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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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者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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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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Japan's Prime Minister Abe's December 26, 2013, visit to the 
Yukusuni Shrine, where he paid homage to deceased Japanese Imperial 
soldiers, including more than 1000 Japanese WWII war criminals, he 
has received world-wide criticism. In a rare instance of public 
opposition, even s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ly criticized Abe's 
inflammatory actions. And understandably, the fiercest rebukes have 
come, from China and South Korea, the two countries that suffered 
most severely from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war atrocities.  To 
international onlookers, Abe's worship of war criminals symbolizes his 
unrepentant view of Japan's WWII crimes, and his ambition to revive 
Japan's nationalism and military strength.
　What are Abe's ambitions? And given these ambitions, what are 
his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the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East Asian region, particularly on the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Japan desires to release itself from the constraints on its 
military imposed primarily b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WII.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written by the United States for Japan, 
controls the revival of Japanese militarism, and limits its use of 
troops overseas, and its right to declare war, among other 
constraints.  Abe, in his first year of administration, has openly 
stated his goal of changing the constitution to become a “normal 
country,” Second, Japan has sought to “nationalize” Chinese Diao 
Yu Islands, thus increasing tensions with China. These disputes 
have been set aside and idled for years, but have been revived due 
to the aggressive actions and strategic efforts to encircle China 
diplomatically. From a military perspective, Japan has stationed 

land-to-sea missiles on two small islands, chocking the Chinese 
navy's most convenient, if not only, gateway to the Pacific 
Ocean. Indeed, Abe, in a UN speech in 2013, said that Japan's 
major contribution in the future to the peace of world would be 
to check China 's expansion, an unusually direct and 
undiplomatic remark. On another occasion, he said that Japan's 
revival of its strong past has just begun.
　 Why has Japan's Prime Minister Abe been so blunt in his 
provocations towards China, and so openly willing to inciting 
anti-Japanese reactions among the Chinese? Abe wants to 
instigate a serious conflict—even a war with China—with the 
confidence that he could draw the United States to Japan's 
assistance through its U.S-Japan alliance. Such a conflict would 
also justify its own military revival. And winning such a 
conflict with U.S. support would allow Japan to regain East 
Asian regional power. The rationale for these actions must be a 
logical belief that confronting China in a conflict would b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weakness of this 
strategy lies in Japan's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
　 Two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East Asia ar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2)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ing its stro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region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s predominant position there, to be able 
to face down any new power challenging this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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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taining these two conditions could bethe basi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nd diplomatic policy. They are rooted in American 
idealism and for economic interest as from its founding fathers and as 
from its superpow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in which international 
power politics is still a cold reality.   Since end of Vietnam War, East 
Asia has been in peace and almost all the countries and areas of the 
region, such as China, Taiwan, Hong Kong, South Korea, Singapore, 
Japan, Vietnam, etc. have enjoy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so has benefited enormously in financial investments, 
business out-resourcing, etc.  The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residents Obama and Xi, in early 2013 held a special summit 
in Sunnyland, California to reach an agreement for their new-type 
large countries relationship; this relationship, primarily, is to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of East Asia.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is 
agreement maintains the status quo in East Asia, and furthers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benefits from 
regional stability and continued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China, the 
agreement helps it progress gradually towards its goal of fur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becoming a more modern country, and 
solving its serious problems of corruption, social ine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parallel in their 
basic interests in the West Pacific. President Obama's “rebalancing” 
policy, in which more military forces are to be shifted to the region, is 
simply to strengthen the status quo, not to disturb it.  Abe's strategy 
for Japan's ambition, however, seems to be designed to take advantage 
of overthrowing status quo of the region.  

色字當頭
洛杉磯快艇籃球隊老闆史特林先

生,對他的女朋友在自己的社交網頁
上讚揚幾位黑人球星,並邀請他們來
快艇球賽看球,嫉火中燒,講了幾句
不滿黑人的氣話,沒想到氣話被錄了
音,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發展成他
歧視黑人的重大新聞,NBA執行長，
在輿論和黑人球員的巨大壓力下，
對史先生發出極其重大的懲罰：罰
款 兩 百 五 十 萬 ， 終 身 禁 止 參 加
NBA活動，強迫史先生出售其球
隊。

筆者仔細地聽了那段錄音對話好
幾遍，覺得那其實是史先生無可奈
何的幾句氣話，根本算不上歧視；
我們中國，四川人被叫做耗子，貴
州人被叫做苗子，湖南人被叫做騾
子，台灣的外省人被叫做支那豬，
我們不都能相安無事，一笑置之，
為什麼史先生無關痛癢的幾句氣
話，卻為他帶來這麼大的打擊，引
起筆者以下的聯想：

史先生在一九七六年以一千九百
萬買下快艇隊，現在市值十億以
上，三十多年，增值五十多倍，
NBA球員百分之九十都是黑人，可
以說史先生靠黑人賺了大錢，如今
對「財神」不敬，難怪會引起黑人
大眾的不滿和抗議。

美國的黑人從奴隸身份，經過長
期爭取民權的過程，如今更出現了
奧巴馬這位總統，形勢比人強，白
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不能不有所顧
慮和收歛。

史先生被他的女朋友出賣，遭到
這次的被社會群體圍攻，弄到身敗
名裂；再看看大陸的許多貪官落
馬，也是被二奶走漏信息才遭到逮
捕，色字頭上一把刀，你不能不信
邪！

自討沒趣
習近平主席剛剛訪問歐洲回來，

日本的安倍晉三跟著就依樣葫蘆一
番，小鬼子的目的是想見縫插針，
離間歐洲和中國的關係，他除了提
出和歐盟共同研發新武器建議外，
更向法國提出要求他們不要賣武器
給中國。可想而知，小鬼子對訪歐
的結果一定很失望，同樣的元首級
訪問，習主席和安倍受到的接待禮
儀有著極顯明的差別，連日本自己
的媒體都覺察得出來，哀嘆連連。

德國是歐盟體內對華貿易最多的
國家，中德雙邊貿易數字之大遠非
德日貿易所能及，法國為了想擴大
對華貿易，更是使出吃奶的力氣想
討好中國，法國的化妝品離不開中
國大媽，法國的紅酒更離不開中國
土豪，當然，法國的新型武器更不
能沒有中國軍隊這個大買家；安倍
不識時務，不知道什麼是形勢比人
強，最後的結果當然是自討沒趣。

文火煮蛙
臺灣從太陽花造反以來，又上演

了攻佔警察局和反核等閙劇，背後
多少都有逢中必反的因素在作祟。
老臺獨經過幾十年努力，雖然培養
出 來 一 批 小 臺 獨 ， 但 前 途 是 無
「亮」的。軍事上，老美絕不會為
臺獨和中國大動干戈，經濟上，臺
灣離不開中國大陸，文化上，臺灣
與中國更不能分離，這就是中國政
府為什麼能夠老神在在，對小臺獨
閙事可以處變不驚的原因；上期彭
文逸大作用文火煮蛙來形容老共對
臺獨的策略，非常恰當，形勢比人
強，小臺獨娃蛙，除了意淫之外，
今後能有什麼出路呢？

社務委員：劉 冰 張紹遷 周友道 傅建烈 水秉和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張文基 范湘濤 兼社長

Tieh-lin Yin, Ph.D.
Institute of Sino Strategic Studies (IS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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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Ambition is against the US Strategic Interests

~水秉和~

從形勢比人強說起從形勢比人強說起
～范湘濤～

雖苦但很愉快，如今台灣像是在
走下坡路，尤其近幾個月每天的
台灣新聞都是負面的。台灣的亂
像使許多愛台灣的人痛心，想想
這又怎能不讓馬老太太難過得胃
出血呢﹖一個走向民主進步的台
灣，經過二十年李陳政權，處心
積慮地挑撥省籍情結，洗腦青幼
年，歇斯底裡的貪污，以飽私
囊。馬英九以清廉得到全台灣絕
大多數選民的支持而當選并連
任，他變了嗎﹖他貪了嗎﹖他賣
國了嗎﹖很可笑的是他的政敵搗
他的亂，破壞法治功能，利用暴
民癱瘓立法和行政機構，鼓動媒
體發表謬論，'廉不能治國'，'忍讓
就是無能'，這還是道理嗎﹖如果
台灣一定要一個奸貪的人來治
理，那說明台灣的社會和人民是
爛透了。是這樣的嗎﹖台灣真要
一個用軍隊鎮壓暴民，用殺手刺
殺政敵或假殺自己的統治者才行
嗎﹖不是吧﹗

夜已深想到母親節將至感觸良
多，默默地祈禱請馬老太太和先
母在天之靈保祐英九繼續堅持，
維穩，讓台灣人民有一個喘息的
機會，反省一下，也請全台灣的
媽媽們在母親節問問妳們的子
女 ， 是 不 是 '孝 '和 '廉 '都 無 用
了﹖﹗﹖﹗

秦厚修女士是湖南寧鄉人秉具
湘女能幹重情相夫教子之品德。 
她與我先母(丑志琦女士)和另外
三位女士陳李趙阿姨們并稱台北
五女俠。她們都是湖南長沙周南
女子中學的同學。秦阿姨和她的
女 俠 好 友 都 是 抗 日 時 代 的 女 青
年 ， 隨 著 丈 夫 ， 政 府 ， 奔 波 流
徙，最后到了台灣。中國的革命
建國不像美國，頭一百年美國沒
有外患，順利擴張建國，后百年
更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得利贏家，
而中國的革命以求建立成現代國
家則受外國干擾和內亂阻礙至今
百餘年不得完成。

秦阿姨是受過中華傳統教育和
文化薰淘的，她對子女的教育以
忠孝為本，清廉為綱。她生有四
女一男{以南，乃西，冰如，英九
和莉君}，個個都有成就，而難能
可貴的是都以孝順，廉潔著稱。
尤其她的獨子，非但沒被嬌寵而
且要求特嚴，以至學業有成先后
畢業於台灣大學和美國哈佛。學
成 后 毅 然 回 國 服 務 ， 以 清 新 型
像，彬彬有禮，和清廉行為，受
到 長 輩 器 重 和 青 年 愛 戴 作 為 楷
模。英九雖然做了總統仍然平易
近人謙讓為懷。

秦阿姨治家簡樸，重友情，她
們五女俠經常聚會，打打家庭痲
將 ， 牌 后 吃 飯 ， 品 點 紅 酒 ， 家

庭，子女，健康，往事，談的津津
有味。輪流在各家聚會，家母在世
時多在她濟南路的公寓，因為那裡
公車方便且附近便宜小飯館多。大
概是她們高齡還敢搭公車上小館喝
點 酒 才 得 了 個 五 女 俠 的 '江 湖 '名
號，做子女的雖擔心她們的安全，
但也真為她們高興有這麼好的老朋
友。秦阿姨的子女特別孝順，她家
裡有個不成文的習慣，子女每週必
有一天陪母親吃晚飯，英九再忙也
要做到。這使我這在美國居住的人
一直感到對母親有歉疚，在她晚年
沒有多陪陪她老人家。

今年四月二日秦阿姨到醫院做
復健, 醫生給她照了X 光, 驗血. 結
果很不好. 有細菌感染, 白血球飆高
到 2 萬多. 醫生要求她住院治療感
染. 5 天之後 (4/7), 正要準備出院, 
很不幸突然胃部大出血, 就一病不
起了。周南在台北的校友會在五月
一日的聚會還掛念著秦阿姨的病
情，但出人意外地，她就在五月二
日與她的親人老友長辭了， 未能
過今年的母親節。噩號傳到紐約，
真是萬念交集，驚訝，思念，感
嘆，回憶，哀傷，電話交談徒增傷
感。

午夜難眠禁不住想起我住過十
多年的台灣。幼年時的台灣，日子

近幾年我們常聽到國內的經濟
學家提到"中等收入陷阱"一詞，而
李克強，身為擁有經濟學博士學
位 的 總 理 ， 演 講 中 也 經 常 提 到
它。通常中等收入到底指多少，
各 有 說 詞 ， 大 概 是 人 均 GDP從
5000美元到15000美元，但是，其
實數目字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
經濟內含。國家的人口、面積和
資源等因素以及如何利用這些因
素也必需予以考慮。

例如，大約十年前，有些意識
形態掛帥的西方經濟學家看到印
度的經濟開始迅速增長，就預言
印 度 會 追 上 中 國 。 他 們 只 相 信
（迷信？）印度的政治制度優於
中國，基本上沒有考慮到印度社
會中仍然存在頑固的等級制度、
仍然有25％的文盲（地區差別很
大）、交通系統和基礎工業都不
健全，以及政治腐化等因素。現
在，金磚五國的經濟就只有中國
還能挺住，其他四國的增長率都
嚴重下滑－它們都面對著"中等收
入陷阱"的困境。

一個新興經濟體，因為起步點
低，勞動力充足，工資低，如果
政府的政策能夠配合，例如推廣
普及教育、發展基礎設施（水電
交通等）、為外資提供良好的投
資環境等，就可以有相當快速的
經濟發展。但是，當發展到一個
程度之後，僅僅靠這些因素就不
夠 了 ， 因 為 工 人 的 工 資 會 往 上
升，而本來農村中多餘的勞動力
也會逐漸減少，而且配套設施也
未必能到位。一旦進入"中等收入
"的等級之後，後面低收入的經濟
體 就 會 追 上 來 ， 把 外 資 吸 引 過
去。這時候，如果它的工業不能
改變結構、科技無法升級、缺乏
自主的創新突破，它就陷入了"中
等收入陷阱"。這大概是一般對這
個詞的理解。

台灣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並且是
非常成功的例子。開始的時候，
政府不准外國產品進口，以培養
自身的製造能力，即所謂進口取
代階段。等到自身具備生產能力
之後，乃建立免稅出口加工區，
引 進 外 資 ， 製 造 的 產 品 只 准 外

銷，在國際市場競爭，但是仍然不
開放自己的市場，此之所謂加工出
口階段。等到本身具備足夠的競爭
能力，並且經濟水平到位之後，才
開始進入全面對外開放的階段。這
既是大勢所趨，也配合了台灣的實
際發展，可以說是非常成功的戰
略 ， 所 以 贏 得 了 "東 亞 奇 跡 "的 美
譽。

但是，在人均產值超過2萬美元
以後，台灣的代工型發展模式，由
於在科技方面沒有足夠的創新能
力，乃出現了後繼乏力的情況。收
入升高之後，其他低收入經濟體
（特別是大陸）就開始從後面追趕
上來，台灣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台灣還陷入了跟日本一
樣的困境，即生育率嚴重下滑，人
口老化，使本身的消費能力減弱。
當然，台灣的政治生態非常不健
康，對經濟發展也產生了很不利的
影響。

不過，我們真正要談的是大陸。
我們知道，二十多年前，東莞工人
的月薪曾經只有600人民幣，而現
在已經是它的三倍以上。並且，人
民幣又升值了25％以上。因此，在
許多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中，大陸已
逐漸失去了競爭力。三中全會的時
候，大家討論的重點就是改變經濟
結構和工業升級的問題，也就是中
國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這是關係到整個民族前途的問題，
因為，中國的情況特殊，它已經是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無可避免
要跟美日兩國進行一場政治、經濟
和軍事的總較量，而經濟是這場較
量的核心。核心裡面的核心就是本
文的題目：到底中國是否能從制造
大國進一步成為製造強國？

大家可能無法想象，自三年前開
始，山東濟南二機床集團公司開始
向 底 特 律 西 邊 福 特 公 司 在 的
Dearborn市總部的廠房提供沖壓生
產線設施，總共將提供6條。為什
麼能夠得到這筆生意？因為濟二製
造的沖壓機效率高於德國，為世界
一流。大家也可能無法想象，湘潭
的一家公司賣給以風車出名的荷蘭
一座全世界動力最大的5兆瓦的風
力電動發動機。還有，湘電集團有

限公司賣給澳洲力拓礦業公司載重
400噸的自卸車，也是世界頂級設
備；或者，上海的振華重工建造了
中國第一座海上鑽井平臺，和向阿
聯酋提供了1200噸的海上起重機(世
界之最)；此外，印度60％的電力設
備來自中國…

關 於 上 面 這 些 非 常 了 不 起 的 成
就，我是從去年11月央視財經頻道
的專輯《大國重器》中看到的（大
家 都 可 以 從 谷 歌 或 百 度 找 到 和 下
載）。當然，這前後6集的節目還包
括更多的信息，如數控機床、巨型
發動機葉片、可舉4000噸重量的起
重機、動車車廂等等。一位朋友介
紹給我的這個專輯，我看了之後，
難免有點興奮。因為，任何想要突
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必需攻堅，
必需跟工業大國競爭，以此在重工
業領域，即裝備機械領域，爭取到
一個地盤。這當然是極端困難的，
因為先進發達國家擁有長期累積的
科研專利和工藝技術，已經在所有
高科技領域建立了根深蔕固的優勢
地 位 ， 末 學 後 進 很 難 擠 進 這 些 領
域。顯然，過去十年，中國在這些
領域中頗有斬獲。據報導，在全世
界225個大型裝備機械企業中，中國
目前有50多個。

這 需 要 本 身 具 有 創 新 能 力 。 例
如，在跟17個強勁對手競標之下，
中國的翁福集團爭取到在沙特阿拉
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的燐肥厂的合
同。它之所以能夠得標是因為它擁
有一種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技術，可
以從燐肥中提取無水氟化氫，從而
每年可以替沙特節省2億美元。

專輯中有許多傑出的工程師（女
性占多數）和具有遠見與魄力的企
業領袖，我在此無法一一轉述他們
的話，所以僅提及中國機械工業聯
合會副會長蔡惟慈的話。他說："我
們不但便宜，並且質量很可靠。什
麼東西只要中國人能做，外國人一
般來講就沒有戲了。"

可以說，如果有任何新興經濟體
能夠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話，沒有
別 的 ， 肯 定 是 中 國 。
（b.h.shui@gmail.com）

秦厚修女士  
～張一飛～

一位值得贊揚的母親 
五月六日（農曆四月初八）佛教

浴佛節，是佛祖釋加牟尼2558年誕
辰紀念日。我們華人的宗教信仰仍
以佛教占大多數。大陸自改革開放
以來，掌政的信仰無神論的共產黨
對宗教控制已十分寬鬆。中國大陸
年輕人生活形態劇烈改變，面對前
所未有的競爭壓力緊張，向宗教尋
找精神寄託心靈平靜。尤以藏傳密
宗佛教，因其怪異奇絕、其'酷'，受
到年輕人的熱烈歡迎，近年來篷勃
發展，成為中國的'新鴉片'。

藏傳密宗佛教與漢傳顯宗佛教有
很大差異，其雙身雙運男女性交無
上瑜珈、吃食喇嘛活佛法王的大香
小香（屎尿）甘露（男精女血）修
行治病，真是恐怖駭突不可思議。

千百年來西藏封閉落後，經濟未
能開發，藏密卻有上百種財神法教
你發財，各有不同手印咒語壇城佈
置裝飾。計有紅黃綠白黑-----各色
財神、象鼻財神、猴牛等動物財神
法門。發財的法門太多了，可惜西
藏人仍然貧窮了千百年之久，整個
民族日趨愚昧萎滅。

藏密之恐怖駭突且以'金岡亥母'為
例：'金岡亥母是勝樂金岡明妃身，
十六妙齡女，一面兩臂，全身紅光
遍佈十方三世，頭部是豬形，右手
執鋼鉞刀，左手執盈血顱骨器----左
肩倚天杖，三目圓睜，獠牙緊咬上

藏密巫毒漢佛斂財    

~阿
修

伯
~

唇，戴五骷顱冠，頸部卦著五十鮮
人骨飾項鍊----右足是懸空，左足踏
一人屍於蓮花日輪座上。'

試想想，你晨昏謨拜這麼一個怪
物能不精神失常嗎？藏密有成千上
百猙獰恐怖的妖魔鬼怪滿天飛舞可
怕之極，足以鎮懾百姓，難怪千百
年來藏人甘願世世為奴不敢反抗。

再舉一藏密治病法，防治明點漏
失（遺精、早洩、春夢）：以猛獸
皮蓋陰部，美女（鬼）不敢進。取
黑繩打21結、頌本尊咒108遍可愈。

其他千奇百怪不可思議的藏密就
不再列舉了。

這樣的藏密佛教與最原始的巫毒
教類似，如果在大陸興旺發展，實
在不是什麼好事。

漢傳佛教在大陸、臺灣等華人地
區也愈來愈興旺。大陸上的大佛、
寺廟，巨大豪華奢侈，富麗堂皇美
侖美奐歎為觀止，並不遜於歐美先
進的基督教堂。大和尚珠光寶氣，
門票、巨香、撞鐘、求籤解簽、祈
福消災、功德箱、功德簿都非錢莫
辦，甚至明碼標價，寺廟成了觀光
賺錢市場，錢財成了最高價值。

人類發明創造了宗教，人類脫離
不了宗教，二者必將永遠共存。宗
教有麻醉、止痛、安慰、寄託等的
正面作用，但也有許多不良的副作
用。希望能增加它的正面作用，減
少它的負面作用以造福人群。

從 到


	頁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