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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台以來，除了內政上加速
民眾打新冠疫苗、發救濟金避免社
會動蕩加劇，外交上就是竭盡全力
籌組"反中同盟"的統一戰線來圍堵
中國。5月11日，印度總理莫迪宣
布由於新冠疫情在印度全面失控，
決定婉拒英國的邀請，不參加6月
11日的擴大G7高峰會議，嚴重挫折
了拜登精心籌劃的反中統一戰線。
美國兩黨精英共同支持的反中同盟
幾個月來的運做，迄今是雷聲大雨
點小，將來也必定失敗，爲什麼？

難道只是天不助美國，還是美中
客觀實力的反映？

拜登4㈪28㈰國會演講說出了美

國面臨的問題

他開場就說美國正處於一個世紀
以來最嚴重的大流行病，大蕭條以
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自內戰以來
美國民主經歷過的最嚴重的攻擊。
美國的最大挑戰是與中國及其他國
家正在進行的主導21世紀的兢争。 
他誠實的指出美國的許多問题。

1. 基建、製造業與研發問题：他
說縱觀美國的歷史，政府主導的公
共投資和基礎設施改變了美國，它
創造了就業機會並完成橋樑、公
路、港口、鐵路網、航空網的現代

化。但是過去幾十年對基建的忽視
造成美國的全面落後，包括35%的
農村美國人仍然沒有與高速互聯網
連線。

美國的輸電網容易受到風暴、駭
客攻擊和災難性故障的影響，正如
我們在德克薩斯州和其他地方在冬
季風暴中看到的，非常悲慘的結
果。

風力渦輪機的葉片沒有理由不能
在匹茲堡而不是北京建造，美國工
人沒有理由不能在電動汽車和電池
生產方面領先世界。

幾 十 年 前 ， 美 國 曾 經 將 GDP的
2%用於研發。 今天，我們花費不
到1%。 如美國不改變將在主導未
來的產品和技術領域的兢爭中落
後，這些領域包括：先進的電池、
生物技術、計算機晶片和清潔能
源。 

2. 嚴重的貧富不均：美國今天的
最大問题是1%的最富有者占有了
75%的 社 會 总 资 产 ， 根 據 一 項 研
究，CEO們的年工資是普通工人的
320倍 。  而 許 多 人 每 週 工 作 40小
時，仍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2000萬美國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

在新冠大流行中失去了工作，與此
同時，美國大約650位億萬富翁的凈
資產增加了1萬億美元以上，它們現
在價值超過4萬億美元。

在這場大流行病期間，有200萬婦
女退出了勞動大軍，80 萬個家庭現
在仍在等待醫療補助，以便為他們
年邁的父母或殘疾的親人提供家庭
護理。

雖然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是其他
發達國家的两倍以上，但是壽命却
是中等水平，事實上，我們支付的
處方藥價格是世界上最高的，幾乎
是其他國家的三倍，而2750萬美國
人沒有醫療保險。

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55家
最大的公司去年有超過400億美元的
利潤，而所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
零。許多公司通過避稅天堂逃稅，
從瑞士到百慕達到開曼群島。他們
受益於稅收漏洞和扣減，允許外包
工作和將利潤轉移到海外。

華爾街沒有建設這個國家，是中
產階級建立了這個國家。

拜登的最大挑戰�

爲了解決這些問題，拜登提出了
雄心勃勃的美國就業計劃和美國家
庭計劃，這需要數以萬億的政府投
資，但是錢從那裡來？  20年的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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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 China Relations - Long Time Ago
China is an old country if not the oldest independent country never 

totally annihilated in history. China has nearly five thousand years of 
written or recorded history with 12 chronologically ordered dynasties even 
when she was invaded. China with her 'Chinese' people is very resilient in 
absorbing, adapting and molding their environment, both physical and 
social, into a culturally integrated society even when she was conquered 
several times in history. Most notably were the Mongolian and Manchurian 
invasions. Mongolians conquered nearly one third of the world. To the West 
all the way to the Central Europe crushing Hungary (battle of Mobi, 1241). 
The Great Khan died in December and the invasion halted, then resumed, 
and seized Baghdad, the Middle East in 1258. To the South, the Mongols 
invaded then divided China (Jin, West Hsia, South Soon and East Hsia) 
starting 1205 against West Hsia till defeating South Soon and establishing 
Yuan Dynasty (1276-1351). Some Chinese escaped to Tran Dynasty 
(Today's Vietnam) and helped them to resist the Yuan. Then Yuan was 
toppled by the uprising Chinese peasants mainly due to high taxation, four-
class system discriminating Han people. Eventually, the Mongols became 
one of the 56 minority races in China Today.

The U.S. is relatively a young country consisting of mainly immigrants 
from England, then Europe and Africa and Asia over the past five hundred 
years. The Western historians claimed that Columbus first came to America 
in 1492 and discovered the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about 1.5 million at 
that time). Today about 6.8 million native Indians (less than 2%, Chinese 
Americans about 4m) live among 350 million US population, However, 
there are increasing evidence showing that America might be found by 
Chinese earlier than by Columbus. The evidences are: (1) ancient Chinese 
map showing California coast line and sequoia tree leaves, (2) ancient 
Chinese artifacts discovered in N. America, (3) Chinese ancient language 
carvings found on old stones in the mountain states of the U.S., (4) giant 
stone anchors discovered at the California coast attributed to one being 
used by General Zhang He of Ming Dynasty who sailed around the world 
seven times in giant size ships (ten times as big as Columbus boats, 1405-
1433), (5) some evidence of similarity of DNA sequence linking American 
Indians and central mainland Chinese people (He Nan Province) and (6) the 
greeting language Native Americans used, How (Hao), sounds the same as 
the Chinese greeting language,  (Hao). The U.S. Library of Congress had 好

held a conference on this subject, 'Who first discovered America' (May 
16, 2005). So despite of the Columbus story, 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U.S. 
and long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great nations, the U.S. and China may 
be far more closely related than historians recognize.

We may safely suggest that the U.S.(America)-China relations may 
have started a long time ago than most people knew, in a very peaceful 
manner, no battles, no invasions, no colonies, and no wars. However, the 
events happening in the most recent century or so seem to lead the two 
nations to rival. Hindsight, one can compare the impact of the great 
voyages Christopher Columbus and Zheng He made and ask the question: 
Which kings started the colonialism and religious wars? The answer 
clearly is: not the Ming Emperor for sure!

History Prior-to WW I on U.S.-China Relation
Towards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turn of 20th century, the U.S. 

and China are like (metaphorically) a growing teenager and a sick old 
man. The U.S. was blessed with her vast productive farmland and rich 
natural resource, her economy was growing fast while the European 
powers were expanding their imperialism with wars. The expansion of 
colonialism in America, Africa and Asia was the solid proof. In 1823, the 
U.S. President Monroe delivered his famous speech warning the 
European Powers to stop their expansion and colonialism in America, 
known as the Monroe Doctrine. The U.S. foresaw the consequences of 
colonialism in South and North America, potentially a threat to the U.S. 
On the basis of her growing economical and military strength, the U.S. 
declared the Monroe Doctrine, but she was not absent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olonialism happening in Asia, specifically when the Great Britain 
along with other European Powers, including even the aggressive Asian 
island country Japan, began to carve out influence and control territories 
in China. In resisting colonial expansion in America, the U.S. eventually 
had a war with Spain over the incident of sinking the ship, Havana. (4-25-
1898). The U.S. won the Spanish War and forced Spain to sign the Paris 
Treaty (12-10-1898) relinquishing her colonial control over Cuba, Puerto 
Rico, the Philippine islands, Guam and other territories. Spain lost her 
colonial empire but the U.S. gained the control of the above named 

territories up to today, except Cuba and the Philippines, they became 
independent countries.

In 19th century, the Qing Dynasty was corrupt with weak 
emperors incompetent in foreign affairs, hence the history witnessed 
a rapid decay of her empire. The last two young emperors were 
essentially a puppet of Queen Ci Xi who actually ruled 47 years 
(1861-1908) before the collapse of Qing. The Qing dynasty faced 
revolutionary uprisings and lost several foreign wars, first Anglo-
Sino Opium War (1839-1842, Nanking Treaty, subsequently the U.S. 
and China signed the Wangxia Treaty), Second Opium War (1856-
1860, Tianjin Treaty, the U.S. and China signed in 1858), Eight 
Nations War (1900, the U.S. was one of the eight) and Sino-Japan 
War (1894-1895, Maguan Treaty, Taiwan was ceded to Japan), all 
unfair treaties granting foreign countries access to markets, ports, 
free duties, war reparations and ceding territories such as Hong 
Kong, Macau, Taiwan, etc.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ed by Sun Yat 
Sen eventually toppled the Qing Dynasty and establish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0-10-1911). The new Republic was still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foreign powers and the unequal treaties. For 
instance, in the Maguan Treaty, Japan not only demanded war 
reparation equivalent to seven years of Japanese annual national 
budget but also demanded Taiwan and Liaoning Peninsula (which 
was canceled because of the objection from Russia and Germany 
thinking Japan was too greedy and encroached their own interest in 
north China).

Russia and Japan had been at odds over their ambition of 
controlling China's Manchuria region (1899-1913), eventually Japan 
launched a surprise attack on Russian navy at port Arthur (This and 
the future Pearl Harbor surprise attack ought to be a lesson 
remembered about Japanese sneaky military strategy) triggered the 
Russo-Japan War (1904-1905). The Japanese navy gained advantage 
over Russian navy but at a heavy cost both in terms of casualty and 
military expense. Japan asked the U.S. (President Ted Roosevelt) to 
negotiate a peace treaty, known as Portsmouth Treaty (negotiation 
held in Portsmouth, New Hampshire, U.S.A.). The U.S. was very 
generous with China's property, essentially let Russia and Japan both 
have some control in north China. (History confirms that there is no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Every nation thinks for itself based on 
its military and economic strength. While the U.S. advocate the 
Monroe Dctrine to keep the colonial powers out of America, she did 
not mind at all in participating in colonial deals in Asia.

(To Be Continued in Part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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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各國的空軍㊝勢

解決南海問題，必須依託強有力
的軍事威懾力，周邊這幾個國家的
軍事實力雖然不咋地，但對缺乏航
空兵掩護的水面艦艇是巨大的威
脅，制空權爭奪就成為主要著力
點，中國在海南島駐紮了最新型的
殲11B、殲16多用途戰鬥機和一個
團的殲轟7A殲擊轟炸機，先進戰鬥
機的數量超過48架，獲得制空權當
然毫無問題。 但南海爭奪制空權中
最大的難點不在於周邊作戰能力的
高低，而是中國海空軍基地與南海
爭端區域的距離。

在以前，中國空軍戰鬥機受航程
限制，飛臨南沙5分鐘後就要返航，
現在的殲-11系列戰鬥機攜帶對空武
器載荷和5分鐘空戰燃料時極限作戰
半徑在1200~1400公里，從海南三亞
到達黃岩島868公里，殲-11系列戰
鬥機作戰半徑沒有問題，殲-11系列
戰鬥機從海南島出發可以覆蓋順化
以北的整個越南，但對靠近南沙的
胡志明市就鞭長莫及，從海南三亞
到達馬來西亞控制的中國島礁直線
距離超過1500 公里，戰鬥機只能飛
到馬來西亞控制的中國島礁附近就
不得不返航，這些航線還必須從越
南沿岸威脅之下穿越，如果要採取
安全航線到達馬來西亞本土則超過
2400公里。 

反觀南海諸島都在幾個國家陸基
航空兵作戰範圍以內，黃岩島距離
菲律賓海岸226公里，馬來西亞東馬
距離爭端海域不足300公里，越南胡
志明市距離南沙不足500公里，菲律
賓的空軍沒有第三代戰鬥機，只裝
備多種型號的教練攻擊機，殲-11系
列戰鬥機沒有用武之地，但是菲律
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設備完善，距
離南沙群島只有600多公里，一旦美

國依託克拉克基地干預就是最大的
潛在威脅。 克拉克基地配合美國
的空中加油力量，作戰範圍足以覆
蓋整個南海，從而阻斷航運，此
外，如果美國干預，新加坡的樟宜
基地也是出發之地，美國3-5天內
就 可 以 在 樟 宜 基 地 部 署 一 個 F-
15E戰鬥機中隊，1周內就可以部署
2個空軍聯隊，新加坡也擁有48架
F-16Dblock52+戰鬥機，很難保證其
不會在美國壓力下參戰。 

馬來西亞和越南都有相當數量的
先進戰鬥機，馬來西亞空軍的鞏科
達克基地距南沙不足800公里，部
署有11中隊的18架蘇-30MKM戰鬥
機，關丹基地距南沙也不到800公
里 ， 部 署 有 19中 隊 的 15架 米 格 -
29NUB戰鬥機，位於馬來半島西側
的北海基地雖然遠離南沙，但可以
轉場部署到婆羅洲，這些戰機制空
作戰半徑700一 1200公里之間，完
全可以滿足在南沙制空的需求。 
越南空軍的壽春機場和峴港機場的
13架蘇-30MK2V戰鬥機主要擔負海
南島方向國土防空任務，基本不是
駐海南島的海航對手，真正有威脅
的是平定省的富吉基地 940殲擊機
/訓 練 機 團 15架 蘇 -27SK/KUB/PU戰
鬥機和胡志明市邊和基地935殲擊
機團的10架蘇-30MK2V 戰鬥機，兩
個 基 地 分 別 距 離 南 沙 700公 里 和
900公里。  

航母艦隊㈲多強

南海紛爭是中國發展航母艦隊的
誘因之一，如果發動全面戰爭，中
國空軍掃蕩越南雷達站和機場，越
空軍只有40架米格-23M，29架米格
-29、11架蘇-27SK、24架蘇-30戰鬥
機和53架蘇-22戰鬥轟炸機，從裝
備看越南空軍是抵擋不了中國海空

軍的，但只是要奪取並堅守南沙島
礁， 至少需要6個航空兵團144架殲
-11戰鬥機和20架加油機才能在南沙
島礁上空維持4~6架飛機同時持續巡
邏，本來處於數量優勢反而處於被
對手集中優勢以多打少的狀態，要
想克服地理劣勢獲得南沙制空權，
航空兵必須前出南海南部區域，中
國擁有航母后，空中力量的壓倒性
優勢將更明顯，航母編隊以保持
20節航速機動時，24小時內可以移
動900公里，一天內從三亞機動到南
海中部，速度遠遠超過當今絕大多
數國家的偵察能力，因為缺乏預警
機，越軍陸基雷達網無法探測航母
艦隊動向，越軍部署在南沙群島的
雷達站也很容易被先期摧毀。 

如果要復南沙群島被佔島礁，南
沙被佔島礁雖然修築了防禦工事並
駐紮軍隊，但島礁面積很小無法形
成堅固防禦，佔領一個島礁只需出
動2或3艘登陸艦和花費數十分鐘到
幾小時的時間就可以達成作戰目
標，這時艦隊局限在一個狹小範圍
內幾個小時，是敵軍攻擊的最佳時
機，按照目前規模，越南一次能出
動機群不超過40架，同一時間段內
能飛赴南沙海域的不會超過10架，
為了保護登陸艦的安全，"遼寧'艦
就要在300公里範圍內維持4機編隊
和1架艦載預警機巡邏，監視指定
方向縱深600公里，寬700公里的空
域，越南海軍裝備有3架CASAC212-
400海 上 巡 邏 機 ， 偵 察 範 圍 700公
里，從金蘭灣基地起飛正好可以監
視中國海軍進入南沙群島的通道，
航母艦載預警機和戰鬥機能夠輕鬆
地發現和擊落越軍偵察機，使其喪
失態勢瞭解，越軍百余架戰鬥機也
就不具備有效的出海作戰能力。 　
　 "遼 寧 "艦 在 執 行 防 空 作 戰 任 務
時，航母飛行甲板待命的戰鬥機起

飛需要15分鐘，飛行到300公里需要
20分鐘，只需要35分鐘的時間應對
意外事件，而陸基戰鬥機從1000公
里外趕來起碼需要75分鐘，所以航
母在反應時間和戰鬥機需要數量會
優於陸基戰鬥機。 殲-15艦載戰鬥機
在滿油起飛時，可以在距離這個空
域執行2.4小時的空中巡邏，在距離
航母300公里處保持24小時都有一個
4機編隊巡邏的話需要出動40架次，
每架每日出動2次、出動率為80%時
共需要25架戰鬥機，剛好是遼寧號
航母運載的戰鬥機數量，在出動空
中加油機 2小時進行一次4噸空中加
油，可增加約2小時巡邏時間，可以
在距離距離航母300公里處執行4.6小
時的空中巡邏，保持全天巡邏4機編
隊 只 需 要 15架 戰 鬥 機 出 動 24架
次，越軍現有規模很難突破"遼寧
"艦4  架巡邏戰鬥機和4架甲板值班
戰鬥機的攔截。 

如果遼寧艦需要反擊，全部使用
195米長跑道起飛時，可以2小時內
連續出動2個攻擊波22架殲-15艦載
戰鬥機和2架電子干擾機，6架殲-
15擔任空戰護航，16架殲-15執行對
地攻擊，一次可向900-1000公里外
的目標投擲64枚500公斤炸彈或導
彈，按照出動率0.9，突防概率0.8，
炸彈命中概率0.5計算會命中23枚炸
彈，擺毀3~6個機場、指揮中心，雷
達站等目標，由於越南不具備對海
岸線100公里外低空目標預警跟蹤能
力，殲-15 艦載戰鬥機飛行100公里
只需要7-8分鐘，越軍戰機緊急起飛
攔截則需要5-15分鐘，因此越南完
全無法防禦，即便是有預警機的新
加坡也只是有半小時反應時間。  

遼寧艦執行反艦作戰時，22架殲-
15艦載戰鬥機一次可齊射132枚反艦
導彈，按照突防美軍有先進防空系
統艦艇編隊的0.2導彈命中概率計
算 ， 大 約 有 17枚 導 彈 能 夠 命 中 目
標，可以重創10~15艘軍艦，越南、
菲律賓、馬來西亞海軍擁有的都是

非常容易被摧毀的作戰艦艇，數
量有限，重創10~15艘軍艦已經全
部覆滅了，完全無法與航母戰鬥
群抗衡。 在「遼寧」艦之前，中
國軍隊對周邊國家只能發射巡航
導彈或使用潛艇進行攻擊，缺乏
靈 活 打 擊 和 控 制 事 態 升 級 的 能
力 ， 威 懾 力 不 夠 ， 有 了 航 母 之
後，一個航母編隊就足以起到巨
大的對敵威懾作用，兩艘航母就
足以改變海戰態勢，東南亞諸國
軍方承受極大軍事壓力，這一壓
力將轉變緩和衝突的政治壓力，
並傳遞給其國內決策層，從而促
使東南亞諸國轉變外交立場。 

現在各國的表現

南海仲裁鬧劇已經過去幾年，
仲裁檔已成廢紙，東盟各國則越
來 越 傾 向 於 與 中 國 討 論 南 海 問
題，對任何會引起中國憤怒的行
動都猶豫不決，東盟的各種官方
檔，尤其是主席國聲明與外交部
長聯合公報都不敢明確地將仲裁
字眼寫進公報內，菲律賓政府採
取親華親美的外交政策，菲律賓
希望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並通
過雙邊磋商機制良好解決南海的
問題，菲律賓政府還允許中國在
隆起海域進行科研活動。 

馬來西亞總理在2011年新加坡
香格裡拉對話會議上的演講被公
認為是最為親華的。 他談到了鄭
和下西洋與葡萄牙的軍事佔領的
比較，公開表示南海的問題應該
與中國談判。 馬來西亞積極發展
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中國
在南沙群島部署導彈系統、在南
沙起降轟炸機、在永暑礁舉行島
礁建設紀念碑儀式等等，越南也
不像以前那樣暴跳如雷了，只是
促請中國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採
取負責任的行動，不再進行軍事
化 活 動 ， 今 日 南 海 整 體 趨 向 穩
定，不是這些國家文明了，而是
真理就在航母打擊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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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和阿富汗戰爭使得美債共增加7萬
億美元，而應對新冠病毒兩年內又
增加7萬億美元。 美國不可能靠印美
元 來 解 決 內 部 問 題 ，所 以 必 須 對
1%的富人和跨國公司增稅。 這是合
理的，但是也將是決定他個人成敗
及美國國運的大挑戰！ 

所以拜登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
境！ 他很誠實的對習近平說"我們歡
迎競爭，我們並不尋求衝突"。 他還
告訴習主席，美國將像北約在歐洲
一樣，在太平洋地區保持強大的軍
事存在，這不是為了引發衝突，而
是為了防止衝突。 

美國的大戰略是爭取時間，一方
面 用 各 種 手 段 延 遲 中 國 的 發 展 速
度，同時內部做出必要的改革。

用人權和民主口號，用新疆、香
港問題糾集西方各國譴責、或制裁

中國都是騷擾，不可能產生任何長
期性的實質效果！

南海是世界最重要的海運通道之
一，10%的英、德、法的對外貿易
都需經過南海，所以三國也應美國
的鼓動派出軍艦遠出南海來宣示自
由航行，但也都有分寸知會中國不
進入爭議島礁12海裡之內。 

拜登原先寄望印度在重要製造領
域擔負起取代中國的角色，但是新
冠疫情在印度的失控，將拖累印度
經濟至少兩年，而兩年後所面對的
將是更加強大的中國和完全不同的
世界！

事實是美國的民主沒能滿足美國
人民最迫切的需要，必需改革，而
中國的榜樣給世界提供了一個不同
制度的選擇！ 和平兢爭才能帶給
人類更大的幸福！ 

真理就在航母的打擊威力之內
◎萬乘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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