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片「永遠的零」，從去年十
二月在日本上映以來，連續三個
月都是賣座冠軍。電影是從百田
尚樹的小說改編而成，百田尚樹
何許人？他就是剛剛被安倍晉三
新任命的NHK委員，也就是那位
否認南京大屠殺，說美國才是真
正的戰爭屠夫的那位八格鴨奴！

據說影片的劇情是美化日本神
風特攻隊的一名隊員，在戰爭中
成 長 ， 最 後 駕 著 一 架 零 式 機 殉
國，故事讚揚他如何如何視死如
歸 ， 如 何 如 何 英 勇 威 武 ， 其 實
呢？都是狗放屁，放狗屁；神風
隊的「暗藏玄機」，小說和電影
都不會讓你知道。根據專家學者
的考證，神風隊有以下見不得人
的秘密：1.神風隊員被強徵入伍
後，生活由憲兵看管，雖然隊員
們在一起，但不准私下交談，怕
的是影響士氣。2.神風隊員，每人
要 寫 兩 封 遺 書 ， 一 封 是 給 家 人
的，可以簡單的談談對家人的思
念之情；一封是要留下作宣傳材
料的，是千篇一律要效忠天皇的
八股。3.神風隊的訓練非常簡短，
只學會了起飛和俯衝兩種技術，
人肉炸彈便己製造完成。4.神風隊
員出征前，要喝一杯出征酒，酒
中加進了大量興奮劑，讓這些隊
員變得更瘋癲，忘記自己。5.零式
神風戰機出征時，由四架其他戰
機「護航」，怕的是神風隊員臨

時生變，護航機把特攻機送到虎
口後，轉折回航，讓特攻戰機自
生自滅，可憐的特攻機隊員這才
突然領悟「伸頭一刀，縮頭也是
一刀」，才能產生那短暫的不如
歸去的豪情！6.神風特攻隊司令，
大西瀧治郎最後切腹自殺，一些
沒有死的教官，因為知道自己的
罪孽深重，晚上都無法入眠，年
紀漸長，許多人都患了嚴重的憂
鬱症。7.神風隊員在大戰末期，被
美化而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但
戰後，沒有戰死的神風隊員因為
不學無術，沒有求生的技能而淪
落成社會的最底層，嘗盡了人間
辛酸。

神風特攻隊原來的如意算盤，
是一人一機換一美艦，想讓美國
海軍承受巨大損失，造成美國國
內厭戰輿論然後逼美國議和；可
是人算不如天算，在二千八百駕
次的神風戰機的攻擊中，僅有三
十四艘美國軍艦被擊沈，其中絶
大部分還是小型戰艇，成功率僅
有百分之三。更有竟者，是日本
這種殘忍的戰術，激發了美國對
日 本 亳 不 留 情 的 求 勝 意 志 和 決
心 ， 羅 斯 福 總 統 下 令 「 倒 毀 鼠
穴」，開始對日本大轟炸，杜魯
門總統上臺後，更進一步，以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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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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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as been steadily intensifying.  
In addition to their growing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rivalry,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Diao Yu Islands. These islands located 
only 120 miles off the northeast coast of Taiwan, historically belong to China 
but were taken by Japan in 1895 after China lost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the 
year.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Japan surrendered to the Allies, 
accepting Potsdam Proclamation and Cairo Declaration to give up 
sovereignty over all occupied territories, which included Diao Yu is lands, as 
a condition of surrender. Since then, the United States had maintained 
military control of the islands and used them for training purposes until 
1972,when the United States gave administrative control of the islands to 
Japan instead of returning it to China. This decision reflected the relative 
strength of the US-Japanese relationship at the time, and very possibly a 
strategic objective to maintain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felt a great bitterness over the dispossessed 
islands, but the government has tolerated the position in a tacit accord with 
Japan to postpone the Diao Yu islands question. This tacit accord ended in 
September of 2012, when Japan took the provocative step of officially 
"nationalizing" the islands, formally incorporating the Diao Yu islands into 
Japanese territory. This action represented a marked escalation in the Diao Yu 
islands dispute. This begs the question: What is Japan's larger ambitio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Abe's policies and actions provide insight. 
For some years, Japan has been the front power in East Asia against China, 
mainly charging China as a threat to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be's 
government has tried every way possible to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particularly with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which have territorial disputes with China, going as far as offering them 

military aid. 
Abe gave a 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 assembly in 2012, which 

in effect stated that the best contribution Japan could make to world peace 
was to check China's expansion.  

In October, 2013 Japan sent warships to monitor a Chinese navy 
training exercis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One warship was even 
ordered to sail into the central exercise area among the Chinese ships. 
More recently, Japan stationed land-to-sea missiles on two small islands 
under its control, one in the southern tip of the Ryukyu Islands (Okinawa 
islands) chain, and one north of the Diao Yu Islands. The narrow sea 
opening between those two islands is the Chinese navy's most practical, if 
not its only, gateway to the western Pacific Ocean. Military action of this 
type would stir tension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two with a 
historically uneasy relationship. These actions are unnecessarily 
provocative.

In November 2013, China annou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East 
China Sea Air-Defense Investigation Zone (ADIZ). Establishing defense 
monitoring zones is a common practice by many countries, including Japan 
and the US, and is legal by international law. Nevertheless, both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expressed strong opposition to China's announcement of 
the ADIZ.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dered their airline companies to 
rescind their prior agreement to follow the ADIZ; the United States sent 
Vice President Biden to Japan, Korea and China to discuss the matter. The 
Biden trip ended with rhetorical support for Japan, but it also turned into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 S. to review its broader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Ultimately, the US reexamined its opposition to China's ADIZ 
given that such monitoring zones are common, and aim to safeguard a 
county's air space, and does not seek to interfere with free use of 
international air space.

Japan's main stated opposition of the Chinese ADIZ is that it covers 
the disputed Diao Yu Islands, yet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for China to 
include the islands in the ADIZ as it claims the territory's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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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weeks later Japan then passed its first-ever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s part 
of a new strategic five-year plan to increase its budget for military equipment by 
5% over last 5 years. This follows a recent security law that tightened control of 
news media and information handling. 

These actions are consistent with Abe's publicly stated goal to convert 
Japan back to a “normal” country, that is, to change their peace constitution 
(mainly conceived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Japan after WWII) to a new 
constitution of its own.  By doing so, Japan would no longer be bound to their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 on military expansion, use of military forces and its right 
of declaration of war. 

Equally as alarming was Abe's formal visit as Japan's premier to the 
Yasukuni war shrine, where notorious Japanese WWII war criminals are honored. 
After worshipping at the Yasukuni shrine, he said that Japan is just in its beginning 
stage of becoming a strong Japan again.  His visit caused an angry response from 
China, Korea, even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with other countries whose people 
suffered Japan's WWII atrocities. And in disregard of these atrocities, Abe's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called for the reform of school textbooks to remove, 
dilute or “balance” their treatment of Japanese atrocities during WWII.

This recent string of actions points to Abe's ambition to rouse Japan's 
nationalistic spirit and to provoke response from China.  Japan's real ambition can 
be clearly pictured:  it wants a war with China, draw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o the 
war to its assistance to defeat China; Japan believes it can achieve this plan 
because it has allianc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ms to have targeted China as its number one potential rival. Should such a 
scheme be fulfilled, Japan would revive to b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East Asia 
again. The key question then becomes: will Japan and China actually go to war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is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war seriously 
exists. It would be almost certain if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lieve that another 
Sino-Japanese war is in its strategic interest, thus encouraging Japan to press 
forward.  

How can the war be stopped? If the United States thinks that a war would 
be against American interest, and so tries to use their alliance relationship to keep 
Japan in check before it becomes too late, a war can probably be avoided.
This is the most crucial issue for the East Asian peace and security of foreseeable 
future--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feels a Sino-Japanese war is in its interest. It is 
because that Japan's direction seems fairly cle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only 
country that can influence Japan significantly.

反華反共的民運帶路黨人士陳
破空先生，繼與台獨人士合作在
臺灣成功推出《假如中美開戰》
（2013, 9,  2）一書企盼中美、中
日開戰後，又於2013年尾12月2日
由日本扶桑社以日文出版了一本
《紅色中國之消亡》大著，企望
中國之消亡，亡於日本。

陳破空先生是中國大陸四川省
人士1963年生，受過中共迫害坐過
牢，苦大仇深。他沒有被日本統
治過，沒受過日本教育，沒有日
文寫作能力。這本書無疑應是台
獨皇民為之捉刀而成。四川人和
日本人沒有什麼特殊淵源，所結
的緣是惡緣，抗戰時被日本零式
機瘋狂轟炸斷肢斷頭的記憶四川
人難忘。

扶桑社是著名的右翼日本出版
社，傾向軍國主義宣揚日本皇民
思想，支持同情臺灣皇民獨立運
動，與中國民運帶路黨氣味相投
一拍即合。今日三者（日本人皇
民、臺灣人皇民、民運帶路黨）
串連合作如魚得水更加密切。要
以日本為首聯手消滅中國。

此書把中國貪汙腐敗潰爛之嚴
重狀況做了詳細分析解釋。中國
之所以對外擴張挑釁，爭奪日本
的釣魚臺島，就是為了轉移內部
危機分散人民注意力的手段。中
國經濟神話更是吹大的泡沫即將
破滅，表面強大內在虛弱，是不
折不扣的紙老虎。

中國現況確實有貪官汙吏之現
象，令人憂心痛惜。一些華人期
盼中共能繼續改革開放修正，經
改 政 改 成 功 ， 治 癒 這 些 致 命 惡
疾，恢復健康強壯。另一些華人
認 為 中 共 已 經 病 入 膏 肓 無 藥 可

救，只有革命流血壯士斷腕，推
翻其專制貪腐政權，中國才有復
活希望。

兩派中國人有如清末康梁改革
立憲保皇黨和孫中山徹底鏟除皇
權獨裁另建民主新政的革命黨。
兩者政見不同但皆是站在中國人
立場，以中文中語向中國同胞宣
傳呼籲救亡圖存之策，沒有以日
文日語向日本人宣傳《清國之消
亡》，請日本人干預為日本人帶
路。

今者，民運帶路黨以日文向異
族日本人引介鼓吹：中國已經腐
爛到如此不堪之情境只有消亡之
一途，只要外力輕輕一出手，摧
枯拉朽中國就會應聲而倒灰飛煙
滅，呼籲日本人出手。

千百年來日本對厝邊這塊肥肉
垂涎三尺，屢次三番興兵侵吞都
功敗垂成。這次陳破空先生絞盡
腦汁苦口婆心勸告，指出外人所
不知的中國淪喪的內幕軟肋罩門
所 在 ， 告 訴 日 本 人 如 何 下 手 必
勝 ， 有 如 吳 三 桂 之 指 引 清 兵 入
關，終於成就了大清帝國。大好
機會來臨，天予不取必受其殃，
不可猶豫不決了。

也在扶桑社出書的右翼軍國主
義者安倍晉三、石原慎太郎讀了
陳破空先生的《中國之消亡》想
必狂喜莫名，這正好配合他們征
服中國、征服世界的夢想。這就
是陳破空先生以日文著書《紅色
中 國 之 消 亡 》 ， 以 日 本 人 為 對

象，不以中文中國人為对象的旨
趣所在，本是要'消亡'中國，並非
要中國人救亡圖存也。

警惕三股勢力串連 警惕三股勢力串連 
Japan's Real Ambition 
這篇短文很顯然是對國人敲的一

個警鐘，觀點分析的方向很實在。
可是寒山寺的大鐘，如果鐘緣有厚
有薄，敲起來，共鳴聲必定不宏
亮。我認為文中最引人激動的；是
作者剖析、指出了蘇聯、伊拉克、
利比亞等等國家，被西方勢力搞垮
以後，一：老百姓的生活水準，是
提升還是下降？二：改朝換代以
後，誰變成最大受益者？是本國人
還是外國人？把一種自己的文明價
值，強加到另一種文明群體頭上，
本身就是侵略，就是否定對方的存
在權利，其背後必然有利益的衝
突，也就是弱肉強食。從前的鴉片
戰爭，日本的侵華戰爭，最近限
制、圍堵中國的成長茁壯，到今天
北約挖俄羅斯的牆角，漠視烏克蘭
對俄國人的重要性。這些都是表現

出；這些強權國家，把什麼國際正
義、人權、主權、秩序、民主的冠
冕堂皇辭彙，視如糞土，我就是騎
在你頭上，你又怎樣？這是代表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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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緣的一邊，另一邊則是太強調
對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描述。鐘緣的
厚薄不平衡，會削弱共嗚聲的。歸
根結底，自己不強大，不團結，別
冀望人家的慈悲。

我們現在方才明瞭，為什麼美
國追捕斯諾登追捕的那麼緊，弔
銷了他的護照不說，還佈下了天
羅地網，使他無法飛出莫斯科的
機場。原來是因為他爆的料殺傷
力太大了。我們得知，美國監聽
系統之龐大是人類有史以來所僅
見，不但罩蓋了全美國的所有公
民，並且偷偷打進了雅虎和谷歌
的網絡，還在全世界布置了80個
監聽站，由此收集到千千萬萬國
內外公民與外國政治領袖的電話
和電郵。《華盛頓郵報》的一位
專欄政論家羅賓孫説，這超過了
奧威爾在其經典著作《1984》一
書中對極權政體的描述。

美國憲法第四條修正案把保護
個人隱私作為保護人身權利的一
部分，而現在居然有一個罔顧人
權的政府，以反恐為藉口，監聽
自己的國民不說，還監聽35國元
首的私人通訊！被發現後還不肯
認錯，説什麽"大家都在做"。我
被警察抓到超速駕車的時候，我
也說，"警察先生，你看，每個人
都超速"。他照樣給我吃罰單。回
想起來，難道我們不覺得，斯諾
登，這位雖然高中沒有畢業，但
是長的是一付白面書生的樣子，
倒是位很有原則和骨氣的青年。

德國報章揭露，美國監聽其首
相 默 克 爾 的 手 機 已 長 達 十 年 之
久，而且在2010年時奧巴馬已經
知 悉 此 事 。 白 宮 否 認 奧 巴 馬 知
情。上述評論指出，如果奧巴馬
知情，那麽他就是對默克爾當面
扯 謊 ， 因 為 他 曾 對 她 説 他 不 知
情。但是，如果他真的不知情的
話，那他就是無能，連這麽重大

的事他的下屬居然敢不告訴他？
小布什離職後，許多歷史學家評

論說，他是美國歷史上最無能的總
統之一。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奧巴
馬的無能可以跟小布什一較高下。

其實，連台灣，跟許多歐洲國家
一樣，都已經實施了全民健保，而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
到今天才準備實行類似的政策，這
已經是非常落後了。所以，奧巴馬
把健保當作他名垂史冊的政績，可
說是無可厚非。可是，在共和黨百
般刁難之後，他不能漂漂亮亮地、
順順當當地推出這個他引以為傲的
政策，搞的親者痛、仇者樂，這就
是百分之百的無能。許多批評者曾
說，他是個光會耍嘴皮子，一天到
晚打高爾夫球，不幹實事的總統。
這次，他推出了一個百孔千瘡的健
保政策，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當奧巴馬當選第一任總統的時
候，美國正面對上世紀三零年代大
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大不景氣，可是
他沒有全心全力地去解決大約有七
百萬屋主的房子陷入所謂溺水屋
（房價低於貸款）和被銀行拍賣的
危險，也沒有對哪些應當為金融風
暴負主要責任的銀行施加壓力，對
有刑責的人繩之於法，反而去推動
健保。為什麼？一位專跑財經新聞
的 記 者 ， 名 叫 Charles Gasparino，
在大選後出版了一本書，書名《銀

貨兩訖》(Bought and Paid For），
詳細記錄了幾個大銀行老闆私下開
會，討論如何幫助奧巴馬募款，使
他能夠先打贏喜萊利，然後打贏麥
肯恩的經過。他説，大銀行家的算

盤是，喜萊利的政治資本雄厚，如
果選上，未必肯賣他們的帳，而麥
肯恩，雖然是共和黨候選人，屬保
守派，但是出身軍旅，又經常不按
牌理出牌，很不可靠。因此他們選
中了奧巴馬。果然不錯，奧巴馬對
他們是和風細雨，嘴巴上批評兩
句，但是沒有對他們採取任何制裁
行動。

我們不能確知，到底為什麼奧
巴馬在經濟問題極嚴峻的時刻不去
解決經濟問題，反而去推健保，但
是我們確知，即使在他認為是他最
大的政績的健保上，他不及格。這
沒有別話可說，只有説他無能。

此外，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在
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上的窩囊表
演。他曾經説，"阿薩德非下臺不
可 ！ "他 當 時 的 國 務 卿 喜 萊 利 也
說 ， "阿 薩 德 非 下 臺 不 可 ！ "結 果
呢？他沒有炸敘利亞的化學武器
庫，讓普京大出風頭，同時也保住
了阿薩德總統的位子，等於自打嘴
巴。在這件事情上，他的無能會使
共和黨的雷根和民主黨的甘乃迪都
要在墳墓裡面輾轉反側。

關於小布什的無能，我們在此
就不多說了，只簡單提到一件事。
他被他的副總統和國防部長擺弄，
讓他的國務卿到安理會作偽證，這
對美國而言，是一大恥辱。借此偽
證去攻打伊拉克，長達十年之久，
把伊拉克弄成個爛攤子，也把美國
自己搞得元氣大傷。這可以說明，
領袖是如何產生的雖然重要，但是
更重要的是他的能力。

非常遺憾的是，就在世界出現
變局，美國的獨霸地位正在動搖的
時候，出現了這兩位既無遠見，又
無能力的總統。不禁要嘆一聲：哀
呼！

薩心腸的霹靂手段，在長崎廣島
擲下兩顆原子彈，日本最後只有
無條件投降。杜魯門總統為此，
留下了以下的一段非常精彩的至
理 名 言 ： 「 當 你 對 付 一 隻 野 獸
時，你不能不像一隻野獸去對付
牠，這是最遺憾的，但也是最真
實的」！

日本人很會耍把戲，比如你去
吃他的鐵板焼，廚子在你面前比
來比去，刀鏟丟上丟下，忽悠了
半天，一兩肉還是一兩肉，你並
沒 佔 到 便 宜 。 日 本 人 也 很 會 包
裝 ， 幾 粒 花 生 經 過 他 們 包 來 包
去，你會誤以為裡面裝的是人參
果。日本人更會硬拗，明明是捕
殺鯨魚做沙西米，他偏偏說是要
做科研。日本人以愛衛生出名，
但如果閣下去過東京銀座，你可
以發現鬼子們隨地小便的國粹。
同樣的，日本大軍閥也有其一體
的兩面，東條英機曾經有一次站
在一處有名的自殺岩上，讚美往
千丈深淵蹤身一跳是人生至高的
享受；但戰爭失敗後他卻沒勇氣
切腹自殺，竟拜託他的醫生在衣
服上劃上心臟的位置，他舉槍瞄
準 位 置 圖 射 擊 ， 但 手 抖 得 太 厲
害，居然只受了點輕傷，最後大
審 判 被 送 上 絞 刑 臺 ， 他 雙 腿 發
軟，痛哭流涕；靖國神社供著這
樣窩囊的戰神，日本人是不是應
該把他拍成電影或寫成小說來奇
文共賞！

百田尚樹這位日本大文豪，用
「永遠的零」來美化軍國主義，
來包裝神風特攻隊的野蠻恐怖主
義暴行，但他患了文人對數字的
白癡症，他完全不明白零是什麼
意思。老夫要好好教訓這個八格
鴨奴：零就是 zero , 是 nothing ，
是空無所有，是一場春夢，日本
想靠軍國主義復活，想以侵略手
段對世界巧取豪奪是行不通的，
自 殺 式 的 恐 怖 行 動 也 嚇 唬 不 了
人，走邪門歪道所能換取的結果
正是他所謂的「永遠的零」！

‧阿修伯

兩位無能總統兩位無能總統

評 永遠的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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