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模式或瑞士模式？-一.2月27日的特朗普（川普）-金正恩
會談，沒有獲得協議，提前結束。據說
關鍵是金要求美國完全取消經濟制裁
（後來朝方說，只是要求撤銷部份經濟
制裁），特朗普不肯。特朗普要求朝鮮
銷毀一切核設施（不止寧邊一處），金
正恩不肯。
在這之前，金正恩曾經在1月7至9日
訪華，據說也是提前結束，沒有公報，
不知道協商了什麼。
特朗普離開越南的時候，在飛機上立
刻打電話給韓國的文在寅和日本的安
培，通報會談情況和交流意見。新聞報
導他們的反應都是正面。他們之間事先
有什麼協商，不得而知。
金正恩在會談後，繼續在越南訪問了
兩天，專車回國途中沒有去北京與中國
高層接觸。
二. 據此，在中美關係五大癥結中，
最重要的朝鮮問題的發展頗為詭譎。朝
鮮問題之所以最重要，是因為中美間其
他四個重大癥結（貿易、科技、南海、
台灣），都不會像朝鮮那樣，行將發生
改變東亞局勢的巨變，而且是長期的，
歷史性的，戰略性的，很難挽回的巨
變。
貿易和科技，是任何國家國內、外都
有的經濟和商場競爭，互相控告竊用專
利或壟斷市場的官司不斷，永遠沒完沒
了，可以說是正常的。貿易戰科技戰必
然是長期磨合，弱者一時爭取小輸算
贏，以後還有鏖戰。任何一個回合的輸
贏都不是長期的，決定性的勝負。
南海，也不會有變動，美國不願打，
也不必打，維持著佔上風。中國沒有能
力打。即使飛彈能夠創傷一兩艘美艦，
並不就是勝利，反而是闖禍。所以中國
會避戰。南海各國希望美國來撐腰，但
也不希望美、中打起來，他們夾在中間
受池魚之殃。所以南海只是對峙，不會
發生有輸贏的大事。
台灣問題是中、美間又一對峙點。但
在台灣的制度下，主要政黨都不可能走
極端而冒損失選票的危險。在馬英九政
府時期，與大陸的關係良好，但是國民
黨有切身的歷史經驗，不可能倒向共產
黨。所以一直保持著在中、美間的平
衡。蔡英文政府主張維持現狀，也就是
馬政府留下來的現狀。蔡固然放任日本
和日裔華人積極推動台獨和去中華化，
轉而親日，但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是中華
人，不可能投向異族日本。除非大陸逼
得太過份，而日本採取積極手段攫取台
灣，然而那樣勢必引發劇烈的動盪，美
國將不會讓日本放肆。大陸方面，雖然
高調反對台獨，強調有權武統，在外交
上加強打壓，但應該理解不能走極端，
以免逼上梁山，效果適得其反。所以台
海的戰略形勢雖然緊繃，基本上應會維
持平衡不變。
三. 真正會有長期、根本性變化的是
在朝鮮。而且當前多方面顯然已經在推
動巨大的改變。核心的問題是：朝鮮現
在是中國唯一的友邦，但關係微妙，朝
鮮很可能想脫離中國的勢力，在中、美

兩大之間尋求中間位置，與雙方都友
好，以期左右逢源，也不懼任何一方的
攻擊。美國顯然也正是想要把朝鮮剝離
中國，納入美國的勢力圈。雙方的期望
有共同點，因此一拍即合，各自提升核
威脅為逼談手段，撂開盟國，第一次直
接会谈成功。
特-金第二次會談選擇在越南，可能
暗示雙方都有意採取"越南模式"：朝鲜
脫離中國的羁糜，美國不再是敵人反而
協助朝鮮防制中國；同時經濟上朝鮮進
入世界市場，不再依靠中國。在這一點
上雙方心心相印，於是欣然抱著希望在
越南舉行第二次會談。
特朗普並不想打仗，他排除眾議，從
阿富汗撤兵，從敘利亞撤兵；他讓日本
首相提名他競選諾貝爾和平獎，顯然有
意在朝鮮獲得和平解決，贏得諾貝爾和
平獎，再把朝鮮剝離中國，外交勝利，
從而保證他在2020年大選獲勝。特朗普
自信是談判高手，擁有美國強大實力而
暗示將對朝鮮提供大量經濟援助，以此
為餌，必然一舉拿下小金。
但金正恩一開始就是以手中的核武為
大籌碼，換取美國的全面承認其對等國
際地位和不再打壓；並保證保護朝鮮的
國家和政權不受任何方面的威脅。朝鮮
追求的不是從依靠中國換為依靠美國；
朝鮮希望得到廣泛的國際地位與合作和
援助，而不僅是依靠美國。僅僅因為撤
銷制裁便撤除核武，等於在制裁壓力下
完全投降。
在目標上，細節上，或步驟上，雙方
不能完全配合。雙方都對對方不能完全
放心，同時，並各有一定的顧忌，必須
考慮各自的國內、外因素，不能顯示
"投降"或"不忠於朋友"，於是無結果而
提前結束談判。不過，雙方是客客氣氣
地分手，事後沒有相互指責，不知道是
不是暗中達到了某些共識（韓國發佈的
消息有此暗示）。金正恩在會後與越南
方面繼續了解越南。
目前看來韓國與美、朝都有溝通，都
有影響力，可能參與商討全程談判的框
架。美國看重日本，特朗普與安培更談
得來，日本的目標當然是削弱中國在朝
鮮的影響力。朝、韓、美、日立於同一
個陣線。中國只能跟金來往，但關係怎
樣外界難以猜測。中國勢必擔心"失去
"朝鮮，對金小心謹慎，優遇有加。金
也需要中國的支持，作為與美國談判的
中國牌。金想做越南第二，卻不能過早
惹怒中國，仍一再訪華，安撫中國。
四.中國顯然居於被動，對美、朝談
判沒有影響力，只能等待結果。但是既
然特-金會談一時沒有成功，還是有挽
救的空間。為擺脫被動，中國必須設想
對中國有利但是對各方也都有利而能為
各方接受的方案。最佳的設想，是勸說
朝鮮，不要依靠與美國的談判會得到最
佳的結果，而是通過聯合國採取多邊解
決方案。中國和韓國在朝鮮問題上有共
同的期望：無外力干預的半島永久和
平。所以韓國可能有參與合作的動機，
形成中、朝、韓三國的方案。

美控節奏之第㆓次㈵㈮會
第二次特金會選擇越南河內很有
意思，朝鮮、越南都是先後與美國
交戰的國家，其區別一個是已經結
束戰爭狀態，一個還在戰爭狀態。
越南領導人歡迎在該國舉行這次
峰會，認為這是在世界舞臺上宣傳
自己的一次機會。美國國務院發言
人羅伯特·帕拉迪諾表示，越南可以
證明"和平與繁榮的可能性"。特朗
普政府希望金正恩把越南看成是一
種經濟增長模式，從仇敵到信賴的
夥伴，美越關係的發展軌跡被視為
重塑對美關係的典範。
問題是，有中國這個強大而繁榮
的鄰居可以效仿和依靠，朝鮮豈能
去選擇學習越南，一些觀察家太一
廂情願了，從金正恩來回都採用火
車穿行中國到訪越南的交通方式來
看，與其說是安全考慮，倒不如說
是一種考察現代中國的方式。
也讓觀察家大跌眼鏡的是，河內
特金會居然談崩了。對於原因，有
兩種說法，一是朝鮮隱瞞核彈頭數
量及其他核設施，二是按特朗普推
文說，是美國國會對其召開聽證會
原因必須趕回美國應對。
在我看來，這都不是本次會談無

◎王文軍
疾而終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還是
前文所述："美國不願意看見一個和
平發展的朝鮮半島"，因為一個和平
發展的朝鮮半島對中國有利。
對不起，在這裡，我將中美關係
定位於"摩擦狀態的競爭關係"。
因此，特朗普對朝鮮的策略是
談、談、還是談，但不放棄對朝鮮
的制裁與遏制，至少在近兩年看不
見有任何有效成果！
從雙方訴求來看，美國要求朝鮮
全面、不可逆棄核，卻又不承諾從
半島撤軍，簽署和平條約。朝鮮訴
求安全保障和撤銷制裁，簽署和平
條約，朝鮮半島的事朝韓自己解
決。
這就是本輪特金會的表面癥結，
雙方訴求根本就不在一條線上，雖
然雙方互捧，號稱老朋友，會為世
界做出傑出貢獻，但都是各說各
話，顯然，朝鮮有謹慎的誠意，而
特朗普只想通過談判達到自己的目
的，卻不想給予什麼，本輪會談無
果而終也就不難理解啦。

通過聯合國，有兩個方案可以選擇：
第一，簽訂結束半島戰爭的條約，由所
有曾經的參戰國和聯合國（實際上仍是
美國領導）共同簽訂。在合約中規定半
島為無核區，由聯合國監督和各國共同
參加，將朝鮮的核設施轉變為和平使用
核能的國際研究機構。同時規定，朝鮮
自主開放與所有國家平等貿易。這樣，
美國所要求的無核化完全達到目的；朝
鮮要求撤銷美國的制裁的目的也完全達
到。第二，朝鮮向聯合國申請，中國和
韓國協助獲得聯合國會員國（包括美
國）的支持，將朝鮮建立為國際中立
國：永遠不參加國際戰爭和政治鬥爭，
沒有核武，完全開放，東亞永久和平。
這必然是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最佳永久性
方案：朝鮮中立，對美、朝當前的要求
都能完全滿足。朝鮮將迅速獲得國際上
的合作與援助。這個方案可以稱為"瑞士
模式"，比越南模式優越，因為將使朝鮮
永遠脫離國際縱橫捭闔與戰爭，長期和
平幸福，是東亞的瑞士。這兩個選擇並
不互相衝突，可以同時促其實現。
當朝鮮發現無法從美國得到所期望的
條件時，將會發現多邊方案是更好的選
擇，而美國無法拒絕。
韓國和中國與朝鮮有民族、歷史、地
理的密切關係，因此，中、韓應該是協
助朝鮮採取"瑞士模式"建立中立國的主
要國家。最大的贏家當然是朝鮮，獨立
自主，永遠安全，發展機會無限。韓國
得到實質的民族、文化、經濟、社會的
統一，半島兄弟之邦永久和平相處，也
是大贏家。中國並不"失去"朝鮮，換得
朝、韓永久的友誼，和東北的永久安全
和開闊發展前景，扭轉"越南模式"的敗
局，仍是大贏家。同時，美國也達到朝
鮮完全去核，剝離中國關係而中立，將
來通過中立國的開放，大舉進入朝鮮，
其軟、硬實力必然能贏得朝鮮的友誼，
同樣是大贏家。"瑞士模式"最大的特質
是：不傷害任何人；沒有輸家。
五．朝鮮對中國具有歷史、民族、政
治、戰略的重要性。一旦有勝負，可能
就是不可能挽回的永久性損失。在朝鮮
問題上，中國輸不起。中國必須與朝鮮
保持最友好的鄰邦關係，必須尊重朝鮮
的自尊自主，但不能讓朝鮮成為任何其
他國家對付中國的棋子。所以中國設法
幫助朝鮮成為國際中立國，永遠是友非
敵，乃是唯一的上策。
當前的問題是：瑞士模式的多邊方案
雖然最好，但美、朝、韓、日已經隱然
在推動越南模式。韓、越關係已經很
好，朝、越也在接近。對朝、韓而言，
朝、韓、越聯合（還有東盟），足以與
中、美、日平起平坐。這已經是很好的
模式。中國是不是能夠說服朝鮮和韓國
看出對他們更好的未來格局？能不能使
他們信任中國，合作推動一個比越南模
式更好的瑞士模式，徹底塑造一個和平
共處，不再有國際爭端的東亞大格局？
有待中國外交人才發揮智慧去努力。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老保釣
㆗最早對美國歸還 繩而產生的釣魚台
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之㆒。

相信朝鮮金正恩對此次會面時非
常失望了，相信韓國民眾也是十分
失望，當談判無果的消息傳來，韓
國股市馬上大跌。朝鮮半島渴望和
平已久，南北領導人也互相為和平
做個很多事，卻因一個朝鮮半島的
外來者生生擋住進程，這不能不說
是朝鮮半島的悲哀！
相信金正恩在越南，看到的是南
北越的統一，沒有美國人才有了今
天的發展，而不是越南有新思維才
有今天的發展。
就下次特金會來說，相信金正恩
會有所讓步，同意核查，卻也會要
求同步接觸制裁。並將在棄核與裁
軍同和平協議與美國撤軍捆綁，至
於體制問題，不會是談判話題。
球在特朗普腳下，如何踢,不僅要
看美國亞太戰略，還要看國內選舉
和特朗普心情，總之，特朗普是個
難以交道的談判對手，狡詐多變，
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會在對手耐
心即將喪盡的同時壓榨出最後一滴
油水，然後給一顆甜棗，讓你又燃
起希望。
作 者 ： 王 文 軍 ，1968生 於 重
慶 ，1989年北京航空㈻院㆔分校肄
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
㆟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Asian Americans' Dual Responsibilities (Part I)
According to the U.S. Census Bureau, Asian Americans
(AAs) consist of people residing in the U.S. coming from or
having ancestry from the Far East,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n
Subcontinent. However, historically
the population of AAs
th
was insignificant in number in 19 century or earlier. In early
20th century, AAs were chiefly Chinese immigrants who
came to the U.S. as laborers working in the railroad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industry. They were referred as
coolies and seriously and unfairly discriminated by the white
Americans. Despite of the discriminating laws (1920-1940's)
more Asians immigrated to the U.S. from India, Japan,
Philippines, and South China. Post WW II and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discrimination laws against Asians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elimination of quota limitation placed on
Asian regions (1965), the population of Asian immigrants
increased and diversified to include people with ancestry
from various parts of Asia. Realizing the productivity of AAs,
the U.S. opened the immigration door to Asians especially to
Asian students. By the last census in 2010, the population of
Asian AAs rose to 17,320,856 and grew to 22,408,454 in
2017 reaching 6.9% of the total American population,
becoming the fastest growing minority group in the U.S.
They are generally hard working,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following states: California, 5.6M, NY, 1.6M, Texas 1.1M,
NJ, 795K, Hawaii, 781K, Illinois, 669K, Washington, 604K,
Florida, 573K, Virginia, 522K, and Pennsylvania, 403K,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of the U.S.
Practiced in the US Census, people with origins or
ancestry in the Far East,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re classified as part of the Asian race whereas
those with origins or ancestry in North Asia (Russians,
Siberians), Central Asia (Kazakhs, Uzbeks, Turkmens, Tajiks,
Kyrgyz, etc.), Western Asia (Diaspora Jews, Turks, Persians,
Kurds, Assyrians, West Asian Arabs, Afghans, etc.), and the
Caucasus (Georgians, Armenians, Azeris, etc.) are classified
as "white" or "Middle Easter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exclude any American coming
from Asia or having ancestry from any part of Asia as AAs. In
fact, the author agrees with the objection voiced by many
AAs that it is unnecessary and somewhat discriminating to
further subdividing the AAs, not the Whites, into categories
designating smaller regions in Asia. One of the reasons for
such objection is the fact that some Ivy League schools
practice discrimination in their college admission process
against certain groups of AAs. Further defining AAs in
subgroups only help such college discrimination, yet AAs are
more educated and paying more taxes per capita in the

◎吳章銓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merican society.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progressing rapidly
over two and half century with the influx of capable and
productive immigrants. The immigrants are drawn by the
liberal democracy and equal justice principle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proclaims. The U.S. had a number of wars
of aggression against her neighbors during her early stage, but
i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U.S. stood by the side of justice
defending and helping her allies, especially in the WW II
when her Allies were attacked by the imperialist Germany in
Europe and Imperial Japan in Asia. In the end, the Allies won
the war and the U.S. became the strongest nation in the world.
Her citizens, several generations of immigrants,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country for standing up for justice and liberty
and being a defender of democracy. This immigrant American
spirit, built on the principles of 'American can do', freedom,
liberty and human rights was vivid till 1990, the time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made the U.S. the
superpower and the de facto leader of the world, there began a
serious change in the U.S. The nation developed divisions, not
just bipartisan politics, but divisions on many issues, war,
fiscal and social issues damag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democracy - majority rules (minorities should yield to the
majority so that policies can be established and executed
smoothly). The U.S. government became less competent and
less effective; the American society became more fragmented
and more selfish focusing on applying liberal principles on
self-centered interest making the country stagnant in progress
in infrastructure, social welfare and nation building. The U.S.
economy has transformed, abandoning human and labor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adopting capital
intense financial industries letting printing money,
manipulating currency and debt carry the day. American
economy drops in percentage of world econom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urns to a selfish hypocritical behavior – saying
one thing and doing the other. Take Europe for example,
despite of the vanishing Warsaw pact, the U.S. encouraged the
growth of NATO pushing member recruitment and more
military and weapon deployment. Take Africa, the U.S.
engaged with many African countries and involved with their
governments but none had become a shining example of
liberal democracy with prosperity. In contrast, China's
investment in Africa gained more African support in the U.N.

http://www.us-chinaforu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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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秉和 張㆒飛 陳立家 陳憲㆗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范湘濤 張文基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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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從會前的準備工作來看，大家對一延再延的第2次「特
金會談」寄予很高的期望，結果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匆匆
收場。。 這次會議是美國在主導，但是到後來突然退場
了，原因何在？有人說幾個關鍵問題無法達成共識，（事先那麼多協商會議是
做什麼的？）也有人說特朗普根本不想那麼早解決問題，至少要等下屆總統選
舉之前，好撈選票，因此藉國內後院起火尿遁了。可憐金小胖興沖沖而來，滑
溜溜而去，連下次見面的時間地點都沒有定。
每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有各自的問題，朝韓有朝韓的問題，中國大陸與台灣也
有遺留問題，有人關心原本不是什麼壞事，但一個外來的人干預太多太深，事
情就複雜了，干預得不夠不深，可能更麻煩，當然，它可以半途玩消失，例如
美國撤出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把麻煩的爛攤子留給當地人。
美國到底想在亞洲做什麼？現在看起來並沒有通盤的計劃，恐怕特朗普心中
也不一定有譜，想一齣是一齣。唯一確定的是做世界霸主的意願依然非常強
烈，可惜有點力不從心了。因此亞洲國家，乃至世界各國都不能再依靠大國，
應該開始擔起責任，思考自己未來的命運。Mr 。Wordsman 提出的美國與亞太
國家要共擔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將分幾次來討論。
台灣九合一選舉已經過了三個月了，韓國瑜效應還是有增無減，本來一潭死
水的台灣政治氣候突然活絡起來， 一些以前幾乎是禁忌的話題也開始有人談
了，像一國兩制，92共識，還有兩岸一家親，這些都已經是民眾公開熱烈討論
的話題了。 大家對選舉的看法跟幾個月以前非常不一樣。不止選民的看法有變
化了，即使學界新聞界也開始對台灣政治經濟生態有新的看法。看來台灣在
2020選舉之前還會熱鬧一陣子。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㈤論㆗美博奕與霸權主義
前文已論述中美博奕的重點地區和
策略，現在來探討一下中美博奕產生
的根本原因及其沿革和前瞻。
眾所周知，中美博奕的根本原因就
是霸權主義。但這裡要特別說明的
是，並不是博奕雙方都是霸權主義，
而是有一方單方面實行霸權主義。
從博奕雙方實施的對外政策，便可
見端倪。新中國自建國初期，便實行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
犯，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的外交政
策(即中國提出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又正式
提出不稱霸的戰略方針，直至現在都
堅持在國際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
治。反觀美國，自二戰以來，打著民
主自由的旗號，到處干涉別國內政，
侵犯別國的主權和領土，在國際上推
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
霸權主義正所謂源遠流長，最早出
現於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是指大城
邦對小城邦的支配和控制，後來發展
成大國干涉別國的主權，謀求主宰世
界的主張、政策和行動。
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春秋戰國
時代，便出現了七國爭霸的局面，使
無數生靈涂碳，後來由秦國統一六
國。所以歷史上稱之為"春秋無義戰"。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西方的歐洲。
中世紀的羅馬帝國崩潰後，東面的日
爾曼人，南面的穆斯林和北面的海盜
都入侵歐洲，妄圖主宰歐洲。直至近

◎劉羽明
現代的拿破倫東征和兩次世界大戰，
都是由霸權主義引起的。
縱觀近代西方霸權主義的歷史，第
一次是葡萄牙侵佔非洲;第二次是西班
牙 侵 佔 南 美 洲 ;第 三 次 是 英 法 侵 佔 亞
洲，都無不以失敗告終。原因很簡
單：一是遭到當地人民的反對，二是
戰爭消耗了自身的國力。更不用說兩
次世界大戰，失敗的都是妄圖稱霸世
界的德、日。現在美國在世界上實行
霸權主義，其後果便可想而知了。
在西方霸權主義者看來，要發動稱
霸世界的戰爭，首要條件是要成為工
業化的強國，所以他們將中國的崛起
看作是要與他們爭霸，威脅到他們的
霸主地位，這就是中美博奕產生的緣
由。既然中美博奕是其中一方實行霸
權主義引起的，那末，博奕最終的勝
負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說，霸權主義是源於古代人類
文明的低級階段，那末，在人類文明
高度發展的現代，霸權主義應該壽終
正寢了。在未來世界的主導核心中，
只有不稱霸的國家才能成為其中一
員，而堅持霸權主義的國家將會被歷
史淘汰，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劉羽明， 廣州師範㈻院㈦㈧
屆㆗文系。㆒㈨㈧㆒年㉂費 ㈻美
國，現旅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家、
作家和收藏家。

――台灣時事短評――

物換星移，時移勢轉，回顧與前瞻
如 果 我 們 讓 時 光 倒 帶 ， 40多 年
前，大陸興起紅衛兵運動，大肆破
壞中華文化，打倒孔家店，鬥臭鬥
垮師長.尊親長輩，毛澤東大倡無神
論。批孔揚秦倒行逆施，搞到大陸
經濟一蹶不振，人民一窮二白，
30年前（九零年代），台灣經濟是
亞洲四小龍之首，台灣地區是保存
中華文化最完美無缺的地方，我們
曾經引以為傲。
然自兩蔣辭世之後，台灣自李登
輝繼承大位以來，接著，陳水扁起
用李遠哲大改教育政策，倡言所謂
的一邊一國，去兩蔣威權，去中國
化之後，台灣興起一股「綠衛兵」

In the Middle East, the U.S. policy caused prolonged wars with
no peace insight which certainly did not benefit the people in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the countries blessed with rich oil
deposit.
The U.S. Asia Policy is of concern to AAs. Instead of
tak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rebuild Asia, the U.S. policy tends to divide Asia and create
tension. The U.S. insisted on dividing the two Koreas rather
than letting them unite and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ike the Germany did. Now, the world is facing another nuclear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NK). If the U.S. media would do an
honest survey on AAs (especially Korean Americans), not
many would believe that NK would ever shoot a nuclear
missile to the U.S., not today, never mind a decade or two ago.
Asking any Japanese Americans, not many would believe that
NK would shoot a nuclear missile to Japan either. People know
that regional nuclear war has no winner but committing
suicides. What is wrong to let Asian countries to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ach a balance of power on their
own? Ask any AAs, how many would believe that only the U.S.
can and must maintain peace in Asia, with her current Asia
Policy? With China, India, Japan and Russia rising at their own
rate, there would be a natural balance of power keeping peace;
perhaps the natural course would be better than an outside
country interfering and holding the Asian countries with strings
to play a balancing act.
The AAs have a serious dual responsibility in this world
simply because they would love to see that the U.S. (their
home) and Asian countries (their motherland) in peace with
each other. As an Asian American, one must be honestly
assessing America's Asia policy. The assumption that any Asian
country would attack the U.S. today is based on a legacy theory
with no concrete evidence. The legacy theory targeted Russia as
the enemy, but it took two to tango in arms race. Russia has
been weakened since the 90's, but the U.S. military strategists
switch target to China and NK. Must the U.S. have a target
enemy to maintain her super military power? Assuming that
any Asian country is destined to have a war with the U.S. or
with its neighbor extending damage to the U.S. is a
questionable logic. Japan was the aggressor in Asia attacked
other Asian countries prolonged WW II but Japan is now the
strongest ally of the U.S. Currently, the U.S. is walking away
from globalization, pulling out of disarmament agreement with
Russia and increasing military pressure in South China Sea.
Where is the logic? The U.S. can leave Asia alone and
concentrate on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but she is not. The
AA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themselves to understand the U.S.
Asia Policy and steer it to the right direction. (To be continued
in part II)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連石磊
運動，台灣開始內鬥不息，藍.綠
惡鬥的結果導致台灣經濟衰退，國
家競爭力每下愈況。
反觀中國大陸自從鄧小平主張改
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各方面突飛
猛進，對恢復中華文化，宏揚儒家
思想不遺餘力，兩相對比之下，台
灣地區的去中國化，讒美媚日的結
果，反倒使台灣的經濟及建設各方
面呈現倒退的現像，熟令致之，何
以致之？如果當年李登輝不搞「戒
急用忍」而是「大膽西進」的話，
其結果將截然不同。台灣當局刻意
製造重重障礙，以拖待變，俟機
「陳倉暗渡」，假借「對等」大搞
「台獨」，設置統一門檻居心叵
測，兩岸最終難免一戰？！台灣人
民何其不幸。因此之故，吾人必須
在台灣島內積極「反獨促統」，以
確保台灣地區的人民能免於戰爭巔
沛流離，骨肉相殘的禍害。
「北平模式」不失為上選之良
策。 和平統一，好處多多！ 歷史
告訴我們，當年武器裝備均遠不如
國民黨軍隊的中共部隊，能夠一天
就攻下天津，主要是大勢所趨與民
心向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成
功，主要應歸功於中山先生平日的
「鼓動風潮造成時勢」而有以致
之。「一國兩制」將帶來無窮的利
益，即現在擁有的依然保有，而現
在沒有的也會有。
總之，以「北平模式」解決「和
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問題，關鍵
點在於平時的「鼓動風潮」，講白
話就是文宣戰，要讓台灣人民明白
清楚的瞭解「北平模式，和平統
一，一國兩制」好處多多，紅利滿
滿。全民取得共識，蔚為風潮，此
次義守大學舉辦兩岸關係研討會，
即為身體力行「反獨促統」的最佳
行動，謹祝研討會圓滿成功。台灣
和大陸人民「兩岸一家親」早日實
現「和平統一，共圓中國夢」，是
所至盼。
作者簡介：連石磊, 曾任「商工
統㆒促進會」主席 (2005-2013)。現
任「㆗華全球華㆟琉球之友㈿會理
事長」，「 商工統㆒促進會」榮
譽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