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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日本太遙遠
網路上這篇文章我幾個月前就
看過，而且也作了評論。今天又
收到此文，禁不住想再添一點觀
感。
日本這個民族有很多優點，值
得我們借鑒。但也有其黑暗齷齪
的一面，我們若不時常心存警惕
日本民族惡毒的一面，則再淪為
殖民地不遠矣。
如我前所言，愛乾淨、團結、
勤奮、細心、服從紀律等等，都
是日本民族的優點。但是盲從、
貪臠、殘暴、侵略性強、不知思
過、不知反省等等是它的缺點。
一般人不覺察，但我認為日本人
的缺點是非常可怕的，是遠遠超
過它的優點的。
日本從實行脫亞入歐政策後，
便像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列強
一樣，開始覬覦鄰國的領土和資
源，乃至發動了侵華和征服東南
亞的戰爭。但是同樣是發動戰
爭，日本人的殘暴卻遠遠超過德
國人。德國將猶太人送進毒氣
室，但日本人卻將中國婦女強暴
後再開膛剖腹，將中國兒童拋上
空中再用刺刀接殺之，將中國男
性平民砍頭或活埋，其野蠻程度
世所罕見。二戰後人道主義興
起，德國人對其向猶太人所犯下
的暴行，真誠地懺悔道歉。日本
人卻沒勇氣面對自己的惡行，相
反地，他們極盡否認歷史、修改
教科書之能事以掩蓋他們的暴
行。所以日本是個怯懦的、自欺
欺人、無人道的民族。他們有武
士道，但沒有人道。武士道、神
風隊都是日本自虐的表現，正因
為自虐，才會百般虐待別人。所

‧踏賀蘭
以日本是個野蠻殘暴的民族。
日本人像螞蟻、蜜蜂一般非常
團結、分工，領導人要他們做什
麼，他們就非常聽話地做什麼。
他們沒有獨立思考、質疑的能
力，所以侵華戰爭屠殺了數千萬
中國人，日本國內沒有質疑的聲
音。否認歷史、纂改教科書、不
願正視日本二戰暴行，沒有質疑
的聲音。參拜靖國神社中的二戰
甲級戰犯，沒有質疑聲音。乃至
最近右翼政客要建軍重振日本二
戰前之輝煌，再度讓日本冒亡國
之險，仍然沒有質疑的聲音。所
以說日本人是愚眜的、不知反省
的民族。
日本又是個自大又自卑的民
族。當它比你強大時，它渺視
你、要吞噬你。當你比它強大
時，它就裝龜孫子，曲意奉承
你。民國以來，中國雖窮，但從
未失其脊椎骨。作為領袖的老蔣
及毛澤東，估且不論他們的功
過，從未曲媚于大國，也沒渺視
過小國。日本對中國、韓國及對
美國就是兩付不同的嘴臉，真小
人也。
清潔是強國要素嗎?恐怕未必。
清潔衛生固然重要、且有必要，
但如日本人一般都有潔癖，把許
多時間精力用在整潔上，豈不剝
奪了用在其他重要事情的時間
嗎?每個國家強國自有其道。取人
之長、補己之短，當然可行。但
若要照搬日本那一套，不但未見
可用，還得注意日本惡質的本
性，才不致得到反效果。

哀哉中華民國
躺在南京中山陵內的國父孫中
山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的革命
事業.他對中華民族的偉大貢獻將
受到萬世中國人民的景仰。而他
臨終"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願
也正由當今中國政府的努力在實
現中。
可嘆的是他的遺像，中華民國
國號和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被
國民黨帶離了大陸而被用為代表
尋求獨立的台灣之招牌。
雖然民進黨高層為了權宜之計
和要借殻上市，現在也跟國民黨
一樣宣稱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和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但他們手下

‧濱楠

哀哉孫中山

的激進份子們已等不及了。像當
年清除蔣中正銅像一樣，他們在
台南市把國父銅像拖倒於地，並
噴上"中華民國滾蛋"的口號。
更悲哀的是，由中山先生手創
的國民黨黨中央竟軟弱沒有義正
嚴辭的採取强烈的行動..
還在國民黨執政的今天，國父
銅像就已被公然推倒。等到兩三
年後當民進黨如果執政或宣佈獨
立之時，中華民國國號和青天白
日國旗還能夠存在而不被丟到拉
圾桶裡面去嗎?
哀哉孫中山，哀哉中國國民
黨，哀哉中華民國！

如果你只看美國三大電視臺的
晚間新聞，你大概沒有聽說國務
院主管歐洲事務副國務卿Victoria
Nuland女士 在 跟 美 國 駐 烏 克 蘭 大
使通話時説的這句粗話「操歐
盟」！。這句話和兩人長達四分
多 鐘 的 對 話 ， 通 過 YouTube， 卻
傳遍了歐洲（讀者可以上網查
找，領教一下這位面目姣好的女
士的霸氣）。
這段話出現在1月28日，那時烏
克蘭首都基輔獨立廣場上的示威
活動還沒有釀成血案，大概也因
此還沒有達到把亞努科維奇總統
趕下臺的目的。在哪簡短的對話
中，她跟駐烏克蘭大使討論，到
底選擇在廣場示威群眾中的哪一
位領袖來取代亞努科維奇（她提
出 的 名 字 是 猶 裔 的 Arseny
Yatsenyuk，而非常湊巧的是，該
人後來居然真的成為過渡政府的
領袖）。似乎是俄國人把這段話
放 進 YouTube的 ， 其 目 的 毫 無 疑
問是要證明，示威群眾的背後有
美 國 的 影 子 （Nuland曾 親 自 到 廣
場向示威者散發餅乾）。
據各方面的報導，今後兩年烏
克蘭政府需要償還300億美元的外
債，可是它根本沒有這麼多外
匯，所以已經陷入破產的邊緣。
烏克蘭政治非常腐化，1991年前
蘇聯解體後，國有財產在私有化
過程中大批被盜，產生了一批億
萬富翁，紛紛搬到國外享福，一
般人卻陷入困境。一位在基輔做
生意的中國人在網上寫文章説，
因為窮，他們乃願意參加示威活
動，因為參加的人每天可以領到
100到200烏元。加拿大的一個非
政 府 政 策 研 究 組 織 Global
Research的 一 位 名 叫 William
Engdahl的研究員於3月3號寫了一
篇文章（可在網上查找），其中
提到，在示威的群眾中有一批人
屬 於 新 納 粹 組 織UNA-UNSO， 而
這個組織跟北約的一個秘密組織
GLADIO關 係 密 切 。 UNAUNSO不 但 出 現 在 中 、 東 歐 國 家
發生的所有反俄示威活動中，並
且 也 是 烏 克 蘭1993－94年 間 的 橙
色革命的積極參與者。
另外，在大陸央視的新聞節目
當 前 被 華 裔 所 關 注 的"平 權 法
案"， 說 白 了 ， 就 是 要 在 美 國 大
學 裡 "強 制 "保 持 多 元 文 化 的 紛
圍.也 就 像 在 生 物 領 域 裡 強 行 阻
止"近親繁殖"那樣。
最近，美國社群主義最著名的
理 論 代 表 人 物 ， 哈 佛 大 學"最 受
歡 迎 的 課 程 講 席 教 授"之 一 桑 德
爾 教 授 （MichaelSandel） 提 及
美 國 的 時 候 就 講 ，"不 怕 美 國 市
場經濟，就怕美國市場社會，一
切都圍繞市場來轉，市場經濟是
個好經濟，市場社會則是一個壞
社 會"。 其 言 下 之 意 就 是 說 ， 社
會 (當 然 包 括 教 育 )不 能 是 單 一
的，純粹的，"近親繁殖"般的市
場行為。
所謂近親繁殖無論在生物領
域，還是在社會領域，都會使品
種變得越來越差，越來越不適應
環境，都有被淘汰的危險。雜交
無疑對生物領域還是社會領域，
都有強大生命力，對提高社會競

‧彭文逸
中，記者訪問了一名退伍軍人示
威者。該人説，他所領到的退休
金根本無法維生，而參加示威活
動他一天可以領到100美元，并説
哪些拿棍子和其他武器，跟警察
對抗的示威者一天可以拿到200美
元（金額數遠高於上面華人商人
所述）。
不論他們拿到多少錢，三個多
月的時間，成千上萬的示威者，
雖然其中有一小部分是"純示威者
"，也就是完全為理想所以不拿錢
的，其所涉費用仍然非常可觀。
問題是，到底誰出的錢呢？CBS在
"60分鐘"的節目中訪問了一名靠賣
巧克力糖起家的億萬富翁，該人
從頭到尾支持這次反政府的活
動，問他是否向這個活動提供資
助。他説是。但是，顯然他不是
唯一的財源。
上面提到的Nuland女士曾經於去
年12月13日在華府的全國新聞俱樂
部（一個地位崇高的組織）就烏
克蘭問題發表演說。她説，"自從
烏克蘭於1991年宣佈獨立以來，美
國支持其民主體制和民主運作的
發展，以促進公民社會和良好的
政府組織－一切促進其成為歐洲
的烏克蘭的目標的必要措施。我
們已經投資了50億以上的金額，以
幫助烏克蘭達到這些目標和其他
目標。"（網上可查）這筆龐大的
數額并沒有幫助親俄的政府減少
它的赤字。這筆錢顯然用於"民間
"。
歐盟還依賴俄國的能源進口，
很可能不太願意參與她這樣赤裸
裸地擁護獨立廣場上的行動，所
以她説，"操歐盟！"
這 位 女 士 的 老 公 是 Robert
Kaplan,是 美 國 新 保 守 主 義 的 重 要
思想領袖，而新保守主義者的一
個重要理論就是"改變政權"，在全
世界促進民主政體的產生。他們
的幾個大頭目圍繞著小布什，是
美國推翻伊拉克政府的倡議者和
推動者。
正是因為隱藏在這次大規模反
政府行動背後有上述勾當，所以
當奧巴馬跟習近平通電話，想爭

平權法案與近親繁殖
爭力，增加社會活力，都具有積
極的意義。
文化教育，學術思想更不例
外，"近親繁殖"猶如"一言堂"，可
以摧毀學術，摧毀思想，摧毀民
族 的 未 來 。"近 親 繁 殖"只 能 產 生
沒有思想的學術，沒有學術的思
想.而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
學 術 ， 只 能 在"雜 交"中 產 生 。 美
國得以能在世界上傲視群雄，正

‧ 段建華
是得益於多元文化的"雜交".
所 以 當 下 的"平 權 法 案"， 就 是
為了深化這個"雜交"，它是高瞻遠
矚，深謀遠慮，非同小可的國策
大政.而不是狹隘的.短視的感性喜
好.甚至於對我們如何應對越來越
交融的"地球村"，豐富多彩，千姿
百態"的紛繁文化也有發人深思的
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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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Jade Rabbit (Yutu) Help Win The Space Exploration For Mankind?
People have heard the story of a race between the fast
rabbit and the slow turtle. The turtle won the race because of its
persistence and steady progress while the rabbit took a nap
thinking the slow turtle would never catch up. This legendary
tale is simply a motivation story: If one would work hard and
never give up, eventually one could reach the goal as a winner
even with a slow start. In real life, this story is more significant
about achieving a long-term goal, over a life time or an eternal
goal.
Space exploration is just such a long-term eternal goal of
human kind to find the unknown in the Universe, to find
whether or not a brethren of another civilization existed,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humans could live in another planet outside
of the Earth. Space exploration is an eternal goal simply because
the Earth is so small compared to the Universe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s so minute and short compared to the infinite space
and time. Unfortunately, the space exploration had started like a
race simply because humans on Earth had always had internal
squabbles, making space exploration as a space race rather than
a collaborative project. This is laughable; if there were other
more advanced civilizations in the Universe beside humans, they
would be laughing for sure.
Sadly, Space exploration has often been used as a proxy
competition for geopolitical rivalries and show-off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 early era of 'Space Race' started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launch of the first man-made object to orbit the Earth, the
USSR's Sputnik 1, on 4 October 1957, and the first Moon
landing by the American Apollo 11 on 20 July 1969 are the
major milestones of the initial race. The Soviet space program
achieved many of the first milestones, including the first living
being in orbit in 1957, the first human spaceflight (Yuri Gagarin
aboard Vostok 1) in 1961, the first spacewalk (by Aleksei
Leonov) on 18 March 1965, the first automatic landing on
another celestial body in 1966, and the launch of the first space

取北京對西方立場的支持時，習在
答 覆 中 提 到 "事 出 有 因 "。 言 外 之
意，當然，就是表示，這並不純粹
是示威者自動自發的反政府行動，
反對政府的親俄政策，因為他們堅
決要加入歐盟。其中還有別的因
素。
在這裡，我們可以把話給明明白
白地說出來：簡單説，烏克蘭，這
塊面積比德國還大的土地，號稱世
界第三大穀倉，臨黑海之濱，是歐
盟與俄國都志在必得的戰略要地，
而就在俄國答應提供150億美元的
援助而把烏克蘭拉到它那邊的時
候，北約想用群眾運動把它奪過
來。這是一場雙方都不擇手段的鬥
爭，所以不必拿出什麽高調口號來
替某一方說話。在基輔，北約靠群
眾運動把原來親俄的政權給推翻
了。也就是說，美國和北約贏了，
俄國輸了。
眼睜睜地看到輸掉了烏克蘭，你
說，普京是不是會氣急敗壞？他花
了500億美元辦冬奧，本來想炫燿
一番國威，誰知道出了個烏克蘭事
件，搞得他灰頭土臉。他當然是氣
急敗壞。那麽，怎麽辦呢？他怎麽
能夠不搶回克里米亞呢？搶回克里
米亞才勉強算是兩方各有所獲，才
能讓普京出口氣嘛。
我們客觀地看，算起來，俄國還
是虧，因為北約把烏克蘭奪了過
去，而俄國現在只拿到克里米亞。
將來，如果時機得當，普京可能還
會想辦法把烏克蘭東部的俄語區拿
過去，因為該區的工業跟俄國的工
業仍然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可是，
就目前而言，北約已經佔到便宜，
應當見好就收。不此之圖，繼續以
制裁相逼，硬要把俄國逼回北極
圈，同時可能把世界逼向另一次冷
戰，實在是非常不智。
當然，對中國而言，整個烏克蘭
變局是大利。東邊的海域不斷有衝
突，美國要重返亞洲，所以西線無
戰事對中國是絕對必要。俄國與中
亞地區必然會與中國加強合作，而
在美國硬逼之下，日本與韓國則左
右為難。它們是否要加入制裁，對
俄國的能源供應説再見呢？當然，
日本更不要作收回北方四島的美夢
了。

station (Salyut 1) in 1971. However, the first man stepped on
the moon on July 20, 1969, was an American, Neil Armstrong,
who had made Apollo 11 the most sensational achievement in
space exploration by his statement,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and a giant step for mankind."
Aft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humans wised up shifting
from one-off flights to renewable Space Shuttles, and from
competition to cooperation in the example of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SS)(although China was excluded from ISS).
Reusable hardware and collaboration hopefully will make
human space exploration long lasting and eventually
successful, apart from reducing the generation of garbage in
the space.
In the 2000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itiated a
successful manned spaceflight program,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Japan, and India have also planned future manned
space missions. In this century, China, Russia, Japan, and
India have advocated manned missions to the Moon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dvocated manned missions to both the
Moon and Mars. Interestingly, from the 1990s onwards,
private interests began promoting space tourism and private
space exploration of the Moon. This hopefully will make
further sharing and collaboration feasible on a commercial
basis.
The moon has been a fascinating space object in many
literal writings and romantic stories. The Chinese ancient story
about a fairy, Chang'Er, living on the moon with a Yutu (Jade
Rabbit) was so in-grained in the folklore, the recent Chinese
lunar landing robot named Jade Rabbit and the Moon
exploration program named Chang'Er were very exciting to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The Jade Rabbit is
commissioned to live through the lunar day and night cycles
(14.77 earth days and 14.77 earth nights cycle) and to carry
out a host of experiments. The soft landing of Jade Rabbit and
the vast amount of observa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data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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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bbit collected would be a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the
world. Although, Jade Rabbit is not as sensational as Neil
Armstrong, it is still a very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mankind's space
exploration.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has very little
coverage of the event. It is very puzzling to news watchers. We hope
this is not a sign of turning space exploration back to a space race
like what happened in the Cold War era.
Space exploration is a long term eternal goal for mankind. As
humans, we should place our energy and wisdom together to
continue this endeavor. Just like the legendary story of the race
between a rabbit and a turtle implied, persistence will eventually
win. We hope the Jade Rabbit currently on the moon will beam back
lots of useful data and give human's space exploration another giant
stride. A recent article by Phil McKenna, 'Red Star Rising: China's
ascent to Space Superpower' (New Scientist, 2-12-2014), stated,
“Jade Rabbit's successful launch, landing and exploration is
evidence of China's meteoric rise in the space stakes, and one that
will only accelerate.” Indeed, the advances China had made in her
Space program including space rocket, satellites and the Beidou
(GP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world. The weather reporting and even the US military now
depend on the Chinese Satellite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McKenna urg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o include China by
saying: “perhaps the most utopian consequence of China's space
ambitions would be a renewed realization that space is not divided
according to national boundaries.” I fully agree with this notion. At
a space science conference, the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J. Burns announced an international space road map aiming to unite
the separate paths of the national space agencies.", apparently not
excluding China. The new road map by including China would
create a realistic prospect for expensive long-shot projects such as
human missions to the Mars or any asteroid shield or space garbage
collection system. Hence, I believe, Jade Rabbit, even though with a
late start, it may just help win the Space Exploration for mankind in
the long run.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