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 318 太陽花學運，從遊行
群眾中有人舉著「支那畜滾出
去」的牌子，終于露出了狐狸尾
巴， 這根本不是什麼反服貿，也
不是什麼民主運動，而是一群由
日本勢力暗中培養的假皇民和小
日本走狗發動的臺獨活動，值得
我們警惕 !

各位還記得嗎，上個月，「公
投護臺灣聯盟」那些假皇民在臺
南公園拉倒孫中山銅像後，又接
著去向日本人八田與一銅像獻花
致敬 ，同樣是那一群假皇民，在
這次的太陽花活動中擔任著維安
和後勤支援的重要任務，可見太
陽花後面的太陽旗影子非常明顯 !

這些年來，臺獨思想年輕化的
趨勢愈來愈嚴重，李登輝和陳水
扁在教育上的去中國化影響巨
大， 上行下效之風漸漸流行，連
娛樂界都不例外，那位「海角七
號」的導演最近又拍了一部電影 
KANO，是日據時代，嘉義農校參
加日本中學棒球聯賽穫得亞軍的
故事，影片對日本教練以效忠天
皇神社的武士道精神來訓練球
員，大加讚揚，肉麻當有趣地對
他歌功頌德一番；影片對白，居
然百分之九十是日語，你不能不
對這位導演的哈日醜行拍案驚
奇。有位學者對故事作了一番考
證，發現嘉農棒球隊之所以取得
了好戰績，根本與那位鬼子教練
無關，而是應該歸功於一位靈魂
人物，投手吳明捷(影片中只露臉
不到十分鐘) ，因為他高超的投
球技巧，他後來還憑一身真本領
被聘請到日本職棒去發展，但他
終其一生都拒入日本籍也不用日
本名，表現了堂堂中華男子漢的
志氣，沒想到吳先生百年以後，
竟有人用他的故事去哈日，你說
他在地下躺得安逸不安逸？

冷眼旁觀這次太陽花造反，發

現幾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1. 小造反派的幾個頭頭，都是

蔡英文各地辦事處的員工，每月拿
兩萬多元薪資，全是職業學生；蔡
英文家族受日本人卵翼而發達是眾
所周知的事，太陽花與太陽旗的緊
密關係再次得到佐證。

2. 綠衛兵攻佔立法院和行政
院，毆打警察，顯得不可一世，但
當張安樂率眾也要進入立法院時， 
小頭頭們卻都變成了縮頭龜，嚇得
要求警察保護，小王八害怕狼爺
爺，被人一眼看出自巳的斤兩， 
真是貽笑大方，丟人現眼。

3.電視上看到，有一位落單的太
陽花運動的反對者在喊口號時，忽
然被三位黑衣大漢架走，一人挾脖
子，一人扣雙臂，一人抱雙腿，像
老鷹抓小雞，頓時消逝在螢光畫面
上，這幾個人動作的熟練精準決非
一般普通民眾。烏克蘭變局中有黑
水公司的傭兵參與，這次臺灣318 
事件有沒有日本山口組黑幫介入，
令人生疑！

4.這次所謂學運 , 他們反服貿
的真正訴求是「建立兩岸協議監督
機制」，說穿了就是要重新建立一
個由獨派認可的「陸委會」，堵住
兩岸進一步的政治經濟交流，從而
有機會加強日臺合作，完成他們做
皇民的春秋大夢。

綠衛兵退場後，聲稱運動將會遍
地開花，我們可以預期臺灣未來將
有很長一段動盪期，臺獨造反活動
會愈演愈烈，有一個小造反派頭頭
居然喊出「百分之八十五的臺灣人
不怕百分之十五的支那難民豬」口
號，公開煽動族群分裂，真是駭人
聽聞；筆者在此要向這個小倭仔喊
話，為了臺灣的安定，要趕快停止
這種挑釁，畢竟正港臺灣人中想當
皇民的並不多，現在臺灣的「中國
豬」雖然沒有揭竿起義的本事，但

～範湘濤～

劉寒雲：看了臺灣的民主亂象，大陸還要向臺灣學習嗎 ?我看還是
向新加波學習打屁股吧 !

關  宇：馬王政爭一文說的好！特別是關於柯建銘在立法院裡"你死
定了！"那段，柯真是十足的流氓，痞子加癟三！

方得玉：讀了馬王政爭一文、真是快樂。在罵笑幽默中看透台灣的
民主。政治在臺灣不是管理眾人之事、而是大家一起來鬧事之事。
法、理、情的次序可以隨便按放、看需要來決定先後。需要的決定權
在少數會叫會罵投机政客手中。

剛剛聽完新加坡李顯龍總理的2013年國慶大會上的演講、想想今日
臺灣、真定是叫人心痛。但願臺灣不會變成如四流國家的菲列賓。

陳大安：張一飛先生評馬立誠在鳳凰台的談話深得我心，所舉六點
針針見血，只是結尾時把對方說成是"怕是菩薩心腸想法太幼稚了。"  
依在下看來，有些媚日派就是披著忠恕之道的外衣在進行其見不得人
的勾當，並不能因為此人在那裡做事就算打了預防針。

馬先生這種人多了，你想日本還有道歉的一天嗎？  
當然你我不能一昧夢想日本有一天會幡然悔改，我願意在這裡再呼

籲一次：讓我們發揮一己之力，從今日起拒買日貨。
David Chen：這些天台北政壇的亂象已到瘋狂地步，那些魔頭（包

括姓馬的在內）的嘴臉醜陋噁心之極。我已打算拒聽拒看，免得血壓
飆高。

周固猷：一個扳不倒罪犯的體制，一顆老樹盤根的集團，一群是非
混淆、黑白不分、喪失理智、意識形態錯亂的 90.8% 省民，真是為這
類正種悲哀，但是如果全社會上超過 90% 的人，都是如此，夫復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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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基百科琉球歷史：
1873年，日本兵臨琉球，廢除國王，另立國主。
1879  (US ex-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 訪日)，日本正式宣

布兼併琉球群島，並命名為沖繩。
至于艾美，他應向印鐵林學習，補足歷史真相才是正道。否則以傲

慢駡街，不實指控的文字批評＂美利堅！美離間？＂一文，有辱中美

論壇宗旨及讀者。

‧韓祖武

回覆讀者投書

Michelle Obama is an accomplished woman of her own. The 
fact she is the First Lady certainly adds a halo to her head but being 
the 'first' black First Lady living in the white house with her own 
accomplishments simply makes her a very unique 'first' First Lady 
occupying a spot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ly, 
Michelle Obama making an unusual trip to China on her own as the 
US First Lady with her two daughters, Malia and Sasha, and her 
mom, Marian, but without her husband, President Obama, marked a 
significant diplomatic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trip to China shall be far reaching simply 
because of her stature and her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uture. Though partly eclipsed by the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of 
Malaysia airline M370, the US mainstream media kept a low profile 
reporting of Michelle's China trip; however, from a broad 
observation in the organic media, I believe, Michelle's China trip 
has a long-term positive effect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hich 
will be borne out by history.

Michelle La Vaughn Robinson was born on January 17, 
1964 in Chicago, right after President Lyndon Johnson 
declared war on poverty and right before the Beatles'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appeared as the #1 song in the U.S., a 
dynamic era of the US history.  Ironically, 1964 was the year 
that the US House Representatives accepted the Civil Rights 
Act. A landmark legislation outlawed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 Although there 
was som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birth and early 
childhood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Michelle was born an American in an era of African-
American Civil Movement. Michelle's father was a black labor 
worker and her mom a black secretary; her mom raised her and 
her brother with keen emphasis on education. Michelle had 
been a gifted student, graduated a Salutatorian from Whitney 
M. Young high school in Chicago in 1981 and received B.A. 
Sociology from Princeton in 1985 and later received law 
degree from Harvard in 1988. Not a single US First Lady ever 
had her academic distinction.

Michelle graduated while Barack entered Harvard Law 
school in 1988, hence she did not meet Barack in Harvard. It 
was at the law firm Sidney Austin in Chicago, Michelle first 
met Barack, an intern at that time, and she served as his 
advisor. Obviously Barack recognized a smart lady and 

pursued her. Dating a boss and a Harvard alumnus took 
courage, the fact they got married in 1992 added a romantic 
twist to the Obama American Dream. Since their marriage, 
Michelle has been a great help in Barack's career, as a loving 
wife, a serious mother of two daughters, and an effective 
campaign supporter for her husband's bid for the US Senate 
position and later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M i c h e l l e  i s  n o t  a  p r e t t y  w o m a n b u t  t h e n  h e r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s o n h e r o w n a c a d e m i c a l l y a n d 
professionally as well as a successful person in terms of a 
model wife and mother, gave her a great personal confidence 
to be the First Lad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showed in her 
trip to China.

Fourteen First Ladies have visited China in the past. 
Often the First Ladies' agenda were part of the foreign 
diploma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wo main doctrines that 
have been consistently on the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ar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righteously advoca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but often failed to recognize that democracy is 
only a method of reaching decisions but not ideology of 
itself and human rights are rights bestowed by the law or 
constitution with i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For instance, 
supporting Dalai Lama's religious right (monk superiority) 
in Tibet amounts to child abuse and human slavery, whereas 
the PRC constitution prohibits religious supremacy.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only enacted the civil rights 
act in 1964, a merely 50 years ago and democracy as one 
person one vote was only granted to women in 1920, less 
than 100 years ago, why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be so 
righteous in view of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The Chinese started their revolution for establishing a 
republic only 100 years ago (1911); the revolution is still yet 
to complete due to many foreign interventions and 
invasions. Many US First Ladies, including the most recent 
Hillary Clinton and Laura Bush, have actively criticized 
China's record on preserving human rights. Howeve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do not equate to ideology. 
Ideology in a plain language is really a civil dream,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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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hope to realize. American Dream and Chinese Dream, not 
so different, are what we should advocate, rather than a particular 
form of government.  Mrs. Obama on her China trip stayed 
focused 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was right on. Only education can 
help citizens understand human rights and practice of democracy. 
Only education can help citizens realize their civil dream. In 
today's Internet world, there is more chance now than ever for 
education to reach everyone if we only place the emphasis on 
education.

Michelle and Barack Obama are products of American 
Dream. Educa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ir lives. So 
Michelle understands the power and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to a 
family and to a country. She emphasizes education and obviously 
so in bringing up her own children. She shares in her speech the 
story of how she overcomes obstacles in setting high educational 
goals. Her visit to China garnered a billion web page views. This 
impact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immediate but also 
has a long-term effect. Currently, there is only 20,000 Americ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10 times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that number must increase for Americans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nd their dream.  

In the past, China has no role for a Chinese First Lady, but 
Peng Liyuan has become the 'first' real Chinese First Lady just like 
Michelle has become the 'first' black First Lady. As an 
accomplished singer in China, Liyuan is well known. Ever since 
her husband, Xi jinping, became the President, she had 
comfortably ascended to the role of Chinese First Lady. Liyuan 
travels with her husband to foreign countries. She promotes rural 
education and campaigns against tuberculosis for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he even has won a place on Vanity Fair's 
international best-dressed list in 2013. Her meeting with Michelle 
made a number of 'firsts' which will have many followers to come.
Michelle and Liyuan, both in their early fifties, have a long bright 
future ahead of them not only in their own countries but also on the 
world stage. Their common interests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will 
most likely bring their path to cross in the near future. The 
bonding they made over this China visit is not only personal but is 
also inter-national between millions of Americans and Chinese 
going down in history like the Great Wall Michelle visited.  

烏克蘭事件發生後，許多人談
論，到底它對中國有什麼影響。有
評論說，這對中國不利。對於這種
相當不具政治常識的評論，我們且
不必理會。還有評論說，即使美國
需要分出精力照顧在西北歐跟俄國
對立的情況，它仍然不會放棄重返
亞洲的大戰略，因為美國的戰略家
知道，它未來的主要對手是日漸強
大的中國，而不是僅靠核武器恫嚇
與靠能源勒索的俄國。這種言論的
代表應當是倫敦《金融時報》中文
版的一篇評論，即鄧律文寫的“將
到來的美中衝突”。

他是這麼說的：“美國是個戰略
大師。儘管受制于兩黨政治和競選
壓力，有時明知不對也不得不如
此，但在關乎誰是美國未來的對手
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美國決策
者和他們的智囊肯定會三思。當輿
論普遍預測美國這回會把矛頭對準
俄羅斯時，一些學者就警告美國不
要把中國撇開。例如，美國芝加哥
大學政治學教授、國際關係和地緣
政治領域的著名鷹派學者米爾斯海
默，就在《紐約時報》上刊文，指
出美國不應在烏克蘭問題上浪費精
力與俄羅斯周旋，“因為美國需要
莫斯科來幫助處理伊朗、阿富汗問
題，並最終遏制中國——這個美國
未來唯一的對手”。

他還指出，“美國手頭還有兩張
“王牌”，一是利用中國處于社會
大轉變時期矛盾多發，民眾和執政
黨衝突和對抗加劇的現實，以民主
為武器，推行顏色革命；二是利用
美國在全球貿易規則上的控制權，
阻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美國在
世界貿易領域的三大談判中，都掌
握著控制權。它們分別是跨大西洋
談判、12國參加的《跨太平洋戰略
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
以及20多個國家旨在重定全球服務
貿易規則的談判。目前中國在這三
大貿易談判中都被排除在外。中國
經濟轉型升級要順利，就必須從以
製造業為主轉向以製造和服務雙為
主，但中國未來若不能進入服貿談
判領域，經濟轉型就很難成功，這
將會使中國經濟陷入嚴重困境，並
引發社會問題，最終導致總體性危
機的爆發。中國的崛起也將只是曇
花一現。”

鄧也提出了一些證據，如：就在
烏克蘭事件仍在熱炒的時候，美國
發動了好幾項針對中國的行動，包
括拜登在白宮接見香港民主黨的代
表；國防部長哈格爾在日本發表的
對中國極不友好的親日言論；主管
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在國
會聽證會上支持菲律賓南海立場的

證詞等。

沒錯。在奧巴馬到亞洲訪問之
前，他的外交與國防的先頭部隊的
確發出了許多不利于中國的言論。
可是，這應當視為理所當然。難道
有人真的認為美國在這種時刻會示
弱？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即使在戰
場上撤退的士兵也會回頭猛吼幾聲
吧，何況正需要替盟友壯膽的美國
呢？

按照博弈論的說法，當我們有
A，B， C三個競爭對手，A比B強，
B比C強的時候，如果不存在特殊情
況，則B會設法跟C結盟，以期合力
對付A。而A呢，為了逐個擊破，會
設法拉攏B或者C。當然，如果A特
別強，那麼B或者C也會與A聯合，
摧毀另一個較弱的對手，但是那是
錯誤的做法，因為一旦沒有了第三
者，A就會輕易把僅存的對手消滅
掉。它們競爭的目的是什麼呢？目
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相對地位。我們
不得不說，這裏就存在了西方意識
形態中最根本的誤區了。老子說，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這不是西方的詞彙。

在經濟領域的競爭，我們看到的
是第一大經濟體美國，為了恐怕被
中國追上，如上面鄧文所述，正企
圖聯合第三經濟體日本和其他亞洲
國家建立TPP，並且要與20個國家
重定全球服務貿易規則談判，而兩
者都沒有邀請中國參加。（此處是
A與C結盟，聯合對付將會取得第一
的B）

在軍事領域，美國是超強A，中
國與俄國應算是B和C，也都是核武
器大國。若無其他因素，照理應當
是B與C聯合起來抵制A（正是目前
的情況）。而A的算盤應當是逐個
擊破，先穩住B或者C，專心對付另
一個。

由於中國經濟強勁，GDP可能在
十年左右超過美國，並且軍事力量
增長的速度也非常快，所以美國的
確是應當先設法穩住俄國，專心對
付中國。實際上，在擺脫了中東的
泥沼之後，它的確想這麼做，即重
返亞洲，只不過有的時候事與願違
罷了。

美國擁有兩個龐大的同盟體系，
在亞洲是同日本、韓國、澳洲、菲
律賓、新加坡等國的聯防協定；在
歐洲它有北約。老實說，世界上沒
有國家比它更應當有安全感。也就
是說，它沒有必要去改善它在世界
上的相對地位。遺憾的是，就像有
錢人總擔心別人要動他錢袋的腦筋
而處處設防一樣，美國在冷戰勝利

再談　　　　　三國博弈

 State Visit of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to China – 'First' Comment

簞食壺漿的能力還是有的，當他們
被逼到死胡同裏，他們會做出該做
的選擇，克裏米亞就是非常明顯的
例子。

說到最後，能否制止日寇背後支
持的臺獨運動，老共才是真正的操
盤手。兩岸統一是政治問題， 沒
有「政治掛帥」是辦不到的，老共
也 用不著在表面上文攻武嚇，只
要暗中支持一下臺灣的統派勢力就
行了。筆者偶而去臺灣，看到臺灣
統派朋友的孤立無援，真的是不勝
唏噓，深深感到老共的對臺政策非
常值得檢討。老共自以為對臺灣
「讓利」是有效的統戰法寶，但讓
利讓錯了對象，會變成竹簍打水一
場空，老共 沒料到有些受惠臺商
吃裏扒外，賺了大陸的錢還大搖大
擺地支持臺獨 (消息來源自臺灣某
雜誌一篇對獨派臺商的專題報
導)。如果今後老共對某些臺商不
聽其言觀其行，一味對他們讓利，
只會更增長臺獨的氣焰。老共還需
要學學日本鬼子，在臺灣花點小錢
養一些職業學生 (每月兩萬多臺幣
不算貴，比飛彈便宜太多了)，每
逢大小遊行可以幫統派撐撐場面。
最重要的是不要讓臺灣的統派團體
心灰意冷，對他們要實實在在的支
持，大大方方的讓利，錢要花到在
該花的地方，統派有了錢有了人，
才能夠在島內為和平統一造勢！如
果老共不敢政治掛帥 , 還要對臺
獨背後的日本勢力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 , 則終有一天會弄到不可收拾
的局面 !

和平統一本來就是老共默認臺灣
暫時不統不獨的一塊摭羞布 , 如
果臺獨份子膽敢將老共的摭羞布扯

掉 , 老羞成怒之下,中共必將祭出
「反分裂法」大旗 , 那將是一個
什麼樣的悲慘場面 , 太陽花的小

臺獨們要好好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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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手無回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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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一定碰到過下棋沒品的人，輕者破壞氛圍口出穢言，重者堅持要拿回棋子重下，更惡劣者則乾脆掀翻棋盤不承認結局要求重新來過，而

最可笑的莫過於中盤之後鼓動觀棋者要求變更弈棋規則並限制對方不可以飛象保帥否則不玩了。
一直拿民主做為保護傘的台灣，卻總是有那麼一撮人打著民主破壞民主。美國總統歐巴馬是民選的黑人總統，縱使有一些白人對顏色非常不

爽，但絕大多數的白人都會尊重民主體制，不會找盡藉口要求他下臺。富人加稅、歐氏健保都對多數的中產階級以上者不利，可是他的政策仍然
得以推行，反對黨沒有理由藉機發動抗爭橫加阻撓。因為大家在民主機制下必須尊重民選總統施政的理念。

美牛到底有多毒，但美國人照吃。美國的水電瓦斯汽油年年上漲，從來沒聽人抱怨那是因為歐巴馬政府無能。美國現在又決定要新建核能電
廠，也不見有人指責那是歐巴馬的殘害家園。美國華盛頓州泥石流造成數十人傷亡，沒有人抱怨那是歐巴馬救災不力。歐巴馬拼錯了一個「尊
敬」，也沒有把他用顯微鏡來檢視他的不「尊敬」。美國那麼多世界排名的大學學生更不可能荒謬的自稱要代表人民來指揮總統，而名校的教授
莫不專研於自己的領域。

政黨輪替本來就是民主機制的一部分，選輸的就不要不甘心。在野的應該要衷心檢討的是自己為甚麼讓人民不放心賦予執政權，而不是藉機扭
曲是非鼓動學潮製造動亂破壞憲政。如果還要執迷不悟的繼續去操弄地域情節，只會讓人民覺得是一個永遠不理智、不成熟的政黨！政客們不要
低估人民的智慧，選舉前的花招有可能會玩火自焚！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之後仍然沒有安全感，因此犯了
一個巨大的戰略錯誤。《紐約時
報》的專欄作家湯姆斯·佛裏曼最
近在專欄中提到他于1998年訪問
喬治·肯南時肯南說的一段話。當
然，我們知道，肯南是二次戰後
美國最杰出的戰略家，他提出對
蘇聯的圍堵政策基本上決定了戰
後的冷戰基調。當時美國參議院
批准了擴大北約組織，引進原社
會主義陣營國家的決議。肯南
說：“我認為這是新冷戰的開

始…K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劇性的錯

誤…K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誰也

沒有威脅到誰…K”可惜的是，新
保守主義者的戰略構想是要使美
國 處 於 “ 絕 對 優 勢 ”
（predominance），為此他們要
強化北約，把波蘭、匈牙利、保
加利亞和波羅的海三小國等都拉
進歐盟和北約，同時把反導彈基
地一個個地圍著俄國建。這就惹
怒了普京，等到烏克蘭也要加入
歐盟的時候，他就反擊了。這一
反擊就把美國的戰略規劃給打亂
了。

美國是不是如上面鄧文所說，

仍然想把重點放在重返亞洲呢？當
然想。可是，做得到嗎？根據多方
面報導，在基輔的示威群眾中夾雜
著許多美國黑水公司的僱傭軍，並
且有不同派別的新納粹主義者
（《紐約時報》報導，其中一派
National Section的領袖被目前的
臨時行政當局槍殺）在示威活動中
行使暴力。現在，當烏克蘭東部俄
語區的三個城市發生親俄示威活動
的時候，這些右派分子也向東部集
結。如果他們去鎮壓親俄群眾，那
麼沿著烏克蘭邊境部署的四萬俄軍
會不會採取行動呢？還有，普京寫

信給俄國供油的十八個歐洲國家，
請它們解決烏克蘭拖欠了俄國
160億美元的油錢問題。至少我們
從外邊看，烏克蘭的問題不會在短
期內解決。

 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奧巴馬
去亞洲之前，他的先遣部隊必需作
出強硬的姿態，但是，這多半不能
持久。按照博弈論，強國A不願意
兩面樹敵，它會設法穩住其中之
一，而專心對付另一個。現在它必
需對付普京。普京雖然國家已經不
強，但是他本人卻是個擁有核武器
的強人。（b.h.shui@gmail.com）

讓小倭獨來當總統，讓黑衫軍們來主政

讓立法院關門大吉，讓行政院貼條被封

讓民進黨回家睡覺，讓國民黨下台鞠躬

讓王金平掃地看門，讓蔡英文當傳聲筒

讓學生們批準立法，讓選舉由學生認同

讓學生們在前攻城，讓政客們在後操縱

讓一切取決於街頭，讓暴力來引導民眾

這就是愛台太陽花，這就是黑衛兵運動

這就是泰國式民主，這就是埃及式政爭

這就是國泰的前兆，這就是未來的昌隆

國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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