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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anghai-La Dialogue was first conceived by the Director-
General and Chief Executive Director, Sir John Chip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ecurity in 2001 to provide a forum for 
the defense officials and military chiefs to discuss world issues on 
strategic strategy. The first Summit was held at the Shanghai-La hotel in 
Singapore in 2002 and followed annually ever since thus known as 
Shangri-La Dialogue (SLD).  The first meeting was attended by 12 
countries and it grew gradually with attendees moving up in official 
positions, first to vice ministers level then minister level and then 
included keynote speakers of head of state in addition to that of the host 
country, Singapore. 

It was in 2007, China first sent a delegation headed by Lieutenant-
General Zhang Qinsheng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with ranking 
equivalent to vice-minister level. In 2009, the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Kevin Rudd, gave a keynote speech at SLD and opened the 
precedence of sideline bilateral meetings between defense ministers to 
conclude agreements. That year in SLD,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greed 
allowing Singapore's army to use Australia's military training facilities for 
another decade. In 2010,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e 
Myung-Bak was the invited keynote speaker. In 2011, it is notable that 
the discussion topics expanded beyond military matter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focused on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Issue. The U.S. defense 
Minister, Robert Gates, reiterated at SLD the commitment of the U.S. to 
the Asia Pacific (AP) region. As an outgoing defense minister, he raised a 
bet of $100 with anyone to proclaim that he predicts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would be stronger than today in the next five years. Of course $100 
is a joke, so insignificant, considering the U.S. strategy in the AP region. 
Today, the attending countries of SLD grew to 28 nations. The agenda has 
elevated far beyond talks of military weapon development and sales. In a 
White Paper issued by China in 2010, it has cited SLD as one of her 

avenues to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his year's Shangri-La Dialogue was held from May 31-June 2 with 

28 country delegates and 16 keynoters, including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and 15 Defense Ministers or Secretary or Representatives, 
Patrick M. Shanahan (US), Wei Fenghe (China), Jeong Kyeon-Doo 
(SK), Takeshi Iwaya (Japan), Federica Magherini (EU), Haji Mohamad 
Sabu (Malaysia), Penny Mordaunt (UK), Florence Parly (France), 
Hariton Singh Sajjan (Canada), Ngo Xuan Lich (Vietnam), Delfin 
Lorenzana (Philippine), Linda Reynolds (Australia), Ryanizard 
Ryacudu (Indonesia), Ron Mark (NZ), and Eng Hen Ng (Singapore). 
Observing the 18th Shangri-La Dialogue, it is significant to point out 
that four of the above 16 keynoters are female, hopefully signifying 
more peacefu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In examining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the SLD, one does find a 
change of tone, perhaps a more explicit expression of sentiments on the 
security issue. First of all, Singapore's President Lee Xian Long, made 
an excellent speech tracing from the history to today'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e emphasized that it was the openness in trade and 
interaction that had brought prosperity to the region, not just Singapore 
as a free trade port but also to the entire Asia Pacific. He made 
observations on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implied its ill 
consequences. He warned to avoid hardened attitudes and pled for 
peaceful discussion and resolution on the trade issues. He expressed the 
wishes of not only Singapore, the ASEAN countries, but also the entire 
Asia that their desire is to pursue continued globalization, respecting 
multilateralism rather than being pressured to take sides on any conflict 
between great nations. His implication was clear, although Singapore is 
an ally of the U.S., he does not wish to see the U.S.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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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nging their trade conflicts and expanding into other domains. His 
tone and of others are that competition is unavoidable among nations 
but it must be maintained as healthy competition.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Patrick Shanahan, the new Defense Minister 
of the U.S., was a prepared speech emphasizing the wish of the U.S. to 
project her presence in Indo-Pacific Ocean. His speech although not 
naming names was clearly targeting China and calling her allies in the 
region to side with the U.S. to stop the rise of China however with little 
legitimate reasons. Shanahan did not modify his speech after hearing 
President Lee's keynote speech which contained an obvious purpose to 
moderate any hostilit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any conflicts in 
SCS. China's Representative, General Wei Feng He, delivered his 
prepared speech defending China's peaceful rise policy and her pursuit 
of globaliz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Wei responded to President Lee 
and Mr. Shanahan's speeches and inserted his comments which was not 
shy to hint that the U.S. intrusion under the nam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especially the SCS was the cause of 
instability of security in the region. Wei stressed that China will 
seriously defend her sovereignty rights and she has rights to strengthen 
her defense in SCS or elsewhere especially when facing threat.

Overall the other speeches were moderate containing a few echoes 
from official ally's position stressing the desire to maintain st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maintain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If one had 
to draw a conclusion, it might be said that there was no clear signal in 
taking sides or making threats in the speeches other than the U.S. and 
China exchanging a few barbs. Hopefully, when the delegates at SLD 
return to their countries that they will convey the genuine tone of the 
2019 SLD - it is the region's wish that the two great nations, the U.S. 
and China, will soften their hostile attitudes and carry on a healthy 
competition benefitting the world. It has been said clearl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ll lead to instability and no country in the 
region wishes to see it happen. The Asian countries do not wish nor 
have the will to form a NATO-like alliance to replicate another Cold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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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湘濤 

十七年前，非典病毒在中國大陸

爆發，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採取了封

城等措施來控制疫情擴散，當時的

美國政府及西方世界對於那次SARS 

,除了靜觀其變之外，並没有落井下

石。短短幾個月便將疫情控制住，

據統計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如下：

中國大陸，確診病例 5327 ，死亡 

349

中國香港，確診病例 1755 ， 死

亡 300

中國臺灣， 確診病例 655 ，死亡 

180

加拿大 ， 確診病例 251 ， 死亡 

41

新加坡 ， 確診病例 238 ， 死亡 

33

越南， 確診病例 63 ， 死亡 5

世界其他各地， 確診病例 133， 

死亡11。

全 球 總 共 確 診 病 例  8422， 死 亡

908。

這次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國武漢爆

發，美國認為自己撿到了槍，有機

可乘，率先撤僑，大肆炒作，污蔑

中國隱瞞疫情，藉此醜化中國，希

望中國手忙腳亂招架不住，挑戰中

國的治理能力，在台獨港獨之後再

來一場湖北獨立武漢獨立，硬把一

場病毒流感打造成政治病毒民粹流

感。由於美國從上（蓬佩奧）到下

（華爾街）對中國處理新冠肺炎不

停地抹黑，新冠肺炎才能在美國和

西方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熱

議。

其實，新冠肺炎死亡率只有0.5％

-3.14%，平均的說是 1％-2％，即使

放任不管，也不過是一場比較嚴重

的冬季流感，等到氣溫回暖自然消

失，不致亡國滅種；美國以往對付

流感就是這種態度，2019 流感至

今，己經有三千多萬人中鏢，一萬

八千多人死亡，川普總統不是照樣

老神在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治

理方式，對於控制病毒，中國要封

城，美國要輕描淡寫，各有一套，

只要其國民擁䕶就行。

沒想到新冠肺炎在中國政府和人

民沈著應戰下，中國國內疫情現在

基本上已得到控制，不幸的是疫情

卻在世界各地到處蔓延，更蔓延到

美國，蔓延的勢態如此嚴重，美國

政府不能再以流感來敷衍了事了，

舞不能再照跳了，馬也不能照跑

了，連全民喜愛的 NBA都要停賽

了。WHO宣佈全球進入緊急狀況，

當初敲鑼打鼓想搞一場政治病毒民

粹流感的歐美反華政客們，也嚐到

了政治病毒民粹流感的滋味，明白

了中國人常説的"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是啥意思。

由於疫情在義大利，南韓和伊朗

等許多國家大爆發，可見病毒攻擊

的對象是不分種族的；由湯姆漢克

（著名影星）和唐那文米丘（著名

籃球員）以及加拿大特鲁多的夫人

被病毒感染，可見病毒攻擊對象是

"有攻無類"的；由過去兩週的金融

市場看，美國道瓊指數大跌近三

成，世界其他國家的股市也是一片

慘綠，哀鴻遍野，可見世界上的大

災難，沒有一個國家是可以獨善其

身的。川普總統喜歡把「美國優

先」掛在嘴上，雖然無可厚非，但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乎？

國際衛生組織從來不以疫情爆發

地為病毒命名，是為了避免爆發地

區人民有被歧視的感覺，為這次新

冠病毒命名是 COVID-19。而蓬佩奧

先生偏偏就要稱呼 COVID-19 為武

漢病毒，一個身兼美國外交頭頭的

人物，居然毫無外交官的風度和修

養，難怪會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 駡 "卑 劣 "！ 自 取 其 辱 ， 怪 不 得

誰。稱呼 COVID-19 為武漢病毒的 

還有我們的臺灣同胞，親兄弟被人

駡了一句「 XX娘」，居然還有雅

量去幫那個罵人的腔，也跟著駡自

己兄弟「XX娘」，豈不怪哉�？

據日本和印度醫學界人士透露，

這次新冠肺炎可能發源於美國的流

感，蘇聯醫學專家更是指控歷歴，

現在連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

德都承認有「肺炎」被誤診為「流

感」的可能性；蓬佩奧先生自己不

是醫學專家而偏偏要語不驚人死不

休，妄稱 COVID-19 為武漢病毒，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已要求美

國給一個解釋。美國處理㚈交的上

上駟再次被中國外交部的一個下下

駟將了軍，「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句話，再一次顯示了它的神奇。

新冠病毒的來源議論紛紛,新冠病

毒暴發以後，起初說是武漢海鮮市

場 內 的 野 味 商 店 ， 由 蝙 蝠 身 上 傳

出，全國申討愛吃野味的人，要求

政府立法禁止販賣野生動物，武漢

海鮮市場也因此關閉消毒。

美國西方隨即炮製的「中國蝙蝠

病原論」在世界大行其道。此說達

到了四個目的：

1、成功醜化了中國人，製造全球

的排華運動。

2、大肆宣傳中國政府掩飾疫情，

打壓吹哨英雄，枉顧國民健康，治

理能力值得懷疑。

3、給國內慕洋犬反華公知勢力撐

起了腰桿。

4、成功掩蓋了真正的疫情發源地

美國。

這些都導致了病疫災難的額外社

會動盪，造成我國疫情越演越烈。

後來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人工合

成的病毒，可能是武漢地區的國家

P4病毒高級研究所，科學家不慎病

毒 外 洩 。 美 國 共 和 黨 參 議 員 柯 頓

（Tom Cotton）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

的聽證會表示，病毒恐怕是從中國

的武漢P4病毒實驗室流出。國內也

傳出P4病毒實驗室主任王延軼，是

資歷淺、能力差的80後美女，靠老

公的背景上位，引起研究所研究員

石正麗等人不服氣，導致實驗室內

人事内鬥不斷，内部管理混亂，很

容易出事。

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10月18日

在武漢舉行，美國派出172人的強大

代表隊，更有人懷疑新冠病毒是美

國人工合成的病毒，交由美國軍人

代表隊來武漢施放新冠病毒，對中

國發動生物戰。美國軍人代表隊的

營區剛好在海鮮市場附近，時間地

點極為巧合。

作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

毒的權威，RalphBaric實驗室早在

2003年SARS疫情結束後研製出了一

套用於合成SARS病毒的克隆平台，

並於2013年MERS爆發時率先用此方

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克隆，而這

一技術也是隨後各大病毒改造項目

所依賴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點

就是可以根據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

構建出新型的病毒。

歐洲科學家在實驗室重組出新冠

病毒並啟動，歐洲科學家利用反向

遺傳學技術在實驗室重組出新冠病

毒。

各國科學家包括中國，美國，印

度，日本，歐洲紛紛指控新冠病毒

基因遭到人工重組，非自然演化而

成，意即這是發生在中國的人工生

化武器。

《信傳媒》持續報導新冠病毒非

自然形成，引證是舟山蝙蝠病毒可

以合成。印度學者發表新冠病毒被

植入愛滋病毒一部分基因，到最近

美國生物基因分析專家里昂斯維勒

（James Lyons-Weiler）說，新冠病

毒基因被植入奇怪的元素，有人造

技術的痕跡，不可能存在於任何地

◎盛嘉麟

Changing Tone at Shangri-La Dialogue - Lee Xian Long and Other Delegates' Speeches

搬石頭砸自已的腳
評篷偑奧評篷偑奧評篷偑奧

不是野味 不是武漢不是野味 不是武漢不是野味 不是武漢

新冠病毒來㉂何處？

自"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後，台

獨分子即極盡造謠挑撥之能事，趁

勢在兩岸間煽風點火，製造矛盾，

擴大對立。似乎大陸是故意製造疫

情，嫁禍兩岸及國際社會的罪魁禍

首。他們至今不顧世衛組織要求，

不可歧視性地用國名或地名來稱呼

一種疾病，仍堅持用所謂'武漢肺炎

'來稱呼"新冠肺炎"。然而公道自在

人心，是非自有公論。國際間對大

陸自疫情爆發後做出的各種努力，

以及對國際透明，並公開分享其資

訊與經驗的態度，是給予高度肯定

的。連在國際上帶頭反華的特朗普

近日都改了口吻，肯定大陸在對抗

疫情做出的努力。近日據報，國際

疫情專家，經測試檢驗後，認為"新

冠肺炎"的發源地未必是武漢的華南

海鮮市場。既然真相尚待厘清，台

獨就不宜一口咬定，武漢就是疫情

的罪魁禍首。

其 實 自2008年 兩 岸 實 施 三 通 以

來，兩岸即走上了消除敵意，趨向

融合的道路。經過雙方努力，兩岸

的關係早已密不可分，而在政治，

經濟，文化上，臺灣對大陸日益加

深的依存度尤為明顯，這對兩岸，

及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本是正面有

利的。然而這看在台獨分子眼裡，

卻心急如焚，急於出來扭轉此一趨

勢。自1988年李登輝竊取臺灣地區

執政權後，歷經陳水扁，蔡英文等

輪番上臺執政，前後已長達二十年

以上。他們通過修改教科書等手

段，極力推行去中國化，欲割斷兩

岸內在的精神聯繫，使年輕人既不

知自己從何處來，更不知應往何處

去。經年初大選投票結果，已證明

台獨分子去中國化的手段，在年

輕人中確已取得一定效果。此一

現象更進一步助長了台獨分子的

氣焰。目前許多藍營政治人物，

在精神上已被完全擊垮，甚至準

備隨民進黨之後，也步上"去中國

化"的後塵。

今日台獨勢力之所以會如此囂

張，固與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

勢力大力支持有關。但國民黨長

期表現的軟弱性，搖擺性，投機

性也大大促成了此一趨勢。許多

所謂的國民黨員早已忘了孫中山

先生當年創党的宗旨與目標，在

臺灣待久了，竟也感染上了"島民

"目光短淺，心胸狹窄的通病，以

偏安臺灣一隅，求取個人短暫的

榮華富貴為滿足，而完全忽略了

海峽對岸遼闊的疆域，廣大的民

眾才是他們施展抱負的空間與對

象。

自中國國民黨1924年在廣州召

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

先生即確立了"聯俄容共扶助工農

"的三大綱領，作為國共合作的基

礎。但此一政策不斷遭受帝國主

義與國內封建勢力破壞，以致國

共兩度合作，取得北伐與抗戰的

勝利成果後，即終告破裂。然而

有志之士卻始終沒有放棄爭取實

現國共再次合作的努力。因為只

有國共合作，孫中山先生親手創

建的黨才不會在台獨影響下走向

消亡。

兩 岸 人 民 昔 日 無 怨 ， 近 日 無

仇，我們與對岸人民同宗共祖，

本應拋棄一切前嫌，走向徹底和

解 ， 共 建 中 華 的 康 莊 大 道 。

1992年在雙方代表默認下，在香

港達成的"九二共識"，雖不為台獨

勢力所接受，但仍發揮了積極作

用。尤其自2008年見諸臺灣官方

文件後，更成了穩定兩岸關係的

定海神針。自此大陸不斷對臺灣

釋出善意，一再頒佈惠台政策。

然而在此次大選國民黨敗北後，

"九二共識"在台獨勢力無情打擊

下，幾已奄奄一息。若國民黨看

不清當前形勢，不能毅然決然地

尋求與中共再度建立合作關係，

國民黨恐將隨"九二共識"的消亡而

消亡。當此生死存亡關頭，國民

黨應作出明智抉擇，究竟是與依

附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的

台獨分子合作，還是與正致力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共合作。

國 民 黨 已 無 再 多 猶 豫 盤 算 的 時

間，應當機立斷，不要辜負兩岸

同胞的殷切期盼。

真正的台獨分子只占臺灣人口

極小比例，大陸要實施武統難免

傷 及 無 辜 ， 因 此 必 然 會 投 鼠 忌

器。然而大陸與港澳，要占臺灣

外貿市場百分之四十以上，因此

只 要 通 過 經 濟 手 段 即 能 制 勝 台

獨，何須動用槍炮呢？

方的野生動物體內，他確定這個特

別的病毒來自於實驗室。

2月14日，美国疾控中心 CDC 表

示，他们将在洛杉矶、旧金山、西

雅图、芝加哥和纽约市的公共卫生

实验室开始对患有流感疾病的个人

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這証明了

美國對於這個冬天死亡嚴重的流感

從未驚覺，毫無防衛措施。

日本共同通信社2月17日，報導

一位日本的醫學家筒井富美尖銳的

指出，美國自從2019年冬季起流感

猖獗，有3000萬人感染，25萬人住

院，16000人死亡，但是美國的疾

病中心CDC 一律視為普通流感病

毒，從未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所以

很有可能新冠病毒早已在美國流

行，只是無人知曉，毫無防衛措

施，因而感染全世界。

中國科學院提出最新的研究發現

新冠病毒有不同世代，在中國武漢

僅僅發現許多H1世代，在廣東發現

一例H3世代，在世界各國日本韓國

伊朗義大利發現的世代H3和中國無

關，日本發現H52、H53 病源來自

夏威夷，美国不但發現H35，而且

發現完整的五個世代。新冠病毒的

源頭指向美國，禍害世界，已經愈

來愈明確。

由以上各種報導和推測，可以做

出以下的結論：

新冠病毒的源頭不是蝙蝠，不是

野味，不是武漢，中國是受害國。

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作出同樣結

論。

中國武漢首先發現新型的新冠病

毒，疫情嚴重，全國首先發動抗疫

機制，轟動世界，美國率領世界輿

論進行污蔑中國的排華運動，非但

毫無援助，更落井下石，圍堵中

國。

日本首先揭發，美國從2019年冬

季起流感猖獗，有3000萬人感染，

25萬人住院，16000人死亡，醫療

輕忽，從未做過新冠病毒檢測，極

可能新冠病毒的發源地，早已在美

國流行，只是毫無防衛措施，因而

感染全世界。現在漸成定論。

美國曾經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

發源地，但是污蔑西班牙，因而取

名西班牙流感害死全球5000萬到一

億人。

 美國曾經是2009年 H1N1 豬流感

的發源地，但是污蔑墨西哥，豬流

感害死全球30萬人。

這次美國最可能是新冠病毒的發

源地，卻污蔑中國，落井下石。

美國是最善於禍害世界卻污蔑他

國，推卸責任，沒有防疫能力的國

家。

 至於說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美國對華生物戰，值得懷疑但無証

據，中國必須加強生物戰病毒細菌

的研究，防範未來極有可能的生物

戰爭。

兩岸人民昔日無怨，近日無仇
◎謝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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