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ree news headlines, the U.S. sending Navy ships to SCS 

protesting isl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there, the violent shooting 
in Florida school and the irresponsible profiling remarks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expressed by FBI Director Christopher Wray, 
seemingly unrelated events, triggered serious thoughts on the 
attitude of Americans and the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about 
safeguarding freedom, racial profiling and bullying. The three 
events will be reviewed and discussed around this 'attitude' issue.

Three news headlines have shocked the world. The first is an 
international incidence concern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SCS) raising new tensio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second is a violent shooting in a 
Florida school killing seventeen persons adding another shock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hird is FBI Director's racial profiling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academicians as spies for China, raising 
fear and anger among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These three 
news events have no connection from geography point of view, 
one in SCS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the other two in the U.S. The 
shooting took place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on the Atlantic coast 
tens of thousands miles away from SCS. There is also no direct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the three events, since one is a US foreign 
affair and the other two are US domestic issues. However, as 
rational people, when news like these flooded the media and 
reached the public, they become inter-connected as the public 
began to talk, listen, digest and develop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se 
events. In the process, the connection of these events emerges in 
our attitude towards safeguarding freedom, racial profiling and 
violent bullying. Understanding these connections may be very 
significant in understanding our social problems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shooting in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 is a tragedy. The 19 year old Nicolas Cruz 
apparently is a disturbed young man, crazy about guns and knives, 
as vividly shown by his Instagram pages. How can Cruz easily 
purchase an AR-15 semi-automatic assault rifle calls into serious 
questions about our society's definition and value of freedom. We 
cannot get any meaningful gun control legislation passed because 

we are obsessed with our freedom. In our society, we are supposed to 
be condemning racial profiling as Blacks, Hispanics and Asians have 
often been profiled by law enforcement and even by general public. 
When Nicolas Cruz was tipped to the FBI long before the tragic event, 
why didn't FBI take any action to prevent this horrible school shooting? 
Cruz is a Hispanic name and we do have a Senator Ted Cruz, a 
powerful politician with Hispanic background. The FBI did not act on 
the tip, was it because that FBI was concerned with possibility of being 
accused to be profiling or simply being negligent?

No, the FBI, at least its Director, Christopher A. Wray, is not afraid 
of being accused of profiling. In fact, Wray was openly profiling 
Chinese Americans in the 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Hearing 
answering Senator Marco Rubio's very pointed question.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risk posed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from Chinese 
students, particularly those in advanced programs in the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Wray responded. How dare a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 
openly profiling Chinese Americans who contributed so significantly 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any other academic and business fields? Is it 
because there was no powerful Chinese American Senators like 
Hispanic American Senators, e.g. Ted Cruz and Marco Rubio? Now, 
there are protests calling Wray's resignation because of FBI's inaction 
on a tip on Nicolas Cruz as well as his profiling remarks labeling 
Chinese Americans as spies for China. The latter issue is Wray's serious 
personal mistake which is more reason for making him unfit to serve in 
the US government. The anger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can be seen 
from the press releases issued by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 2-
14-2018), 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 (CAPAC 2-
15-2018) and Committee 100 (C100 2-16-2018).   

Why are the above social issues related to our foreign policy matter 
such as our demand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CS? The 
connection is in the attitude towards freedom, racial profiling and 
bullying. Demand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open sea is justified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However, it is neither correct nor justified to 
demand freedom by bullying. The U.S. Navy, the most powerful one in 

the world, always enjoye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round the globe. 
The only incidence when the U.S. Navy was challenged, for example, by 
Russian navy, was when the Russians felt their national security being 
threatened, for instance in the Arctic Ocean or Black Sea near Russia. 
Therefore, the U.S. Navy must be careful about the legal boundaries of 
12 sea miles surrounding a nation's sovereign boundary. Following this 
guideline, there will not be any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sue.

The SCS and the Pacific Ocean are vast areas for maritime activities. 
There is no freedom of navigation issue for American vessels military or 
commercial. There ar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CS but they are largely 
handled by bilateral negotiation by the concerned nations. The recent 
dispatching of U.S. military ships to the SCS passing through or close to 
the 12 sea mile region of the claimed small islands is very much like a 
bullying action (like a person carrying a weapon to school)  since no one 
would stop the U.S. Navy vessels if they were just passing by. When the 
U.S. on the one hand declares that she is not going to get involved in any 
territorial dispute and on the other hand she sends military vessels to the 
region to show force, it is very hard to shed the image of a bully. If th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f these small islands by China,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etc were violating any international law or truly interfering 
with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only logic action would be bringing the 
issu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The U.S. should not be the one to play 
judge and calling names. Naming China for wrong doing is similar to 
profiling Chinese Americans as spies without proof, an unacceptable 
attitude and practice. One wonders whether the FBI Director's profiling 
remarks and Pentagon's SCS behavior are mutually enforcing out of a 
common attitude.

We know weapons are dangerous. Too much freedom in weapon 
acquisition leads to more possibilities of weapon abuse. Abusive use of 
weapon is an act of bullying. Bullying leads to violence. Regardless of 
motive, the Florida school shooting is an excessive act of bullying. A 
troubled young man used a deadly weapon; a semi-automatic rifle on 
unarmed students caused the death of seventeen persons. In SCS, the 
U.S. Navy is showing force to China, what does Pentagon expect to 
accomplish? Is the end result an intimidation, violence or total war? We 
can't imagine Pentagon to behave like a troubled young man carrying a 
powerful weapon to bully the students without any concern for 
consequences. The smart generals in Pentagon must have studied the 
Sun Tze Bin Fa, diplomacy is always superior to battle in settling issues. 
Not bullying does not mean weakness. Poised diplomacy can be more 
effective than military exercises. In today's world, total war means total 
mutual destruction. An attitude change is necessary, even for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on earth,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llying 
must be replaced with rational thinking, intelligent analysis and skillful 
diplomacy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o lea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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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展中國家，體制的建設及維
護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來之不
易。對中國而言，鄧小平最重要的
遺產之一就是任期制。試想，如果
沒有他定下任期制，並且指定了胡
錦濤為江澤民的接班人，那麼難以
想像哪位貪戀權位的江澤民會把這
個國家帶到多麼可怕的境地！所
以，廢除任期制無疑是體制上的開
倒車，它成為轟動海內外的大事，
自然就毫不足奇。它引起了親者
痛，仇者快的後果。許多地方出現
習近平黃袍加身的圖片，"登基"與
"終身制"的諷刺聲也遍布網頁。

我不認同這種觀察。我相信習不
是一位權力慾掩蓋了理智的人。他
堅決支持改革開放，大力反腐，以
堅強的意志整肅軍隊，強力捍衛中
國的領土和領海，是一位敢作敢為
的領袖。可是，任期制也是改革開
放裡非常重要的成就，他為什麼要
把它廢掉？我們必須探討的是，為
什麼他會冒著天下大不諱，開時代
倒車，廢除任期制？

美國是實行任期制最久，最成功
的國家。在兩百多年的歷史裡，它
只有一次打破了任期制，那就是在
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連續擔任了四
屆總統（死於第四屆的任內）。這
是說，在國家處於戰爭情況中，或
者其他緊急情況中，暫時停止任期
制是合理的。中國的任期制才剛剛
開始實行，那麼快就停止了，未免
說不過去。難道中國真的處在近似
戰爭的狀況中？還是處於非常緊急
的狀況中？以至於習近平覺得必須
停止任期制？因為這是唯一可以讓
人信服的理由。我們應當給予習"憂
慮的肯定 "（benefit of doubt）,所以
讓我替他找修改任期制的理由。

從國際環境和國內情況來看，
他很可能有理由這麼做。就國際環
境而言，且不談朝鮮或南海這樣的
局部問題，真正的大問題是，中國
在十年左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
體，超越美國。試問，美國會心甘
情願地讓中國超越它嗎？當然不。
我們難道沒有看到過去十年美國在
中國周邊鬧事嗎？現在特朗普顯然
要從軍事和貿易兩方面來對付中國
了。今後十年中國將面對非常嚴峻
的挑戰，一帶一路必然會遭遇到各
種各樣的阻力。習近平很可能是應
付國際挑戰的適當領袖。

就國內情況而言，去年中共第
十九大開會時公開揭露一個大家早
已風聞的機密，那就是有人曾經意
圖"篡黨奪權"。這當然指的是周永
康和薄熙來那幫人。海外還盛傳，
習曾經有幾次險些被刺。也就是在
去年開會的前後，謠言滿天飛，說
是中國要變天，要政變，經濟會崩
盤等等，不一而足。得罪了無數權
貴的王岐山也受到各種打擊，最後
終於未能進入政治局，更談不上擔
任常委。開會期間，北京被控制的
水洩不通。如果說，在那段時間習
感受到了風聲鶴唳，恐怕也不為
過。

更早些時候，至少是過去十幾
年，大陸的貪官和巨富們開始跑
錢，天量資產從中國流到海外，其
中有數以億萬計的大資產，也有無
數小民的小資產，把歐美澳各地的
地產市場炒的火熱。在習王加大反
腐力度的五年間，我們看到李嘉
誠，王健林，吳小輝，郭文貴，以

及一大批貪官或者他們的後代憑著
各種關係從國內金融機構套取貸
款，在國外狂買，導致國內股市下
滑，人民幣猛跌。中國的經濟真的
好像被美國的做空專家們說中，即
將崩潰。

最近《外交政策》上刊登了一篇
經濟學家Michael Pettis 的文章，題
目是"為什麼中國應當清除它的債務
"。此人是在北大教書的經濟學家，
對中國經濟有深刻的了解，他是呼
應許多專家的意見，那就是，中國
的經濟債台高築，的確有崩盤的危
險。他的建議是大規模去槓桿化。
我們看到去年把肖建華逮捕了，他
手中藏有的一大批貪官的財務機密
被政府掌握了。從那時開始，習近
平開始向金融界的貪腐開刀，最近
把聲稱是鄧小平的孫女婿吳小輝抓
了起來，由政府接管了安邦保險公
司。喧囂一時的海航最近也在大力
清裡債務，而萬達的王健林也在減
持海外資產。顯然，繼發動政府機
關和軍隊的反腐之後，習近平要整
頓最難整頓的，權貴階級把持的金
融界了。我想到了習一而再地強調
的"勿忘初心"——他對紅二代的貪
腐和權錢勾結發出了勸誡和警告：
不要忘記當年前輩們打天下的目的!

如果他真的要整頓的話，或許還
有成功的可能，如果換了沒有紅二
代背景的人物，那就根本沒有可能
了。所以說，如果這是他想要連任
的原因，那也是合理的。至於到底
如何，我們就要看事態的發展了。
希望的是，他能夠應付國際和國內
兩方面的複雜情況和取得勝利。那
麼，修改任期制就有了充足的理
由。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彭文逸

三月二十六日很可能是一個歷史
性的日子，因為中國證券監督管理
委員會（證監會）宣布，石油人民
幣的期貨市場將於該日在上海的金
融自由區開始營業。

石油期貨用人民幣進行交易，並
且人民幣背後有黃金保值，挑戰了
跟石油掛鉤的美元，所以是一件驚
天動地的大事。美元自從於1971年
放棄跟黃金掛鉤之後，又立刻找到
了石油來繼續維護它在國際金融中
獨霸的地位，任何國家要購買石油
就得先買進美元，而為了買進美
元，它就需要賣產品給美國，而美
國只需要印鈔票就可以幾乎免費地
得到這些產品，可以說是人間最美
好的交易——對美國而言。在美國
以外流動的美元數量，加上絕大多
數國家儲備的美元外匯數量，與美
國國內流通的美元數量相比，據網
上資料，大約是四與六，其數量之
龐大可想而知。如果有一部分石油
不需要用美元購買，並且可以用人
民幣買，那麼，可以想見，全世界
對美元的需求量會減弱，對人民幣
的需求量會增加。尤其是，人民幣
可以兌換黃金！

網上許多人說，人民幣這樣就能
夠取代美元。這種想法很不實際。
它只是說，它將會使人民幣的國際
化向前跨出一大步。雖然，這也是
充滿危機的一步。許多評論者認

為，美國之所以找了無中生有的
藉口進攻伊拉克和利比亞，把這
兩國打得稀爛，就是因為這兩國
想要放棄美元作為它們出產的石
油的計價標準，改用歐元或其他
貨幣。中國的體量和軍事力量幾
乎可以保證，美國不會以武力對
付中國，但是它會拿出什麼其他
手段來壓制中國呢？這將是今後
最值得關切的問題。

考慮到特朗普在北京受到最隆
重的歡迎，好話說盡，可是回國
後就翻臉，對中國的光伏產品和
洗衣機加收關稅，限制華為手機
進入美國市場，又剛剛說，對鋼
鐵要增加 25%，對鋁產品增加
10%的進口稅，明白告訴我們，中
美之間貿易戰的號角已經吹起。
中國可能覺得，不跟特朗普硬
來，按照這個傢伙過去一貫的做
法，他是會吃定你的。所以，貿
易戰要打就打，看你特朗普願意
打到什麼地步，咱們奉陪到底。
根據這種思維，石油人民幣結算
是一步狠棋。

老實說，這是對付特朗普唯一
的辦法。

那麼，中國有沒有打贏這一仗
的可能呢？應當這麼說，美元的
根基是在二戰之後將近八十年的

時間築造的，要撼動它，比撼山還
難。可是，由於它制裁俄國，所以
俄國跟中國之間的石油貿易已經用
人民幣了。同樣的，美國制裁伊朗
和委內瑞拉，所以這兩國同中國的
石油貿易也用人民幣了（委內瑞拉
說要發行石油幣，所以還要看；德
國和法國現在正在跟伊朗協商，用
歐元購買石油，也要擺脫美元）。
伊拉克和安哥拉也是如此。有了這
些國家的支持，又有黃金保值做後
盾，許多產油國，尤其是中亞和非
洲的產油國，都可能願意加入上海
的石油期貨貿易，給予中國一個為
石油定價的權利。

中國與沙特的關係不斷拉近，所
以沙特也有可能在把石油賣給中國
時以人民幣交易。這樣，它可以用
人民幣買中國產品，而不需要買美
國的公債和武器。參與人民幣計價
的石油多了，那麼，下一次再有這
個或那個國際危機爆發的時候，西
方財團就無法一會兒哄抬油價（許
多論者認為，把中東搞亂的目的就
是抬高油價），把每桶的價格抬高
到140美元以上，幫助美國的頁岩油
起步，一會兒又打壓油價，把它壓
低到低於30美元，把像俄國，委內
瑞拉這樣靠石油吃飯的國家搞到頻
臨破產。而中國，在獲得一定數量
國家或者石油公司入市之下，不但
可以發揮問題石油價格的作用，同
時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就走出來了。
所以說，中國並不需要把美元打
垮，只要人民幣國際化逐步擴大，
就贏了。

最近在YouTube 上看到《中國
正在說》系列中關於港珠澳大橋
島隧道的節目，一個把香港，珠
海和澳門連接在一起的龐大工
程。節目請到該工程的總工程師
林鳴主講。這個全長55公里，由
跨越水面的橋，可以供人旅遊的
人工島，還有那32個長180米，重
8萬噸的沉管組成。它的沉管需要
沉到水面下互相連接，並且為了
容許載重三十萬噸的貨輪出入港
口，有些地方的沉管需要安置在
距離海面下50米深的地方。  他
說，這是世界上最長也是最艱難
的橋樑工程。

這 座 橋 於 2010年 開 工 ， 於
2017年中完成，僅僅用了七年時
間。林鳴說，這是中國速度。

毫無疑問，這真正是偉大的中
國速度。

經常去大陸旅遊的老僑，重遊
一個地方時，經常脫口而出的一
句話就是："哇！簡直不認得了！
變化太快了！"無論是北上廣深，
還是遠在新疆的烏魯木齊，華中
的武漢，西南的成都，重慶，或
昆明，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一兩年
沒去，你就認不太出來的。我曾
經於八零年代初到過上海，那種
淒涼感，殘破感，簡直讓人欲哭
無淚。那時我有幸，經人帶路，
到我小時居住的，在虹橋區麥加
里的房子去看過。那是我們搬到
台灣之前住過的小房子，兩臥一
廳，進門看到的是，它已分住了
三家人。一位老者，大白天躺在
客廳的床上，對我們的突然出現
顯得不知所措。在我涼透的心
理，我暗嘆，中國要到哪一年才
能改變這種淒慘的景象啊！

可是，不久後上海就極端迅速
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地鐵
遍布，車輛穿流不息，十三年建
造了浦東新區。

深圳原來是一個小漁村，現在
是人口高達一千五百萬的大城
市，是無數個新興企業的總部。

或許有人會說，這又算得了什
麼呢？為什麼不提兩萬兩千多公
里，世界最長的高鐵呢？ 為什麼
不提世界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和世
界第一的造船業呢？航天器呢？
北斗導航衛星呢？5000米的深水
探測呢？當然，還有過去十年那
井噴的先進武器發展呢？

老實說，中國在過去四十年裡
所取得的成就和取得這些成就的
速度是人類有史以來前所未有

的。從外太空到深海，從繁榮的
海岸到內陸，到高原，是一個全
方位的發展。問題是，這個中國
速度難道是脫離政治制度發生的
嗎？

當然不是。中國速度是中國模
式的核心，也是制度優越性的表
現。我們似乎一直沒有清楚了解
的是，政治制度必須並且應當跟
國家的目的結合。如果我們認為
國家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由和
權利，那麼，美國的民主加資本
主義提供了一個優良的模式，曾
被稱之為歷史的終結制度。如果
國家的目的是征服世界，那麼希
特勒倡導的軍國主義是很好的模
式（如果沒有遙遠的美國的介
入，他很可能成功），如果當權
者要推行福利社會，那麼瑞典與
挪威等北歐國家提供了相當美好
的模式。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是
可以按照整個社會的需要而設計
的，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模式，而
這些模式都有它們存在的理由，
因為每個國家所處的歷史階段不
同，國際環境不同，而且內部的
種族，宗教，自然資源，面積大
小，地理位置等因素也都不同，
所以，理想地說，它們需要深思
熟慮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
自己國家的目標，然後設計適合
自己的模式。

清末以來，幾乎全體中國人的
共識就是需要建立一個富強的中
國。還記得"覆巢之下無完卵"的說
法吧？所以，中國真正需要的是
能夠盡快達到富強的政治制度。
只不過，開始時，沒有人知道應
當如何建立這樣的制度，所以有
一個相當漫長的摸索期。

看看過去四十年的成就，難道
我們還不能突然醒悟，中國共產
黨終於建立了一個很快達到富強
的政治制度?

今天大家應當認識到，中共建
立了一個能夠全方位協調有序發
展的政治機器，它的表現就是中
國速度。

當然，它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
制度。世界上也沒有十全十美的
制度。我們中國人講"種豆得豆，
種瓜得瓜"，富強絕對是全世界的
中國人一百多年來最渴望達到的
目標，而這個目標已經逐漸展現
在我們面前，並且還在繼續向前
推進。

◎水秉和

Safeguarding Freedom Is Right but Profiling and Bullying Are Dead Wrong

談談中國速度談談中國速度

◎艾花奇

三月二十六日的 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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