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普遍放緩，可能出現又一波
不 景 氣 recession（Slowbolaization） 。 中
國不例外。中國由於在世界生產鏈和供
應鏈中的地位，轉而影響著不少國家的
經濟放緩。中國過去幾次經濟面臨疲弱
的時候，便以巨大的基建投資去拉大經
濟，頗有成效。但是，以赤字擴張某些
物質建設，除了債務問題外，還造成若
干部門產能過剩，陳舊設備過多，產品
質量低，產業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
貪腐等等問題。中國今年的GDP成長幅
度 規 劃 在 6%-6.5%之 間 ， 是 30年 來 最
低，還有可能達不到。於是面臨擴大財
政投資的抉擇。
當前的問題是在哪方面投資？
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平均人均所得
居於世界很後列，基礎建設和生產、消
費，都還有待強力提升，但是過去的經
驗顯示，財政刺激有後遺症。一波刺激
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又產生新一波刺激
的問題，解決困難的代價很大。
其實，最重要的基建，亟待大規模投
資的：是教育。投資教育刺激經濟的效
果迅速而後遺症極少。
投資教育，立刻需要進行最基本的物
質建設：幾萬個各級學校各類教學樓和
師生宿舍；教學、學習和研究設備和教
育用品；相關的交通與服務等配套設
施，將普遍拉動城鄉的經濟建設。由於
二三線城鄉的教育落後最大，涉及兩千
多縣兩萬多鄉鎮需要擴、建新舊學校；
沿海和大城市幾億農民工的幾千萬子女
入城讀書，也需要大舉擴充學校。教育
需要提高質量，需要建立和擴大與教育
設備相關的教育產業，並且動用外匯，
進口教學與科研的用品與設備和制造
業。教育投資不僅是短期的，也是長期
地刺激經濟。這些基建都非常龐大，足
以刺激整體經濟，帶動的連鎖消費與生
產，其乘數效果可觀。
投資教育最顯著的是大量增加就業。
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師、職員、相關人
員，以及配套物質基建的人員，將增加
幾百萬幾千萬就業；公費資助義務教育
學生和補充義教學生入學，等於增加就
業；總數將達幾億人，他們的收入將大
幅度增加基層的生活消費，從而強勁地
增加內需經濟活動，刺激生產。
一般認為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投資
見效遲緩，實與事實不符。學生讀書，
初中、高中、專科、大學、碩博士，每

◎吳章銓
三、四年間就完成一個階段，對個人的
經濟效益便立刻實現。全社會提高教育
水平，社會生產力和產品素質的提高同
樣迅速而且持久。
未來社會的最大"產業"是教育，教師
也是最大類的行業。教育的"產品" 是
人，人是一切其他產業的基礎。環視世
界，教育投資是最佳的基建投資。據國
外研究，教育投資導致的社會效益增值
率可達7%。初期發展的增值率必然更
高。所以教育是最高效刺激經濟的投
資。
中國的教育基礎低是公認的，
教育投資也是最低的，教育的各方面都
有待大力提升，正是救經濟,擴大財政投
資的絕佳方向。不妨簡列如下：
1. 最優先的投資應當是擴充師範學
校和師範大學：中國需要提升幾億學生
的教育，需要增加幾百萬專職專業教
師，培訓幾千萬兼職教師，使所有各級
各類學校，從學前教育到大學都有充足
而優秀的教師。有好的老師才有好的教
育。師範教育必須全部是全公費，以吸
引優秀的、特別是有志而貧寒的學生讀
師範。
中國有大量的師資"資源"擱置不用。
各級機關、公司、廠礦工程人員和專業
人員、退休人員中，不乏有志於育人為
樂的人，可以接受短期教育課程的培
訓，擔任部份時間的兼任教職員。特別
是職業類教育和補充義務教育需要數千
萬的兼職教師。所有後進國家追趕先
進，都必須鼓勵已有的人才盡量兼差教
學，以滿足對師資的需求。先進國家的
企業人士、工程與專業人員、政府退休
官員，在大學兼課的，也比比皆是。兼
職教師的知識和經驗得到利用， 教學
的同時，也提升自身的學養，從而有提
升經濟的作用。
2. 學前教育：應當將三年學前教育列
為全免費和義務教育。兒童智力開竅不
是從小學開始，是學前已經開始。世界
先進國家無不特別重視學前教育，中國
完全落後。目前的少數學前班，往往只
是為富有人家照顧孩子。學前年齡的學
生有幾千萬，真是可惜。
3.小學和初中：現在小學和初中基本
是免費的義務教育。但是全國水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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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國心，濃濃兩岸情
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十一屆
三中全會確定「和平統一」方針後，迄
今已有41年之久，鄧小平復於一九八二
年一月，正式提出「一國兩制」具體方
案迄今也有37年了，香港.澳門分別於一
九九七，一九九九年按照「一國兩制」
構想回歸。唯獨原本針對台灣提出的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非但未見任何
進展，反而在台灣當局刻意扭曲之下，
毫無進展， 設置層層關卡阻撓統一，令
關心兩岸前途發展者憂心忡忡。
台灣當局挖空心思製造阻撓兩岸「和
平統一」的關卡，以似是而非，無法自
圓其說的荒謬言論，欲達將台灣從祖國
分離出去的目的，其心昭然若揭，茲舉
數例如下：
（一）.自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
於一九九九.七月九日，在香港舉辦中國
和平統一研討會迄今已有20年，（當年
研討會由前立法院長梁肅戎與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唐樹備副會長共同主持）。
台灣出席的統派領導人有梁肅戎.許歷
農.郭俊次. 雷渝齊.張麟徵.耿榮水.王曉
波.朱高正.李家泉.毛鑄倫.廖天欣.王津
平.魏萼等知名人士。過去台灣當局以兩
岸差距過大為藉口，特別是生活水平方
面，然物換星移風水輪流轉，如今中國
大陸的人年均所得早已大大提高，大陸
這20多年來不論硬體或軟體建設，台灣
都無法比擬，四縱四橫的高速公路，鐵
路遠遠把台灣拋在後頭，就連以前台灣
沾沾自喜的外匯存底也已落後甚多，大
陸各大城市建設早已非昔日吳下阿蒙，
中國大陸的進步神速只要去過大陸的人
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當年鄧小平早
已慮及兩岸隔閡已久，生活方式，思想
觀念及社會制度，難免有所不同。為徹
底清除統一障礙，特提出「一國兩制」
的主張，讓台灣在「一國」的原則上，
一切維持現狀，不予改變，可謂設想週
全。台灣當局罔顧事實，不知道掌握和
統的時間點，任令時光飛逝，契機，先
機盡失，若因此而導致武統或「一國一
制」的後果，豈是台灣人民所樂見？！
（二）台灣當局說在「一國兩制」下
統一，「中華民國」的國號就不見了，
將影響台灣人民的感情，其實「中華民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文字的
函意上並無差異。「中華民國」的民當

然指的是人民，而其憲法第一條又明定
為「共和國」，故「中華民國」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無異，即使統一之後共
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有何妨。倘若
台灣多數人民認為不妥，中共當局也可
以同意兩邊皆拋棄原來的國號，簡稱
「中國」。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可見國
號問題不應該是兩岸和平統一的障礙。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台灣與大陸是血脈相連的，此可由
文化學術，精神信仰多方面得到印證，
不容少數別具用心的台獨份子恣意妄
為，巔倒是非，刻意扭曲。茲舉下例為
證：
（一）.台灣與大陸既同文.又同種，
同膚色，同血統，同語言，同文化。何
異之有。書同文，車同軌。自秦始皇一
統天下之後，過去蔣中正總統自1945.年
撤退來台，各級學校的國文，史地課本
及四書五經， 與大陸如出一轍，何異
之有。當然台灣地區在民進黨執政及李
登輝的刻意安排去中國化之後，似乎是
與中華文化漸行漸遠， 然2018.年底地
方選舉民進黨慘敗，可見台獨份子的倒
行逆施，不得人心，怨不得人。
（二）精神信仰方面更可見一斑，台
灣人民虔誠敬奉的武聖關公，來自中國
的內陸山西省，另外一尊廣受台灣人民
信奉的媽祖林媚娘來自福建省湄洲，由
此可見文化中心精神信仰均與祖國大陸
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三）. 台灣地區的百家姓，所有的
堂號均與大陸相同，如李姓堂號隴西
堂，陳姓人家是潁川堂，蔡姓人家是合
邑堂，周姓人家以武功周居多。每年清
明節舉行慎終追遠上山掃墓祭祖，中元
普渡祭拜祖先及孤魂野鬼，台灣與大陸
何異之有，此可為明證。
當年筆者的恩師雷渝齊博士曾與前立
委蔡同榮舉行統獨辯論，雷委員就以堂
號問題就教於蔡委員，如果蔡同榮敢將
蔡氏堂號改為諸羅山，或打狗，雷渝齊
便承認台獨有理，然蔡同榮委員深明大
義不敢冒然亂改蔡氏堂號。雖然蔡英文
當選總統之後，為討好獨派朋友，擅自
將其父蔡潔生的墓碑上的合邑堂改為東
港（屏東縣轄）。然台灣人民習俗上以
傳長男為主，蔡英文係三姨太所生，難
以讓台灣多數人民認同她的做法。徒貽

一 ，不 少 貧 窮 地 區 的 教 師 缺 員 達
40%，一班六七十人甚至七八十人的現
像常見，同時配套設備不足。全國2萬
鄉 鎮 ，需 要 加 強 的 小 學 初 中 有 十 幾 萬
所。需要增加的老師職員幾百萬人。
4.高中、中職: 高中是現代國民必須
具備的基礎教育，否則絕不可能成為現
代國家。必須把建立高中/中職免費義務
教育制度提到最優先的日程上。將高中
納入義務教育，是不可延誤的投資，否
則對不起幾千萬的及齡學生。
中職應當針對社會經濟的需要訓練具
有職業技能的學生，只三年就能產生一
批畢業生，十年便有八個年級的初、中
級技工畢業生。現在中國大部份中職的
質量很差，學生繳三年的學費，只上兩
年課，第三年打工，畢業後很難獲得所
學專業的工作，可謂大量誤人子弟，損
失人才。德國、日本、韓國等，都是以
注重職業教育而發展迅速。中國應當學
習，大力投資，紮紮實實辦好中職教
育。
5.大學：中國大學數量不夠，質量也
有待提高。據2019年英國泰晤士報的世
界大學排名，前100名大學中，中國大陸
只佔3個，和香港持平，跟歐美國家比
是瞠乎其後。而且中國最好的大學仍是
大學級 (college)，亟需大筆投資，包括
外 匯 投 資 ，引 進 外 國 優 秀 大 學 和 研 究
所。這是提高高等教育的捷徑。所謂三
年 制 大 專 也 是 交 三 年 學 費 ，只 上 課 兩
年，第三年號稱實習；又是誤人子弟。
6．補充義務教育：中國大陸
遲到二十一世紀才開始義務教育，大約
是2007年普及小學義務教育，幾年後普
及初中；高中全部不是義務教育。因此，
在貧困的城鄉，成年婦女幾乎全部是文
盲，男子大半只有小學水平；而義務教
育的初中生，由於經濟困難等原因，很
多是初中沒有畢業就出去打工。總計中
國十幾二十幾歲以上，因失學、輟學而
教育水平低的國民，數達幾億，亟有必
要增加一種補充義務教育的制度，給這
幾億的青、壯、老年人補充提供相當於
小學到高中各級的義務教育。這些人絕
大多數已經在工作，對他們提供補充教
育，對刺激經濟是立竿見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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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柄而已。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得知歷史上分久必
合的不變定律。台灣獨立論是站不住腳
的，合則兩利，執政當局能不慎呼？！
再 談「談統論獨掌握機先」 ：台灣
當局不論是國民黨執政或是民進黨執
政，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這兩個政黨
五十步笑百步，哥倆好，一對寶，本來
台灣掌握的談判籌碼在40年前，話語權
及實質軟硬，方方面面，台灣是處於優
勢的一方，無奈國民兩黨的主政者，掌
握權力的人，昏庸無能喪盡先機，害怕
擔心統一之後由中央變地方，從總統變
特首，出國搭乘的總統一號專機，降格
為地方特首座機，小鼻子.小眼睛，雞腸
鳥肚的思考方式置台灣人民的利益福祉
於不顧，兩黨（指國民黨，民進黨）龜
笑鱉無尾一樣無恥。設若當年馬英九到
新加坡會見習近平總書記時，能像筆者
20年前提出的：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建
議雙方坐下來談： （一）簽定海峽兩岸
軍事互信機制。 （二）簽定兩岸永久和
平協議書。 因為先簽定兩岸軍事互信機
制，雙方就可以推倒海峽中線無形的
（柏林）圍牆。雙方機艦均可直航，減
少成本支出，同時雙方更可以互換所謂
的國特，共諜。不僅符合國際人道主
義，更是重視人權的普世價值。進而贏
得雙方人民的喝彩和支持。馬英九不此
之圖，千里迢迢跑去新加坡和習近平合
照，卻徒手返台，錯失良機莫此為甚。
需知兩岸50.多年來的敵對狀態下，多少
的國特，和匪諜，家庭破碎，妻離子
散，骨肉分離，人間悲劇。是我們這一
代的不幸，諸如台灣的情報人員滯留大
陸有家歸不得，大陸的台灣子弟林義夫
（前國軍連長投奔祖國）.然他在大陸的
成就非凡，曾擔任中共央行總裁，世界
銀行副總裁，如此優秀的台灣子弟，清
明節欲返台掃墓祭祖，亦不可得。請問
我們自以為傲的民主，自由，人權。又
和共產黨何異？國民黨執政時尚且如
此，更遑論民進黨上台，豈非緣木求
魚？！「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
世名」，馬英九執政時可以行使總統職
權，特赦所謂的政治犯，卻痴心妄想要
做全民總統，原可撥亂反正，他卻偏偏
不做。如今喪失先機徒呼奈何？！ 順乎
天，應乎人。 先經濟，後政治。水到渠
成，歷史告訴我們分久必合，兩岸和平
統一是趨勢也是潮流，潮流一起萬夫莫
敵，莫之能御。
近20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已經有目共
睹，，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各項建設，不論軟硬體，或太空
科技，均遙遙領先台灣。吾人均知兩大
之間難為小的原理，在中，美兩大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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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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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次中美貿易戰, 拖的時間夠長，讓中國有足夠的時
間反省瞭解,看清一些原來沒有看到的事實，因此，中國雖
說吃了苦頭，但也受益匪淺。最大的收益就是認識到「厲害了，我的國」並不
是真的那麼厲害。
改革開放使中國變成一個暴發戶。心態上面就有了暴發戶的輕浮心裡而認不
清自己是張三李四了。
最近去了一次新疆，看到汽車連綿不斷的公路 ，看到幾十節車廂的火車在
戈壁草原中奔跑，心裡確實很感動，中國確實是站起來了。中國近年來的基礎
建設力道強大，可以說是有目共睹，但是並沒有把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原因
何在？
吳章銓先生本期的文章對中國未來經濟建設投資提出了一個新的方向，對於
「人」的投資可能比對基建硬體的投資更重要更能提升國力。
台灣的韓國瑜效應攪動了海峽兩岸的交流發展的一潭死水。連石磊先生認為
台灣的前途在中國大陸。任何阻撓兩岸交流的行動，只是延緩它的發生，並不
能阻止它最終的結果。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不論是因為中國的宣傳力度不夠，還是西方國
家，尤其是美國刻意的抵制，並沒有得到它應有的效果，Mr.Wordman認為作為
一個幫助全球化的未來構想，應該得到更公平的分析和期待。
劉羽明先生繼續從他獨特的角度分析中美博弈的必然性和因應之道。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㈥論㆗美博弈與道家思想
中美博弈與道家思想本來是風馬牛
不相及的事情，這裡的意思是：中美博
弈是關乎國家安危和世界未來的大事，
必須謹慎從之，而道家思想對中美博弈
的正確做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讓我們先來領略一下道家祖師的有
關說法。老子說："知其可為而為之，
知其不可為而不為，是為君子為與不為
之道。"這意思是說，每做一件事情都
要先知道應不應該做，按道家的思想就
是符不符合客觀規律。這在老子的下一
段話有更進一步的說明："知其可為而
不為，是為狷;知其不可為而強為之，
是為狂。"這段話的意思是做事不要拘
謹和張狂，要順乎自然。老子還有一句
話，也是最重要的："聖人之道，為而
不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的博奕之下，台灣當局應該明白「趴著
趴著才不會中槍的道理」。如若一昧的
以為親美友日，就可以保障台灣安全，
無異是飛蛾撲火，提油滅火，孵蟻憾樹
不自量力。更不符天體運行的規律，與
自取其辱自取滅亡又有何異？！職是之
故不論國民兩黨，那一個黨執政都一
樣，應該善加考慮所謂的「北平模式」
才是對台灣2300萬人民的身家性命財產
安全的最佳保障。歷史留名或是歷史上
民族的罪人，繫於一念之間，掌權者能
不慎呼？
執政者，掌權者，深思熟慮之後，
大膽西進讓青年學子赴陸深造，讓台灣
的農特產品以大陸為廣大的售貨腹地，
讓全民穫利何樂而不為，把國防，外交
讓祖國來承擔責任，我們不必再做凱子
外交，凱子軍武採購，那些錢移做學童
營養午餐，全民健保，何需大砍軍公教
的18趴，結果是把執政的民進黨打趴，
怎麼台灣的領導人頭殼都是「空骨
力」，笨到如此不堪。先把台灣人民的
肚子顧飽，俗話說的好，要顧佛祖先顧
巴肚。此正所謂的先經濟而後政治，和
平統一是時間的問題，時機成熟自然水
到渠成。 同根同源，手足情深。 中華
民族歷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海峽兩
岸追根朔源，同祖同宗，血濃於水，密
不可分。
茲再舉文化學術交流的共通點為
例，即足以為證，吾人所熟悉的歷史巨
著，封神榜，三國演義，西廂記，紅樓
夢等以及莊子，老子，墨子等的儒.
釋.道人生哲學，源遠流長，那一項不
是來自中原文化，台灣當局設置層層關
卡，意欲阻撓兩岸和平統一，真可謂司
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去中國化也好，去
蔣也罷，終將無法抗拒時代的潮流。由
是觀之，所謂的台灣文化離不開中國文
化。歷史上明末鄭氏父子趕走荷蘭人，
收復台灣，進行所謂的反清復明運動，
最終還是被清朝大一統。前車之鑑後事
之師，殷鑒不遠，台灣執政當局應審時
度勢，始為明智之舉。
連石磊，商工統一促進會主席
2005~2013，現任商工統一促進會榮譽
主席，中華保釣協會常務理事兼發言
人，經常主持電台及電視台的政論節
目。

Ancient Silk Road， Evolving OBOR (BRI) and Future Outcome (I)
The ancient Silk Road was started so long ago that we may say that it
represents a network of trade routes over time connecting the East (China) to
the West (mid-East and Europe) from 114 BCE to 1450s CE, referring to both
the terrestrial and the maritime routes connecting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with West Asia, East Africa and Southern Europe. The term Silk Road was
coined by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a German, as Seidenstraße and
Seidenstraßen ("the Silk Road(s)"). Richthofen made seven expeditions to
China from 1868 to 1872. The term Silk Route was also used in the 19th
century but it did not gain widespread acceptance in academia or in popularity.
One should note that the first book entitled The Silk Road was published by a
Swedish geographer Sven Hedin in 1938. The Silk Road was central to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to commerce between the Eurasian regions for many
centuries, but at least from 200 BCE, the trade (silk and spice) along the
seaway from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to Indochina was initiated and
continued through Tang, Song,Yuan and the Ming Dynasty. The famous
Zhenghe expedition in 1405-1433, seven voyages exploring around the world
with advanced ships covering Indian Ocean and Pacific Ocean were a
testament to the effort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interaction conducted by China
through seaway.
The land Silk Road began in the Han dynasty (207 BCE–220 CE) and was
expanded in the Central Asia around 114 BCE through the missions and
explorations of the well documented Chinese imperial envoy Zhang Qian. The
Chinese took great interest in the safety of their trade products and extended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o ensu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de route. Trade on the
roa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vilizations of China,
Korea, Japan, India, Iran, Afghanistan, Europe, the Horn of Africa and Arabia,
opening long-dista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civilizations. Because of the Silk Road, many other goods in addition to
Chinese silk were traded; more profoundly, interactions of culture, civilization,
religions, philosophies, and exchanges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even
transmission of diseases (such as plaque) and medicine were spread along and

296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Ifay Chang
expanded and by the Silk Road. The Chang'an-Tianshan corridor of the Silk
Road had been deservedly designated as a World Heritage Site by
UNESCO in June 2014.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lthough traceable
in limited recorded history but it was not well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by
scholars nor was well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in comparison to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 by Europeans (e.g. Famous Marco-polo story). The
proposal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OBOR or BRI,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 Ping, in 2013 at Kazakhstan
(September) and Indonesia (October) seemed to have not aroused much
attention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initially. As the OBOR plan was evolving
with expanded moder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ncient Silk Road attracted more recognition of the antiquated road
infrastructure on the land route and the limited maritime capability on the
sea lane. One can imagine with modernized infrastructure what impact
OBOR may bring. (*OBOR was described in an article,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World Development Program, OBOR, in the book, The Changing
Giants, The U.S. and China, pp. 186-190, 2017, ISBN 0977159450)
OBOR was a brilliant vision for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especially for
activating the land locked Central Asia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th today's advanced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the announcement of such a grand plan did not
immediately catch the world's attention was a surprise, in fact being ignored
by the West from America to Australia was unreasonable. The reason
OBOR didn't reach every person in every corner on Earth, perhaps, was due
partly to a lack of PR work by China, partly to China's not ready to
articulate the scope, depth, evolution path and future impact of a

◎劉羽明
"這是說，明白事理的人做事只要自已
做得好，而不是老想著要與人競爭，
這樣人家反而競爭不過他……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中美博弈。
按照道家的思想，首先，我們要認識
到中美博弈這是當今世界大國之間不
可避免的一對主要矛盾，也可以說是
人類社會的一種自然規律，因為沒有
矛盾競爭，就不會有發展進步。在這
一自然規律中，矛盾的雙方會向對立
面轉化，強者會變為弱者，原處於非
主異地位者，可以上升至主導地位。
所以說，中美博弈是符合客觀規律
的，是"知其可為而為之"，問題是如
何把它做好?
其次，按照道家約思想，要處理好
中美博弈的事情，就要順乎自然。也
就是說，既不要拘謹無為，即不要屈
服於外來的壓力，該做的事情要做，
該發展要發展，該伸張要伸張，不要
裹足不前，這就是"知其可為而不為，
是為狷"。更不要張揚，狂妄自大，講
那些妄自尊大的空話大話，這就是"知
其不可為而強為之，是為狂"。這是十
分重要的，即不要刺激對方山姆大叔
要保住自己霸主地位的敏感神經，要
知道山姆大叔仍擁有世界超強的軍事
力量，特別是在川普的任期內，若刺
激了他的神經，將會發生超乎常理的
事件，甚至是熱核戰爭，不但阻礙自
己的發展，還給世界帶來災難……
再其次，按照道家思想，在中美博
弈中，主要是做好自己國內的事情，
要堅持不稱霸的方針，不要與對方進
行惡性的競爭，反而要與對方加強友
好合作，互利共贏。這樣，使對方沒
有再發動如"貿易戰"之類損人不利已
的事的理由。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產
生的效果是不言而諭的，歷史將會作
出自已的選擇。這就是"以其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
世界融洽的過程是相當漫長的，在
這一歷史階段中充滿變數，甚至有發
生熱核戰爭的危險。"樹欲靜而風不止
"，為了避兔這一人類的災難，必須做
好兩手準備，要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
國防力量，以戰止戰，保衛世界和
平。
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謹慎從之，將
其稱作繼續韜光養晦也未嘗不可。在
本文和有關中美博弈的系列文章中，
筆者想引用《三國演義》中的一首
詩：
勉從虎穴暫棲身， 說破英雄驚煞
人;
巧借聞雷來掩飾， 隨機應變信如
神。
今天重溫這首詩，或許會有一些啟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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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minating idea and perhaps mostly due to the West media unwilling to
accept and comprehend such a grand proposal. After the financing bank for
supporting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IIB) proposal received
sufficient support in 2015, the OBOR program got its blood supply thus
gaining more self-confidence and kicked off with a new nam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The idea of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surfaced in the
Bo'ao Forum in April 2009. The frustration of getting World Bank to
finance Asia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needs triggered the thought to
make better use of Chinese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The AIIB initiative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 Ping on a state visit to
Indonesia in October 2013. Even though the proposal met cold reaction
from the U.S. and Japan, but it soon gained global endorsement and at its
inauguration in 2015, the AIIB had 17 members subscribed 50.1% of its
Authorized $100B Capital Stock. Jin Liqun was elected as its first
President of five-year term with the bank opening for business on January
16, 2016. Currently, AIIB has 87 State members including European and
Asian powers. (*The AIIB was described in an article, chronological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IIB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book,
Understanding the US and China, pp 65-69, 2016, ISBN: 0977159442.)
The U.S. has opposed China's BRI plan from its start taking an
allegedly-high-moral position that it may fail to stimul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financing organization
such as AIIB may not meet the high standards maintained by the existing
worl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ven worse accusation was claiming that China
purposely set debt traps by make easy money loans and reap bountiful
fruits as the debtor countries default. But as time passed by, more countries
came on-board BRI, the U.S. had changed her reasoning of opposing
China's BRI to a debatable strategy - targeting China as a threatening
competitor, destined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us any program accelerating
China's rise should be opposed. This hostile view is self perpetuating with
little objective analysis while BRI is gaining momentum and traction. The
facts and interpretations reviewed in part II may explain the hostile view
and help us to make a fair analysis to reach some conclusions.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