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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3/18)美國的白宫國家安全顧

問蘇利文，國務卿布林肯將在阿拉

斯加州的安克拉治，與中方對等的

楊潔篪、王毅開會。這将是一個坦

诚、務實、充满挑戰而且極其重要

的會議，其结果必將深刻的影響未

來中美如何维持健康的和平兢争者

關系？它又將如何衝擊台海的和平

和稳定？

任何戰争，不論是全面的衝突還

是局部性、區域性的戰争的發生離

不開下列四個因素： "道"也就是意

識形態的差異和兢争，實際利益的

衝突, 力量的不平衡,及對彼此意圖

的誤判。下面我們就從這個角度來

探討。

美方定位美㆗關係是

不同"道"的兢爭關系

1991年蘇聯及東歐共産政權解體

後，美國就開始重新定位對中國的

戰略，然而一直不能逹成內部共

識。而中國自從2001年加入世貿組

織後，在物質基礎上的經濟、軍

事、科技領域迅速崛起，2020年的

新冠病毒更展示了中國制度在意識

領域上的優點。

過去卅年美國國內實體經濟的退

縮、貧富懸殊的擴大，充分展示了

美式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的失敗。 川普理解美國的問題，但

是他的牛仔、單幹作風，和不尊重

科學的施政方式，不僅沒能令美國

更偉大反而帶來更大的危機。 他對

中國的全方位進攻不僅沒有令中國

屈服反而使得中國內部更加團結，

更有信心！

在這個背景下拜登必須改弦更

张，拜登说"美國回来了"企圖用另

一个方式來重振美國和西方世界。 

而他在两週前發布的"臨時的國家安

全戰略指導"中非常清晰的宣示了美

國的立場："我們的世界正處於一個

轉捩點。 我們正處在 一場歷史性

的、根本性的辯論之中，討論我們

世界的未來發展方向。  有些人認

為，鑒於我們面臨的所有挑戰，專

制是最好的前進道路。  有些人明

白，民主對於應對我們不斷變化的

世界的所有挑戰至關重要。 " 

拜登團隊充分認識到過去美國政

策忽略中下階層百姓的利益，而獨

肥了金融寡頭的利益，必須更改，

但是他們却將焦点轉移到外在的，

特別是中國的威脅，所以重新拿起

美蘇冷戰時期的"民主與集權對抗

"的大旗做為號召國内和西方世界的

精神力量。 而且指明中國是唯一可

能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

量相結合的競爭對手，能夠對穩定

和開放的國際體系發起持續挑戰。

這個 "道"也就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分

歧是今天美中最大的、也就是最根

本的戰略分歧。 

歴史告訴我們簡單的充滿宗教色

彩的二分法既不科學也不可能真正

的解決美國現在所面臨的根本危

機，希望這只是過渡性的、權宜性

的、穩定局勢用的口號和旗幟！

然而，拜登的對華基本立場是双

方是兢争者，但還不是你死我活的

敌人，戰略競爭並不會也不應排除

與中國合作， 當這樣做符合美國的

國家利益時。

中國外交部在日期：3月11日發

佈的通告中，將本次對話稱為"高級

戰略對話"，而布林肯卻否定了這一

說法，稱並非"戰略對話"。那麼美

方為什麼要開這次會議呢？

主要目的就是定義雙方在經貿、

地緣政治... 不同領域利益的立場和

底線，避免因爲意圖的誤解導致衝

突,同時尋求在氣候變化、全球衛生

安全、軍控、防擴散等問題上的合

作。美方沒有興趣討論大原則的問

题，而是與中國進行務實、注重成

果的外交！

美方㈲系統㈲紀律的準備這次會議

拜登今天面臨許多內部挑戰，是

站在一個弱勢的地位，但是他的團

隊熟讀孫子兵法，知道如何借勢來

爭取最大的利益！

這次會議的時間選擇也展現出拜

登團隊的紀律和整體用心：在中國

兩會圓滿結束、政府報告出臺之

後;在拜登公佈臨時的國家安全戰略

指導之後，在拜登簽署了國會通過

了新一輪1.9萬億的新冠救濟和刺激

法案，和走出新冠病毒的曙光初現

的時刻;  在高調攻擊中國的香港、

新疆和西藏政策之後; 在首次美、

日、澳、印高峰會之後; 在美日、

美韓外長、防長會議之後。

沒有陰謀只有陽謀，戰略立場清

晰， 企圖用統一戰線的形勢加強談

判籌碼，爭取會談時的有利地位，

但是這也顯示美國國力衰退的現

實！ 

雖然，美方在會中必然對港、新

疆和西藏問題攻擊中國，其效果最

多就是騷擾性或者是爲了美國國內

的政治需要，不可能產生任何有意

義的成果，因爲中國已經牢牢的掌

控了這些地方的局势。 此外這些指

控不僅是沒有事實根據，而且如果

用美國自己的歴史所作所為做比

較，中國可以理直氣壯的反駁。舉

例最近美國媒体開始热炒香港當局

調查、拘留和起訴一些"民主人士

"違反人權的新聞。而事實上這些

人都是參與2019年顛覆國家和暴力

進攻佔領香港立法局的份子。他們

的行爲和1月6日衝擊國會山莊事件

没有本質的差異。美國人民支持美

國政府對於衝擊國會暴徒及幕后策

划者的調查、拘捕、和起訴，又有

什麽立場批评中國？而美國先民消

滅了95%的印第安原住民，還有什

麼資格誹謗指責中國的民族政策？

如前節所說，這次會議是為了解

決許多美國關心的實際利益問題，

而對中國而言相信也會就管控台灣

問題向美國提出行爲紅線！

台灣問題面臨重要的轉捩點

中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和

平統一台灣是大陸的希望，但是大

陸有決心逼不得已時也將採取一切

手段完成統一。 過去多年的現實是

民進黨政權卻用一切手段走向永遠

分裂的道路，而臺灣的年青一代對

中國的認同是越來越低，這一切都

顯示過去的對台工作並不成功，需

要改正。

中國希望和平崛起，但是這只是

個良好的願望，完成是很困難的，

也缺乏歷史的先例。 隨著中國的一

帶一路政策的順利開展，中國的國

家利益延伸越來越長，而可能受到

敵對勢力打擊的地方和機率也就越

來越多，如果對於一個同文同種，

相同的歷史文化傳承、距離這麽

近、經濟上基本依靠大陸而戰略地

位如此重要的台灣都不能夠統一，

又如何保護一帶一路的投資成果？

最近鳳梨事件在臺灣引起政治風

暴，也許這是大陸改變具體對台方

針的第一步。 4萬噸的鳳梨總價值

約兩千萬美元，相對於台灣對大陸

的出超1400億美元，微不足道，這

也顯示在貿易領域大陸可以選擇制

裁的產品多的很，這一年多來的中

國對澳洲的貿易制裁就是一個鮮明

的例子。

台灣之所以採取對大陸挑釁的立

場最主要的是美國因素。 美國今天

朝野的對華軍事戰略是非常清晰

的，就是前沿佈置軍力，派軍機、

軍艦和潛艇在台海、東海、南海抵

近偵察，除了表面的"自由航行權

"以外，就是監視、跟蹤中國的戰略

核潛艦突破第一島鏈進入太平洋逼

近美國，同時穩固地區聯盟關系。 

所以拜登團隊的分工明確：國防部

採取侵略性姿態，外交是主力，採

取又接觸又挑戰的方針，而拜登本

人則採取温和理解的態度，避免局

勢失控。

由於美國在兩年內沒有力量與中

國武力衝突，現在是在台灣問題上

規範美國行爲的最佳時機。

美㆗未來：短期穩定長期兢爭�

中美的戰略定位是兢爭性的，這

未必是壊事，由於過去三百年的西

方制度已經顯示出嚴重的缺點，中

國制度的兢爭和實踐對於世界的發

展是好事，因爲兢爭才能帶來進

步。 拜登深知維持兩國的和平是美

國短期的最大利益而中國一向採取

和平的國策！ 所以不論會議結果如

何中美短期和平的局勢是可以預期

的！ 

 
◎張文基

“China Threat" is a political slogan coined by hawkish anti-China 

"expert" or "strategist" and widely quoted by politicians to build a halo 

over their head beaming patriotism. This patriotism is not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politicians have served in the military, sacrificed for the country or 

wounded in a war. Many who shouted "China Threat", like Mike Pompeo,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or Senator Marco Rubio, a Cuban immigrant, 

who simply saw Donald Trump's victory of presidential bid in 2016 was 

due largely to Trump's strong messages on anti-China and blaming China 

for 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blems. Unfortunately, this has 

become a trend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diverting voters attention 

on domestic problems away from searching for solutions and shifting to 

blaming foreign countries. Rubio, as a young politician and a Cuban 

immigrant and a local politician in Florida, he knows so well that China is 

no more "communist" (China reforms rigorously from orthodox 

Communism) than Cuba, no more socialist (China embraces more 

capitalism) than Cuba and thus no more a threat than Cuba to the U.S. 

Rubio and the like with a big ego and presidential ambition who never 

traveled to China and had little real foreign affairs experience other than 

hosting political dissenters' testimonies at the Senate hearing, really don't 

know what China Threat really is. As a political analyst traveled many 

times to China, I will devote this column to explain what real "China 

Threat" is to general Americans and in particular to politicians like Rubio 

(Republican), Pompeo (Republican) and Ocasio-Cortez (Young Democrat, 

30), all futur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 the brewing.

This column will not discuss the schemed "national threat" which to a 

large extent is created by the self claimed national security experts. They 

hypothesize a "nation threat" (for example, Russia/Soviet Union, Japan, 

EU or China) under three axes, ideology, military and economy, then 

devise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s, rarely related to how average 

citizens feel about 'national threat'. In reality, ideological threat is never a 

real national threat, since i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a nation accept an 

ideology, it is hardly a threat to the U.S. other than to some politicians. 

Military threat is a self inflicted mutual threat since military spending 

(especially for expansionist) is an expensive and non-productive 

investment, rarely bringing a positive return but a crippling economy. So 

rationally, nations would not initiate military threat to each other and 

none would escalate unless being obviously threatened first. The 

economic threat, however, may seem to be real simply because the Earth 

has limited resources and all people/nations desire to live better lives 

which means that every nation will  consume more resources with time 

unless humans invent their way out of scarce resources. Therefore, the 

economic threat is really just a competition for resources (and innovation 

for conserving resources) to support a better life. A competition is not a 

threat when it is resolved by a fair trade and competitive effort against 

each other. Just like participating in an Olympic game, a fair competition 

is not a threat; win or loss, you can try again,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So what is the real "China Threat" then? The fair answer is that China 

presents an economic competition to the U.S. China does not pose any 

ideological threat to the U.S. and her democracy. If anything the threat is 

the other way around that the U.S. is insisting on an ideological war, 

exporting the U.S. brand of democracy, which is persisting even long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History clearly showed us, any 

country that is left alone with no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fared rather 

well economically. It is peace that is needed in a 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For country like the U.S., blessed with rich resources, 

there is less need for her to worry about fair economic competition 

since no other nation is richer than her or can pose an ideological or 

military war against the U.S. Other nations would be busy enough to 

struggle and compete economically with the ever developing world. 

So the best interpretation of so called 'China Threat' is economic 

competition, which may be perceived as a threat only when one 

gives up competition and resort in rhetoric. We may give a few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China has become a nation of world manufacturing. She plans her 

economy methodically to first build her basic economic needs in 

terms of living; that is supplying enough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to her vast population. Then she strengthens he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to sustain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her 

economic scale, she manages to make household products efficiently 

with low cost. Thus through hard work and ever expanding export, 

she became the main supplier of most household products to the 

world. Many nations depend on Chinese goods, especially the U.S. 

who chooses to move away from those low-profit mass production 

industries and moving into high profit and quick return hi-tech and 

financial industries. Is China a threat to the U.S.? Yes, if China were 

wiped out of the Earth. But who would want to wipe China out of 

the Earth? The "China Threat" sayers. Obviously, that kind of 'China 

threat' holds no logic. Trade had become freer since the colonial 

days were ov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has done a 

reasonable job for maintaining a free trade system that supported 

decades of supplying inexpensive goods to advanced and rich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and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If China made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world trade and lifted half of her 

population above poverty, I would not call that "China Threat". I 

would rather think, whoever wants to wipe China out of the world is 

creating a threat to the world!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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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可以衝破統獨的魔咒嗎？在

兩岸關係跌到最低點之際，台灣的

老百姓悚然驚覺，台灣的未來不能

與中國大陸敵對，而是要有智慧找

出新的依賴路徑，找出一個雙方都

不見得滿意、但卻可以接受的第三

條路。

第三條路就是不再糾纏統一與獨

立之爭，而是實事求是，正視當前

經貿熱絡的現實，尋求兩岸在中華

民族的血緣下，彼此競爭與合作，

讓下一代決定彼此關係的未來。綠

營近年強調不承認「九二共識」，

但卻應該主動提出新的方案，讓北

京有意願與台灣共同搭建新的框

架，讓兩岸民間可以恢復互惠交流

的局面。

這都因為拜登上台後所釋放的信

息，不希望兩岸打仗，而是雙方坐

下來談，一切和為貴，而最近的

「鳳梨事件」，儘管綠營政府將此

事政治化，但民間無論什麼立場，

都會赫然發現，原來台灣的水果的

九成多都輸往大陸，而過去的一

年，即便在疫情的陰影下，台灣對

大陸貿易的順差高達一千四百多億

美元，可見台灣對大陸經濟關係依

仗之深，不是台獨意識形態所能隱

瞞，也不是任何政治語言所能掩

蓋。

因而台灣應該順勢而為，建立第

三條路，以經貿為經、旅遊為緯，

建立一個兩岸互利的、和平的平

台。正如新任的陸委會主委邱太三

所說：不要大陸軍機飛來，而是要

抓住兩岸的商機。

台灣很多的「仇中派」都是被川

普所誤導，認為台灣與美國結合，

不僅可以對抗「老共」，甚至可以

推翻北京當局的統治，開創一個

新的局面。這也是美國一些反對

派的主旋律，背後的邏輯鏈條就

是「中國崩潰論」，認為在「中

共的高壓統治下」，人民會揭竿

而起，而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因為

階級矛盾而難以持續發展，最後

會崩解。

但這樣的「警世預言」，在中

國大陸老百姓看來是一大笑話。

恰 恰 相 反 ， 在 抗 疫 成 功 的 氛 圍

下，北京當局的統治法理性與人

民的支持度正在上升到歷史的最

高點。人民對國力的飆升也充滿

自豪感，與美國和台灣內部的撕

裂剛好成為強烈的對比。

因而台灣的有識之士都對當前

綠營在社會上鼓動的仇中策略極

為不滿，加上美國拜登政府不再

玩 弄 台 灣 牌 ， 不 再 挑 撥 兩 岸 惡

鬥，而是希望台海和平，民進黨

的大陸政策也開始要改弦換轍，

追求新的兩岸關係。

新 的 關 係 的 重 點 就 是 和 平 競

爭，這也是當下全球企業的主旋

律。蘋果與谷歌最近都在大數據

方面合作，爭取雙贏，而不是頻

頻打官司。各大航空公司其實早

就超越你死我活的競爭，重視利

益共享，採取「航班代碼」，分

散人流，截長補短。這都已經成

為常態。在國際關係上，美國也

曾經與死敵俄羅斯太空合作，共

建太空的空間站。如果企業與國

際強權都可以與對手競爭合作，

為何台海兩岸不可以？

·轉載自亞洲週刊  2021年10期 。

◎邱立本

What is the real "China Threat"? (Part I)

「只要這個世界還沒有被徹底

毁滅，人們總不能無止盡的愚昧

下去。」我們只能憑著這小小的

信念，在黑暗的天空中，等待黎

明的到來。

那一天在電話中跟高雄一個親

綠的朋友聊天，他暴怒說：高雄

現在的空污像毒氣，三天兩頭就

出事死人，新聞每天都是搶劫殺

人，環境交通都是又髒又亂，我

們是光復到地獄裏去了嗎？

我在電話這頭忍住笑，心想，

這不是你們高雄人的驕傲嗎？

只是說正經的，我有時候真的

很難想像台灣人的智商，怎麼會

2+2會談能穩定美㆗和兩岸關係嗎？2+2會談能穩定美㆗和兩岸關係嗎？2+2會談能穩定美㆗和兩岸關係嗎？

台灣超越統獨的第㆔條路

低到這樣一個地步，只要把愛台灣

的音樂放下去，每個人的雙腳就會

不自主地跟著起舞，就算是懸崖也

會勇敢的往下跳。台灣人的腦袋，

怎會進水到這樣的程度呢？

美國已故著名的作家，波士頓大

學的教授 Issac Asimov 曾經說過：

「 When stupidity is considered 

patriotism, it is unsafe to be intelligent. 

」這句話用在現在的台灣，真是再

恰當不過了。當愚蠢被當作是愛國

主義時，腦子清醒的人就不安全

了！

韓國瑜當初那麼認真努力的為高

雄打拼，替農民賣水果，卻被高雄

人嫌到沒一處好，每天被媒體揶揄

取笑，被抹黑成低能敗德的智障草

包。你說他這人有多壞多爛嗎？完

全沒有啊！相反地，還是一個有溫

度重情重義的血性漢子。可是呢，

就是被綠營硬生生打成了全台灣最

大的惡人。

這世界，還有比這更荒謬的事情

嗎？

然後還記得嗎？當初韓國瑜跟新

莊王小姐沒半張照片，綠色媒體照

三餐編故事罵。而如今王定宇一週

五次過夜被拍到照，綠媒全部裝死

沒看到，這就是台灣價值！

更不用說當初韓國瑜在高雄的

執政，是如何被中央與媒體無理

性地用高倍顯微鏡放大檢視，而

如今陳其邁在高雄那種幾近無政

府狀態的施政，卻完全沒有人在

意。這樣的民主價值送給你，你

要嗎？

馬克吐溫說過，永遠不要與愚

蠢的人爭辯，因為他們會把你拉

到他們的水平，然後用他們的愚

蠢打敗你。所以我無意說服任何

人，我寫這些雜文只是與自己靈

魂的一種對話，至於高雄如何，

干我何事？

◎風城㊚子

將愚蠢當作是愛國主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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