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於2011年，是集合

了兩岸四地及海外關心保釣的人士組成的。每
年在不同地區召開年會，今年適逢抗戰勝利七

十週年紀念，定於福建廈門舉辦擴大公開紀念活動，如果方便希望大
家來參加。 
2012年日本不顧中國反對，強行非法購島，中國政府被迫採取行

動。從那時起，民間保釣的定位就成為大家關注的問題。李景科先生
對此提出了他的想法及願景。 

相比於釣魚台列嶼，南海問題其實是更棘手，吳章銓先生的長文提
出一些具體可行的建議，很有參考價值。 
Dr. Wordman 分析美國対亞太真正意圖的長分三次刋登本期是它

的第二部分。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中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

公平，良心知識分子的園地，歡迎來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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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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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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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吳章銓（上接92期)從參加索馬里護航
的經驗可知，中國參加美國主導的
海上團隊，與各國分擔軍事和財務
任務，只出兩條軍艦，中國的航運
便和其他國家的航運一樣得到保
護，同時中國的遠洋海軍與美國的
軍事合作很好，獲益不少。以此為
例，目前實際上是美國的力量在南
海護航，中國邀請美國參加南海的
國際聯合海監兼護航機制，實際上
是自己連同南海各國一體參加美國
的海上護航。中國參與而非競爭，
得以較少的代價，實質上完全達到
護航和海上安全的目的。

（4）國際海監機制是消極的南
海國際合作，積極的國際合作是與
南海各國組織聯合航運公司、商船
隊、漁船隊、物流網、能源資源開
發等實體，並建立有關的國際合作
規章制度，使國際企業實體規範運
作。各國公營、民營機構參加的合
作種類與規模大小，按照市場需要
和市場規律進行。美國企業已經遍
佈東南亞，自由參加。

（5）進一步組織南海與10+1國
家的國際教育網、國際科研網、海
洋科研、海洋環境保護、生態保
護、海上救助等深層國際基礎機
制。

 (6) 主動邀請美國共同主辦 -- 或
美國主辦、中國參加，在南海定期
進行國際海軍軍演。除中、美外，
所有南海沿岸國以及所有東盟國家
都參加，形成常規軍演，與環太平
洋聯合軍演交叉隔年進行。其目的
是建立和加強中國與東盟、美國的
互信與合作。前文（見第48期）曾
建議中國邀請美國協助建立海軍官
校，也是為推動與美國的軍事合
作。

(7) 設立南海合作理事會，成為
10+1內一個專職的政策性機構，訂
立各種國際南海合作的規章制度，
宏觀處理和協調南海事務。凡南海
有領土領海的各國各地區，包括臺
灣以及東盟其他國家，都一律參
加，並邀請美國參加。參照歐盟的
前例，成員國不分大小，都有平等
的權利，也都有共同的責任。所有
重要文武職位由參與國家輪流擔
任。任何國家不佔特別優勢。這個
機制將體現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密切
的友誼，結為密不可分的10+1一體
關係（連東帝汶和台灣，共11+2成
員）。那是中國追求安全與繁榮的
最有益格局。

中國已經與東盟建立了10+1的自
由貿易區，今年2015並商討將這一
關係升級。不妨延伸陸上自由貿易
的原則和精神，主動倡議建立以上
各種海上合作機制機構，使南海成
為10+1（11+2）的"內海"。將來有
可能各國在南海的島礁領土都成為
遵守同一制度的自由開放區。

中國秉承傳統王道精神，應當有
與人分享的海量。與人分享，長期
不會吃虧；不與人分享，則早晚會
出事。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的國際觀
念是：一國盡量設法獨享，盡量排
他。其結果當然是剝削、掠奪、苦
難、反抗、競爭、戰爭等等的惡性
循環。然而，帝國主義時代演變到
二十世紀最高峰後便迅速走向歷
史，即使現在仍有餘緒，顯然沒有
前途。今後中國應主張一種平等、
合作與共享的機制，主動創造有利
的國際環境和國際關係。否則，不
可能得到更多，也不可能留給子孫
更美好、安寧、繁榮的未來。

以歐洲為例：目前歐盟內部仍然
問題層出不窮，但是他們無論怎樣
爭執，各為本國的利益斤斤計較，
預料最終還是必須走合作共贏的大
路。

四. 不妨回顧美國與中南美各國
的歷史關係，作為借鑒。美國過去
是一國獨大，君臨西半球兩大洲，
什麼事情美國說了算，資源也是予
取予求。沒有任何外來力量可與爭
鋒。其間美國佔了不少便宜，可以

每一個區域都有人要把美國勢力排
出去，建立區域霸權，地球不會更
安全，國際貿易和交通不會更順
暢，各國人民的遠憂近慮不會更
少。

中國不例外。中國邀請美國參與
在南海的國際合作，不是軟弱，而
是因為美國是最好的合作夥伴。近
代以來，美國對中國是最少侵略性
的國家，對中國傷害最少、幫助最
多。美國對中國沒有領土野心，兩
國之間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中美
民間友誼十分明顯。中美雙方對於
未來合作共同維持東亞和平穩定繁
榮，可以說有基本的共識。中美已
經有多方面的合作，進一步的擴大
合作，是大勢所趨，順水推舟。

美國從大局考慮，還能夠安撫其
他國家不要走極端，這對中國有極
大好處：中國是美國的幫手，美國
也是中國的幫手。如果換日本，必
然乘機煽風點火，挑動爭端，那將
是中國的災難。中國在南海邀請美
國參加，等於是美國邀請中國參
加，名異實同。

美國引進中國進入南海，也不是
失算。美國多一個友邦，少一個潛
在的競爭國，美國在南海和西太平
洋，就像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得到法
國為友國一樣，形勢鞏固。美國並
不"丟失"南海和東南亞。正是因為
對雙方都有利，中美合作才必然會
實現，南海合作也會好夢成真。

五．結論是：采取多邊機制，多
國平等參加，並且邀請早已在南
海、受到所有國家接受的美國參
加，是上上策。合作是雙贏眾贏，
沒有人會吃虧。中國不會吃虧，美
國不會吃虧，其他所有參與的大小
國家也都不會吃虧。是共贏多贏的
格局。采用習近平在博鰲上的用
語，這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贏
"。 套 用 林 肯 的 話 ， 是 "共 有 、 共
治、共享"。

建立南海國際合作機制，需要高
瞻遠矚的政治家、軍事家、學者、
教育家，企業家，和有教養的、有
世界知識的公民，來共同提倡和推
動。南海合作雖然只涉及西太平洋
一個角落的內海，但關係重大，影
響深遠，可能影響世界的百年命
運，只可成功，不可失敗。（下）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
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
釣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
一。後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
質疑開始的。

說有助於美國的經濟發展。但是，
美 國 得 罪 了 不 少 中 南 美 國 家 和 人
民，美國與其中許多國家的關係並
不友好，往往須要扶植親美獨裁政
權來為美國利益服務，並動輒出兵
干涉。這些國家無法求助於區域外
強國來協助反抗美國，積怨日久。
於是古巴一有機會，就不要命地傾
向蘇聯，明知一旦美蘇沖突，古巴
會遭受到毀滅的命運，仍拼死與美
國對抗。二十年前的尼加拉瓜，和
直到今天的委內瑞拉，都是不顧一
切的反美。他們都忍受了極大的損
傷，但也對美國造成各方面相當大
的傷害。試想：如果美國從來平等
地友好對待中南美國家，視如兄弟
之邦，平等互利，美國不能得到巨
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嗎？中南美各
國在與美國真誠友好的格局中長足
發展，對美國是有利或不利？

在今天的南海，中國不擁有美國
當初的各種優勢。首先，南海各國
並不弱小，也不落後；他們水陸面
積之和比中國大三分之一，資源非
常豐富，並擁有兩洋一極的卓越地
緣優勢。其次，任何國家的民族主
義精神絕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不
是 任 何 外 來 力 量 可 以 欺 淩 的 。 第
三，美國已經在南海有根深蒂固的
各方面力量，包括與各國人民的友
誼，各國會主動要求美國來保護。
第四，中國周邊強鄰環伺，有各種
遠憂近慮。因此，中國不能抄襲古
董的"門羅主義"。

美國與聯合國的關係是又一個現
實參考。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都
是美國高瞻遠矚而倡導成立。美國
不 參 加 國 聯 ， 在 國 聯 便 沒 有 影 響
力 ， 結 果 無 法 避 免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戰後美國積極參加聯合國，雖
然聯合國是所有會員國一國一票的
平等組織，有嚴格的、公平的決策
程序，美國仍然發揮著最大的影響
力，事實上居於領導地位。然而美
國 還 不 滿 意 ， 覺 得 聯 合 國 不 夠 聽
話，竟把聯合國放在一邊，獨自我
行 我 素 ， 利 用 絕 對 優 勢 的 軍 事 力
量，最新的精準武器，直接伸手到
各國去反恐，結果不但沒有帶來更
大的安全，卻惹得恐怖份子越來越
多，到處滋生，難以控制，美國的
國際地位不升反降。

美 國 使 多 邊 組 織 的 聯 合 國 靠 邊
站，是不智的；中國不建立區域性
多邊合作機制，也是不智的。假定

中國的民間保釣事業，一直以來
是以民間力量對抗日美的國家力
量，雖然幾十年中，策劃了無數次
的行動，而屢屢受挫，但始終勇往
向前，因為他們代表了億萬中國大
眾的守護民族利益的底線，所以成
千上萬的全球華人保釣的偉大義
舉，必將載入中華民族歷史的史冊
之中，他們才是中國的脊樑。

有多位老保釣人士認為，幾十年
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在二十一世紀
的今天，有所勢微。為何會這樣？
筆者的淺見以為，保釣群體還沒有
在40%以上的會員中，建立一個共
同的強烈的宗旨意志和思想信念，
而中國社會大眾的信仰，信念和國
家民族的守護意志也相當流失。一
個群體，沒有信仰和信念支撐就是
集中不起來眾志成城的力量，因
此，這是主要原因。

中國人期望和夢想中華復興的願

景，在明朝末期就產生了，到了清
朝末期，更顯得強烈，已經成了全
體中華民族的共識。所以，才有了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然
而，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國雖然強
大了，人人都可以說：我是在為中

華民族而奮鬥,但民族復興仍然是個
口頭願景。 

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現在的
領導人習近平終於把中華民族的偉
大復興作為最近三十五年必須要實
現的現實目標，這就是中國夢。 他
的願景是中國近500餘年中最廣泛地
代表了全世界中國人的理想願景和
共識的思想，筆者相信，在很多人
的心目中，中國夢的內涵已經成為
越來越多的人的信仰源泉和指南，
廣大的保釣人士，應該把中國夢願
景引為個人信仰的目標，大家有了
共同的思想信念，就會產生自覺和
自律，才會有巨大威力的力量。保
釣事業才會蓬勃發展下去，才能夠
實現釣魚島真正回歸祖國的一天早
日到來。

全球各地的保釣組織，應該求同
存異地聯合成一個整體，形成一個
強有力的領導集體，以共同的集體
意志，接受政府的領導，與中國國
家的最高戰略和指導意見保持高度
一致的立場，並以此為原則開展保
釣活動，必將無往而不勝。

保釣人士多數有強烈的愛國心，
有思想，文化層次高，不是烏合之
眾。因此，應該煥發高度的熱情，
首先在保釣相關聯的學術和理論上
多做工作，積累越多的學術成果，
就越對保釣的最後勝利提供了最好
的保障。

保釣事業需要文武結合，我們必
須努力進取，我們要擁有強大的武
備力量，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要
有最深厚的文化和強大的科學技術
力量，加上我們萬民一心的意志，
就會在兩個一百年到來之時，完成
保釣的偉大事業目標。

作者：李景科, 民革黨員，歷史研
究 者 ， 55歲 ， 著 作 《 丹 東 歷 史 探
微 》 （ 2013年 ， 哈 爾 濱 地 圖 出 版
社 ） ， 《 釣 魚 島 的 動 物 和 植 物 》
（2014年，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等。 

◎李景科

探討處理南海問題 (下)

(Continued from issue #95)
Japan's ambition to be No. 1 economy was never diminished. 

Although Japan is desperate to find a solution to grow her economy 
under the burden of an aging population; however, many of the U.S. and 
Japan's diplomatic actions such as their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excluding China from the TPP initiative, cultivating more bilateral 
military treaties with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recent update of the 
guidelines of the US-Japan Defense Treaty all do not help the Japanese 
economy but make China nervous. Abe Shinzo, with his personal 
extreme right background and his provocative behavior in officially 
worshipping WW II war criminals, denying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revising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and eagerness in engaging in 
external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cultivating bilateral military alliances, is 
making the 'peace thesis' hard to believe. Hence, an opposite 'pivot' 
thesis, interpreting the real goal of US AP policy as an evil goal with a 
devious scheme has surfaced. 

The 'evil thesis' is principally based on the words and deed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Japan echoed by the hawkish US opinions all 
having their respective historical origins. The current leader in Japan, 

rd,Prime Minister Abe Shinzo (33  post WW II) seems to be the pivoting 
force propelling a “Pivot' policy opposite to the 'peace pivot or peace 
thesis' discussed in the last column – the real intention of US pivot 
policy is genuinely for maintaining peace. Prime Minister Abe Shinzo is 
not a genius in economics; unfortunately, his 'three arrows' economic 
policy has basically faltered in failure. Worse than unfortunate, Abe 
Shinzo inherited the 'will' from his grandfather Nobusuke Kishi (A class 

thA war criminal surfaced as Japan's 6  PM post WW II after the Allied 
Occupation ended and the purge of war criminals was fully rescinded in 
1952). Nobusuke's will is 'to revive Japan's military might and glory'. 

thAbe believed since his first short lived term of PM in 2006-7 (27  post 
WW II) that the military power and war is the fast solution to Japan's 
problems and to reversing Japan's declining role in the world. This 
hawkish and legacy concept is dangerous but real so long the tenacious 
Nubuske 'will' is continuously hanging over Abe and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

No doubt, the U.S. is feeling threatened by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to surpass her economy. To some hawkish thinkers in the US think 
tank, this feeling coincides with the current 'China Threat' view 
promoted by the right-wing politicians in Japan. Neither Japan nor the 
U.S. hawkish right-wing would accept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no 

matter how many times and how many ways the Chinese leaders stress that 
China wants nothing but a peaceful rise. The 'China Threat' view shared in the 
right wing of the U.S. and Japan are not based on the same logic and 
principles, however. In Japan, the logic is simply derived from the Nobusuke's 
will, that is, Japan should have been the victor of WW II. The U.S. was lucky 
to have developed the A-Bomb first. China never defeated Japan, China 
should have been occupied by Japan just like Taiwan and Manchuria had 
been. Japan's future is to ally with the U.S. and return to military power and 
eventually defeat China and then the U.S., ultimately returning Japan to her 
pre WW II glory.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U.S. the logic is simply inherited 
from the Cold War, making enough trouble around any rising power 
(disagreeable regime)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so it will not be able to rise to 
threaten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or even to make it to collapse) There were 
ample examples in history lending credits to the previous statement. In the 
case of China, the logic is that her high growth rat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must be quenched. A stagnant economy in China would be most desirable so it 
would not be able to surpass the US economy. This US hawkish view is 
selfish and insecure but understandable from the cold war legacy. On the other 
hand, the Japanese hawkish view (opposite to some of the Japanese business 
leaders' wish to support a 'peace pivot') is dangerous and threatening to 
mankind including Americans and Japanese people themselves.

When Nobusuke struck a deal with the U.S. signing the US-Japan 
Mutual Cooperation Treaty, the Japanese people opposed and protested. The 
U.S. wanted to tes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rotest ended up causing President 
Eisenhower to cancel his visit to Japan. Nobusuke later had to resign from his 
Premiership. In a deeper analysis, the Japanese people then loved their Pacifist 
constitution and still do today despite of the right-wing administration's effort 
to re-educate the Japanese youth about Japan's war history. Although 
Nobusuke lost his job, he nevertheless succeeded in planting his long-term 
strategic goal - to rely on the U.S. for defense till Japan is strong again. 
Nobusuke's 'will' to nurse Japan back to a 'normal' country (meaning restoring 
her past glory) has become the central long-term goal to be carried out by his 
grandson Abe Shinzo. 

Japan as a nation has fostered a belief that the Japanese people (Da 
He Race) is a superior race, brave, intelligent and hard working but heaven 

has dealt them an unfair environment, small island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Hence Japan must expand from their islands through wars; to this day, the right-
wing Japanese still interprets WW II as their sacred war to undo the injustice that 
heaven had unfairly given the land and resources to inferior races rather than to 
the deserving Da He race. Indeed, the Japanese is a hard working race, diligent 
and persistent turning from copy maniac to innovator, thus Japan has risen in 
economic size and in manufacturing power including military manufacturing 
despite of her limited resources. However, the world surrounding Japan has 

thadvanced too. China and Korea have not been standing still since the 19  century 
especially post WW II. So Abe's chance of carrying out his grandfather's will is 
very slim except one wishful thinking that is to drag the U.S. into a war conflict 
with China. This is the Japan side of 'evil goal' of the 'Pivot'. The U.S. may or 
may not be fully aware of this Japanese tenacious 'will' power and the Nubuske's 
'will', but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US-Japan relations do suggest that Abe 
Shinzo has been so far successful in hijacking the US 'Pivot' policy to serve his 
long-term objective playing a 'China Threat' strategy to create a US-China 
conflict.

However, China is no longer a closed society under an ignorant Qing 
Emperor nor is China a Soviet-styl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th hegemony 
ambition to expand military ba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China has been cautious 
and worrisome about Japan's imperial ghost while she is quietly developing. 
Now China has risen and is fully capable of acting like a great country dealing 
with some of her not so peaceful minded neighbors. So long China is not 
carrying out a hegemony policy, the Asian countries are realists and eventually 
they will be smart enough to accept China as a beneficial trading partner, even as 
a collaborative infrastructure developer, and see through Japan's military 
ambition. So the Asian countries do welcome a genuine peace-oriented US 
'balancing' strategy in Asia, but the objective is stability (China has the same 
objective)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U.S. is encouraging Japan to rise militarily 
against a rising China and encouraging and creating many military alliances with 
and among Asian countries inducing arms race does give arguments to the 'evil 
thesis' to interpret the US 'pivot' policy having an evil goal, that is to pit Japan 
against China leading to war for mutual destruction, careless about its 
consequences to Asia. This is the US side of 'evil goal' in the 'evil thesis'. 
Which thesis should we believe? As matter of fact, it is not important what we 
believe, it is important that American citizens can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the US 
'Pivot' policy is heading toward and what desired result we would like to see. At 
this moment, the evidence seems to point the 'pivot' to an evil path. 

In the next column, we shall continue our analysis and further examin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wo theses and discuss how an American citizen should 
help influence the US 'Pivot' policy. 
(To be continued on issue #97.)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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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Real Goal of the US AP Policy? Evil Pivot (II)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2015年

《年會》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秘書處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2015年度
6月14日之6月15日活動計畫：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2015年1月24日在香港召開15年

度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決定了今年6月在大陸福建廈
門舉辦紀念抗戰70周年座談會、民間保釣發展研討
會，及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年會，最後全體參會人員
（兩岸四地及海外）一起舉辦街頭宣傳活動，活動
時間兩天、（6月14日----6月15日）具體安排如下：

6月14日上午：9點----12點召開抗戰勝利70周年座
談會，

6月14日下午：2點---6點召開民間保釣運動發展研
討：

6月15日上午：9點12點舉辦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年
會

6月15日下午：3點—7點在廈門書法廣場舉辦宣傳
活動。

第一：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座談會：
會議議題主要圍繞1945---2015抗戰勝利70周年進

行：
第一：首先圍繞抗戰勝利70周年活動，在會場舉

辦圖片展。
第二：宣揚愛國主義同時如何於民間保釣運動結

合起來。
第三：抗戰勝利後，勝利成果沒有得到確實落

實，具體體現在釣魚島問題上。今天釣魚島爭端應

屬於二戰遺留問題。
第四：在回顧歷史的同時結合釣魚島問題展開座談

及中日兩國戰後關係發展：
參與人員：世保全體理事、分會理事、會員、及特

邀嘉賓。
第二：民間保釣運動發展研討
民間保釣運動經歷了四十多年，釣魚島問題也在不

斷變化，特別是在2012年日本企圖通過國有化釣魚島
從法律層面完善對釣魚島的侵佔中國政府被迫出手在
各方面進行反擊，特別是對釣魚島進行常規巡航，打
破日本對釣魚島的侵佔，從完全被動局面到目前在釣
魚島的相持局面。民間保釣運動面對目前新形勢，應
積極改變思路，從新定位，並通過這次研討，探索出
一條適應新形勢下的發展方向。

第一：民間保釣運動目前的現狀。
第二：如果重新定位民間保釣運動。
第三：民間保釣運動和政府之間的關係。
第四：探索如何發揮民間保釣運動的作用和功能。
第五：民間保釣運動和整個愛國運動之間的關聯。
參加人員：世保全體理事、分會理事、會員、及特

邀嘉賓。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2015年

《年會》
一年一次的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年度會議將與2015年

6月15號在廈門召開。
年會召開地點：大陸福建廈門市東山社8號
參加人員：世保全體理事、分會理事、會員、及特

邀嘉賓。
年會由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秘書長李義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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