢，而日
本像是愛滋病病人，日本想挑戰中
國，就像愛滋病人向壯漢吐口水，
想要同歸于盡而已。中國對小日本
不用害怕，但必須處處警惕，對於
有自虐狂的倭寇，要小心他的絕招
「神風一吐」！ 

昭然若揭
安 倍 晉 三 在 日 本 廣 電 協 會

(NHK)安插了自己的兩名親信， 上
任後都大放厥詞，為右翼軍國主義
搖旗吶喊。其中一位叫百田尚樹，
發言更是露骨，他否認南京大屠
殺，他說美軍轟炸東京和原子彈投
擲長崎廣島才是大屠殺，又說東京
審判是美國設下的騙局，目的是要
掩飾自己的戰爭罪行！

乖乖隆地冬！小日本有仇必報的
性格終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居然公
開向山姆大叔叫板，的確令人震
驚，看到安倍周圍這批鬼子的嘴
臉，美國政府對「美日同盟」是不
是覺得有檢討的必要? 小日本欠美
國三百多公斤鈽原料耍賴不還，更
有傳說，日本自己的鈽存量己經超

過美國，小鬼子暗藏這麽多鈽，其

發展核武的野心已經是昭然若揭！
西方世界對防阻朝鮮和伊朗微不足

道的一㸃核實力步步為營，對日本

溍在的巨大禍害卻視若無睹，難道
是西方版的「怕老虎，打蒼蠅」？

觀美國大鵬文教基金會預展有感
‧張文基 

‧
周

固
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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