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s if 2016 was not exciting enough in the news 
world, the news media appeared to be pumped with adrenaline 
to finish off 2016 with more sensational news. The following 
news sequence certainly cast a dark cloud over the Earth 
chilling any holiday spirit people might feel about the coming 
of the New Year. First,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in his annual 
meeting on national affairs reaffirmed his policy of refreshing 
and strengthening Russia's nuclear forces along a note that 
Russia's economy is recovering steadily with self sufficient 
agriculture production in 2016. Then, President-elect Trump, 
after a meeting with the generals about US defense hours after 
the above Putin news, twitt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U.S. must 
greatly strengthen her nuclear capability. The news media 
immediately latched on this tweet offering many 
interpretations from concerns about Trump's ignoring the 
'protocol' language regarding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threats to possibly a new U.S. nuclear policy.
 When Putin was queried on Trump's tweet, he said, 
this was nothing new; Trump had said "to strengthen nuclear 
forces" in his campaign. The news media's interpretation of 
course was varied but one consensus implication was that 
Russia and the U.S. might be heading to nuclear arms race 
despite Putin's claim that he did not want one. Tweet is a 
powerful tool and it has been specifically proven in the 2016 
US election. Trump was able to send direct messages to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repeatedly through his tweets to energize 
the 'Trump' movement. Since Trump's victory, his tweets were 
able to stimulate the US stock market. In fact, the Wall Street 
observers have coined a term, 'tweeter risk' referring the daily 
rise or fall of stock prices attributable to a tweet from Trump. 
Trump's victory owes to some degree to his tweet 
performance.
 Twitter is a communication product or service 
offered on the Internet with 'push and pull' characteristics in 

one-way and cascading communication. A micro-blog like 
message can be sent to a large number of tweet followers (A 
communication being pushed out by the Twitter while tweets 
being pulled in by followers). The twitter's biggest appeal and 
attraction to a communicator is the fast speed by which one can 
send messages to a huge number of Twitter accounts directly with 
no filtering so long as the short messages are less than 140 
characters a piece. The ease of use and friendly way for any 
Twitter to scan a great number of twitters and their messages 
allow a Twitter to follow (tune-in) a big number of Twitter 
accounts. Trump claims that he has 25 million followers, thus 
making his tweets powerful in delivering messages. President 
Obama has also used Twitter for delivering his messages. 
Tweeting does serve a useful purpose if a precise articulated short 
message can be sent to one's followers, but it also has the 
possibility to cause a Twitter to be driven by vanity, to become 
addicted or to be triggered by impulse by sending inappropriate 
messages out. Of course, Twitter followers can freely select to de-
follow any Twitter account; hence a Twitter can also easily lose 
his or her popularity by misbehaving on tweets.
 Speaking about Twitter behavior, one cannot help notice 
a number of Twitter events created by then President-elect 
Trump's tweets. On December 6, Trump tweeted, "Boeing is 
building a brand new 747 Air Force One for future presidents, but 
costs are out of control, more than $4B. Cancel order." Within 10 
seconds, the Boeing stock started dropping, eventually reaching 
1.6% below its previous day closing. This drop might not be 
significant for Boeing. But a week later Trump tweeted on 
Lockheed Martin about costs of F-35 (not a new issue) causing its 
stock to drop 2.5%. Anyone who profited over these tweets is 
really behaving with questionable ethics since the trades are 
bordering on insider trading. Some were attributing the stock price 

drop of aerospace and healthcare industries since the election to 
Trump's tweets and/or his cabinet appointments. There were Wall 
Street brokers openly soliciting investors to profit on Trump's 
tweets.
 In addition to Trump's tweet effect on financial market, 
one can also observe the impact Trump's tweets had on diplomatic 
and world affairs. Mr. Trump, by speaking with Ms. Tsai on the 
phone and referring  her as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in a Twitter 
post, created a diplomatic incidence which essentially violated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position on the "Taiwan Issue", known as the 
"One China" policy - respect and recognizing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Using 140 characters to casually communicate about 
diplomatic affairs is obviously a dangerous action, which may be 
easily causing confusion in diplomatic protocol to seriously 
creating misunderstanding on foreign policies. Remedies of any 
damage cannot be made by another short tweet. 
 On December 22, Mr. Trump said on Twitte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strengthen and expand" its nuclear forces 
"until such time as the world comes to its senses regarding 
nukes." This tweet may be a response to Putin's speech to his 
military's leadership in Moscow earlier vowed to strengthen 
Russia's nuclear missiles. But its effect is very significant not only 
generating serious concerns in the world about an accelerated 
nuclear arms race but also wide speculation in our nation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domestically exhibited by the rising value of 
Uranium ETF in the Wall Street stock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ly 
demonstrated by numerous analysts' comments on possibility of 
nuclear warfare.  These types of effects trigger-able by 140 
character tweets issued by one individual not accountable by the 
U.S. Congress and her government system should be discouraged. 
From the above examples, one can easily see tweets as a one-way 
short communication that can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governments and people a lot easier than repairing any damages. 
Under a tense circumstance, for example,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Iraq and ISIS) o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or in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missile crisis, an improperly versed brief 
tweet may very likely be misinterpreted to escalate the tense 
situation into war, even possible to trigger a nuclear war.
 To answer the title question, we believe that an ill-versed 
tweeter will more likely trigger than prevent a nuclear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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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終於來了，它除了是小英執政

一年的年度總檢查，也是國民黨進

行黨主席選舉的日子。 台海兩岸關

係將如何變化是許多人關心的問

題，本文從世界大局的演變觀察台

灣的將來。  

法國和韓國的總統大選剛剛結

束，不出選前民意測驗機構的預

測，代表改革力量的法國馬克龍和

韓國的文在寅都以壓倒性的差距取

得勝利，這再一次清晰的反應了世

界各地人民對現狀的強烈不滿，對

於世界政治局勢將有直接的影響。

文在寅的當選將有助於韓朝及中

韓關係的改善，對於美中合作和平

解決朝核危機提供了有利的因素。

在經歷川普上任前的挑戰後，美中

關係將進入一個成熟的稳定期。

馬克龍的勝利解除了全世界對歐

盟解體的擔心，這對全球金融及股

票市場都有穩定和正面的作用，對

於支持全球化進程的力量，包括中

國，也都放下了忐忑的心。 預期中

法和中國歐盟的合作關係將加速改

善，而歐美和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不

會改善，只會持續甚至加深。 

馬克龍的當選短期內化解了法國

及歐盟的危機，但是從長遠看他將

很難解決法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恐怖襲擊和因貧富不均所造成的族

群分裂。 因為他雖然標榜是獨立于

法國傳統的左翼和右翼精英階級，

但是他和金融大鱷們的密切關係，

很難想像他能做出損害金融界根本

利益的改革。 而今天世界的根本問

題就是不合理的金融制度和秩序，

因此我相信法國和歐盟將面臨持續

的動蕩。 

世界局勢的發展給中國和中國所

努力的與世界其他國家共同建設世

界新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

遇 。  世 界 都 渴 望 一 個 新 的

「道」，新的世界觀，新的發展

觀。 過去四年中國提出的和平發

展，互利共贏的理念，透過一帶

一路的政策正獲得各國朝野越來

越多的回應。 最近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在北京隆重召開，得到國際

社會的熱烈支援：參與國家超過

一百，包括29個國家的領袖及許

多世界組織的負責人與會。 美國

也一改過去杯隔的態度派出一個

以 白 宮 亞 洲 政 策 制 定 者 之 一 的

Matthew Pottinger領軍的代表團赴

會。 朝核危機的相關六方也都參

加盛會，即使她們在朝核問題持

不同的立場。 可見一帶一路倡議

深得人心，中國已經是引領世界

新秩序的主要舵手之一。 

國際大氣候將無可避免的決定

台海兩岸和臺灣內部的小氣候。

台灣正面臨內部經濟疲軟，動

蕩不安，衝突加深，而對外關係

也混屯不清，更可能將進一步的

被孤立和邊緣化的危險時刻。 這

一方面是受國際大氣候的影響，

更是因為不能理智的面對「一中

原則」，作繭自縛，導致與大陸

關係瀕臨破滅。 臺灣的最大危機

是朝野兩大党的精英都不能嚴肅

的面對世界劇變的事實，沉迷於

自己根據過去的，局限的經驗而

編織的幻想中。 不知道或不願知

道大陸各方面，包括政治上的迅

速進步，迷戀所謂的「西方民主

自由價值觀」。 

在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民進黨執

 

◎張文基
政一年來高開低走，百姓支持度

持續下跌  ,內政外交將越來越困

難，很可能是一個短命政權。因

此也給國民黨一個很大的希望，

六位豪傑出來競選國民黨主席，

希望能領導國民黨中興。最终吴

敦義以在27萬6千的投票黨員中取

得52.24%的得票率成為下届黨主

席，這代表了國民黨，甚至台灣

大多數人民的心態：以中華民國

式 的 獨 台 方 式 求 取 兩 岸 間 的 和

平。然而，這麼重要的選擧，六

位 候 選 人 的 强 力 動 員 下 ， 僅 有

52.17%的黨員投票，顯示出對黨的

熱情不再。為什麼？因為不覺得

國民黨可以带領人民走出台灣所

面臨的困境！

世 界 正 處 於 一 個 重 要 的 轉 型

期，台灣更是如此，這是英雄創

造時勢的時代。台灣的最大出路

就是珍惜民族感情，文化認同和

大陸一起共同參與世界新「道」

的建立。如果國民黨不能把握這

個機會，自然會有真正的英雄應

運而生。也許年青的一代和新的

政黨會淘汰兩個背著歷史包袱的

老政黨。

由 于 大 中 華 感 情 在 台 灣 的 流

失 ， 大 陸 的 兩 岸 政 策 很 可 能 將

會：

1.對臺灣同胞更加友善，將台灣

同胞真正視為同胞，和大陸同胞

擁有同的待遇。 

2. 對小英政府施加更大的全面

的壓力，加速政權的瓦解，直到

她接受「一中原則」。 

3. 拋棄一些錯誤的統戰幻想，

旗幟鮮明的對在野台獨勢力，特

別是臭名昭彰的漢奸人物採取批

判，孤立和嚴懲的手段。 

上（四）月筆者回了一趟故鄉，

江蘇省淮安市，去參加該市淮陰區

的"張純如記念館"的開館典禮。 純

如是我弟弟紹進和弟妹盈盈的女

兒，我的姪女。她才華橫溢，又富

正義感，1997年她的英文著作"南

京大屠殺 "出版，掲發1937年年

底，日本軍隊攻入南京城後，屠殺

無辜居民的種種暴行。該書立即轟

動全球。它曾連續十周入圍紐約時

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被翻譯成15種

文字，其英文版的銷量便超過五十

萬冊。2004年純如因憂鬱症而輕

生，舉世同悲。中國人民懷念她，

在"南京大屠殺記念館"為她豎立一

座銅像。如今我們的故鄉淮安市更

為她建館，中國政府和鄉親們的款

款情意，令人感動。

在記念館覓址階段，純如的祖籍

何屬曾略有爭議。因為張氏家族故

里為新渡鄉，它在民國時代屬漣水

縣，我們在台灣的身份證上的籍貫

欄填寫的也是漣水縣。新中國成立

後，新渡鄉被劃入淮陰縣，目前淮

陰縣改稱淮陰區，隸屬淮安市。經

慎重考量，"張純如記念館"建在淮

陰區的古淮河北岸。館區面積為

3.6萬平方公尺（約合8.8英畝），

記念館主體建築為半地下結構，佔

地約一千平方公尺，內中陳列有關

純如一生的實物，照片和文件，當

然也包括她的很多語錄。在主體建

築的上方有一間一百多平米的獨立

展覽室，在開館的那天展出有關鳶

尾花的字畫。鳶尾花，正是純如的

英文名字，也是她生前最喜愛的花

卉。

記念館的整體配置很像一座小公

園。園內遍種花木，尤多已相當高

大的銀杏樹，讓園區顯得莊嚴高

雅。主體建築東側有一小型廣場，

可供市民休閒之用。

四月七日上午九時半舉行開館儀

式。首先由詩人趙愷帶領淮陰小學

一百名學生共同朗頌趙本人所寫的

詩歌"張純如"。詩歌中一再引用純

如的警世名言"忘記屠殺就是第二

次屠殺"。當小學生們用童聲朗頌

出這句話時，在場人們可完全體會

"張純如記念館"成立的真正意義。

那便是，不管日本人是否願為二戰

中所犯罪行道歉，中國人是不會忘

記"南京大屠殺"的。

在淮安市委書記姚曉東，純如母

親張盈盈，和中國僑聯海外顧問李

競芬等人相繼在儀式中發言後，

"張純如記念館"正式開館。

開館的次日，紹進夫婦與我回到

記念館，打算在無媒體的狀況下，

將館中陳列再仔細看看。此時適有

大批大學生湧入，他們發現我們是

純如家屬，紛紛要求合照。我們非

常樂意地答應他們，並希望能為這

些年輕人，多注入點"張純如精神

"。

張純如這個名字已為很多中國人

熟知，但還不算家喻戶曉。但若日

本的右翼勢力一旦囂張失控，張純

如可能便是下一個雷鋒。 

◎張紹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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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Tweeter Trigger Or Prevent Nuclear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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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間湖南衛視開播長達五

十五集(送審查版)三十多小時的電

視連續劇 "人民的名義"。它是周梅

森的同名小說改編而成的。由於它

敢於面對時弊，站在老百姓的立

場，從實反應了共產黨當權幹部的

貪腐，立馬贏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觀

率。據臺灣陳文茜在其電視網專題

報導中說，其收視指數是8，比中

央電視臺最受歡迎的春節聯歡晚會

的5，還要高出許多。可以說是當

今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冠軍。 

YouTube上很快就讓中國之外的

觀眾也享受到這份目前中國最走紅

的電視連續劇全套的盜版。 

我也化了不少時間看完全集。純

從影視藝術角度去評價，它比不上

"大宅門"、"康熙"、"雍正"、"乾隆

"皇帝等過去播過的老片。可是為

什麼一部官方宣傳機構推動下的宣

傳 能打動一大片民眾電視連續劇。

的心呢？ 這是我想探討的問題， 

過去共產黨宣傳的方式，可以說

是黑白分明，好人是我黨的，壞人

是敵人的。偶爾也有少數雙面反間

人物，但是帶有爭議性的話題不

多。指責自己党的失誤和過失，更

是幾乎沒有過。這種方式的宣傳已

經跟不上時代了。人民群眾注重的

是党和政府的作為能否維護大眾的

福利，公正合理處理民眾包括下崗

聀工和公私企業包括政府在內的矛

盾和爭執。"人"劇突破禁忌，深入

批評檢討和指責當政黨員幹部的失

誤、受賄、以權謀私的種種作為，

除此之外，也對那些消極抵抗的不

作為致使正常政府工作停擺，加以

撻伐。這些都是站在認准當前什

麼是執政黨員幹部真正的毛病，

進而明示整治的處方。它反映當

前以習近平領導下的黨中央主導

的努力和方向，贏得觀眾大多數

人的贊許。  

在暴露貪腐官員問題上，一般

群眾最直接感受到的是公安和城

管執法人員的粗暴和橫蠻無理。

這是基層性蒼蠅性的腐敗，可是

它無處不在，其對普羅大眾為害

之廣之大，不容忽視。"人"劇對此

描 述 深 刻 ， 是 群 眾 愛 看 原 因 之

一。 

除公安機關之外，"檢察、法院

"是三大"公害"的另外兩個。 而統

領這三大機構的就是黨的政法委

書記。本劇中政治法委書記、省

委副書記高育良（張志堅）滿口

仁義道德但實際上拉幫結派，偽

善面目包括婚外情導致和原配真

離婚却長年對外保密無人知曉。

一般來說政法委書記是當地黨委

副書記，其權位僅略低於第一把

手的書記。此劇對這四方面的正

反人物也作了相當生動的刻劃。

凡是跟政府官員打過交道的最能

對"人"劇所描述的那些場景會心一

笑或一掬同情淚。  

本劇對嫌疑罪犯的偵查宙詢，

有非常細緻的描述。令觀眾大開

眼界。也增強了戯㓺性。這樣的

場景多次出現在不同人物的宙訊

上 ， 雙 方 對 話 的 鬥 智 ， 入 木 三

分！

本劇以虛擬的漢東省，漢大法

學院，具體而微的敍述新上任書

記沙瑞金 (張豐毅）如何選擇新的

幹部，處理當前已爆發的社會問題

以及上任書記，他在漢東省長達三

十年的統治，犯下種種錯誤和罪

行，包括疪護其子的種種違法圈

地，經營違害自然保護區的惡行。

這些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拉幫結

派、秘書幫、官二代等種種新"官

場 現 形 記 "。 本 劇 男 主 角 侯 亮 平

（陸毅）漢東省高檢反貪局長。扮

相年輕英俊，一身正氣，贏得年軽

觀眾的喜愛。  

作為一個黨宣傳機構，能夠主動

認識現處的環境，實是求是地找尋

爭取民心的支援，"人"劇的播出是

成功的。它的不掩蓋，不吹捧，真

誠地對待問題，找尋如何"為人民

服務"而不是"為人民幣服務"，值

得鼓勵和支持。 

戱劇描述人生，一般來說是會誇

張和更戲劇化。但是中國現代在政

治社會上發生的種種,如果能真正

的知道它們的內情，那可是比現有

的戲劇或小說更令人觸目驚心。

"人"劇描述的僅止于省市級幹部的

腐敗，包括省委書記最後升至副國

級中央首長（劇中未直說，大概是

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可

是現實生活中，前黨中央政治局常

委主管政法的周永康，前黨中央辦

公廳主任、統戰部長、政治局委員

令計畫，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重

慶市委書記薄希來，前中央軍委二

位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這可是

穿軍裝的二位軍方最高領導了）。

他們的腐敗貪婪對國家造成的損失

和傷害比諸"人"劇所描述的可能大

過千百倍。最近緊接"人"劇在美國

不斷爆料虛實難斷的被中國紅色通

緝令待捕的億萬鉅賈郭文貴也在眾

目睽睽下，在美國推出他自編自導

自演的"電視連續劇"。對海外觀眾

眼球的吸引力也是不惶多讓的呢！ 

㆟民的㈴義㆟民的㈴義㆟民的㈴義
◎陳立家

四月中旬去了趟北京，辦了點未盡商務事宜，

同時又參加了台灣同學會四月22、23週末兩日的

春季考察聯誼活動。這次的目的地是河北省唐山

市，距離北京大約三個小時的車程。看到多位老

朋友，更讓人高興的是有十來位台灣來京的年輕

學生參加此行。他們分別就讀三所高校，北京大

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及清華大學。看到他們青

春健康的體魄，活潑大方的談吐，對待學長前輩

的客氣與禮貌，心裏由衷感到欣喜。他們以及國

內的年輕學子是兩岸發展的未來，也是中華民族

騰飛希望之所托。

同學會的會長是陳雲英女士，她是著名經濟學

家林毅夫的夫人，自己是特殊教育專家，除了許

多重要職務之外，負責主編《中國特殊教育》雜

誌。林毅夫的傳奇經歷相信大家都知曉，不用我

多說，僅提他曾任世界銀行第一副行長。

在北京這兩週觀察體驗了不少新鮮事物。你走

在大街上，不論在哪兒，搶入你眼簾的是五顏六

色的"共享自行車"，這是我十一個月前西藏之旅回

程時在北京所未見過的。這些自行車屬於五六家

新創業的公司，只要你加入任何一家為用戶，交

99元至299元不等的押金，便可用手機將這家公司

停在任何地點的車子開鎖騎走，用完可隨處還，

只要將車停好、鎖上便行。費用微乎其微，大概

是每小時五毛人民幣之譜。現在北京街上有一半

以上的騎車者使用的是此類車，這變化著實太快

了。

手機的另一大用途便是支付，不論你是買東

西、吃飯，用手機一掃店家的二維碼，了事了。

我住的朋友家胡同口有家中式快餐店"李先生"，以往去吃飯拿起桌上

的菜單便可向服務員點餐，這次去看不見菜單了，取而代之的是桌上

貼的二維碼標籤，你用手機一掃便在屏幕上見一訂菜表，要吃什麼自

己選，點完用微信的錢包或阿里的支付寶付帳，不一會兒你點的東西

便給你端了過來。

可惜我還沒在手機裏設置支付寶或錢包，只能用紙票付款，這讓我

在一次一家檔次不錯的咖啡廳付帳時幾乎出現尷尬的場面。我消費了

72元，拿出一張人民幣百元紙鈔付帳，收銀小姐客氣的但面帶窘態的

笑容對我說，"對不起，先生，我們沒有足夠的零錢找，請您稍等！" 

這時我意識到她們都是用網上收錢。怎麼辦？幸好我在皮夾子裏找出

了正好72元現款，才算解決了問題。

跟朋友說起這事兒，他們說這算什麼，還有路邊的乞丐也在收受零

錢的小碗邊上放上一個貼了二維碼的紙板，方便善施者。我是沒親眼

看過，但信了！

去機場是由朋友代訂的車，他說給你訂部好點的吧！沒問他訂的是

哪家公司的，車子是一部黑色的VW Passat，乾淨亮潔，司機身穿白色

襯衫，黑色長褲，服務客氣周到。一路上與我親切聊天，介紹五月中

旬將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建議我用手機照

幾張長安街邊為此次會議特別設置的花壇。他並說他們公司的出車服

務遍佈國內三十多個城市，要不是您去美國，您可以訂國內目的地的

車，註明航班號，車子到時就會去接您，若您喜歡自己開車，我們公

司也可以把車給您送過去。想想洛杉磯國際機場的狀況，再加上前面

提到的共用自行車和手機付帳，我只能嘆息我是地道的美國來的老土

了！(2017.05.12 寫於洛杉磯)

對論壇196期王文軍先生的"雅爾

達後遺症 朝鮮難起戰火"中的幾個

觀點有些疑問如下:

文中引述:   [確認開羅會議中的中

美英蘇四國共管戰後的朝鮮]  其實

開羅會議沒有決議四國共管朝鮮,開

羅會議中對朝鮮的決議是讓朝鮮獨

立,不是共管

文中 [目的就是要暫時犧牲北朝

鮮 ,換 取 自 己 重 新 進 軍 東 北 的 理

由 ,或藉口讓美國進佔全朝鮮 ,蘇聯

就可以名正言順進軍東北,保護自己

的中東鐵路,佔住旅順不走]:    用白

話文說就是: [蘇聯想要讓北韓亡

國,來保住在東北的權益,所以要北

韓南侵],然後讓蘇聯以中立者的身

分在聯合國出面調停,要求美國回

到38度線:            

問題在美韓聯軍在戰勝後就一

定會接受蘇聯的調停,放棄戰果,無

條件答應回到38度線嗎 ?  南韓也

定會答應嗎?   這點是不是在作

夢。

並且本文假設蘇聯當初有如諸

葛亮再世般的是先能預估到這三

件事:  

北韓會先大勝   然後美國會出兵   

美國出兵後會大敗北韓   

如果是以犧牲北韓,為達到美軍

在鴨綠江邊威脅中國為目的 , 來換

取蘇聯在華利益,那就應該在中國

出兵後也堅持不供應武器,不提供

空軍支援,好讓解放軍也戰敗,不就

能達到北韓亡國的目的嗎 ?為甚麼

連這點都沒有想到? 蘇聯怎麼一下

子由"諸葛亮"突然變成了"豬哥亮"? 

反而支援解放軍裝備武器,還出動

空軍呢? 解放軍打贏了 ,不就壞了

讓北韓亡國,來換取蘇聯維持住在

中國東北利益的大事嗎?

雅爾達後遺症 朝鮮難起戰㈫ 雅爾達後遺症 朝鮮難起戰㈫ 雅爾達後遺症 朝鮮難起戰㈫ 真是這樣嗎?真是這樣嗎?真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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