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太平洋地區事務研究中心出版的
《琉球問題與國際法》已經出版了。這本

叢書收集了33篇論文及相闗資料，是研究
亞太事務的重要參考書籍。本期介紹編者

傅崐成的一篇有關兩岸應如何處理釣魚台海域的文章。
作者郭岩華經常在強國論壇－人民網等發表評論，本期就美國政府

高層（現在又加上最高層的歐巴馬總統），頻頻發表偏袒日本的言論
提出批評。

日本外務省猛增48%宣傳經費，用來宣傳釣魚台與獨島是屬于日本

的。謊言説一千篇真的能成為事實嗎？請看本期 Dr. Wordman（張一
飛）的點評。

  本期責任編輯陳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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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和回響，作者文責自負，請留真實姓
名，地址，電話，不改稿，不退稿，不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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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美關係上有些波折，令
人擔憂。

從長遠看，中美攜手合作是雙
贏 ， 應 該 是 雙 方 盡 力 追 求 的 目
標 。 中 國 在 當 前 對 立 中 損 失 較
大，勢須主動努力，引導和促進
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不能被動地
隨外界因素牽引，特別是不能讓
心懷叵測者（日本）挑撥，任讓
中美關係下滑。這不但關係到中
國未來的長遠安全與幸福，也是
美 國 和 全 世 界 安 全 與 幸 福 之 所
繫。

任何人到中國一行，都能感覺
到中國人不但不反美，而且很親
美，對學英語、留美和移民美國
很熱衷，對美國品牌的貨物非常
欣賞；即使黨政高級幹部也不例
外。中國早已主動地參加以美國
為首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國的國
內生產和國際貿易，都已經是現
行國際經濟體系的一環。即使純
國產的貨品，往往取英文為名，
有利於銷售。

歷史上中國和美國本來是朋友
而不是敵人。中美友誼勝過與其
他國家的友誼。反美是二戰後外
來的因素造成，原因有三：

 a.在中國大陸跟著蘇聯走的時
期，中國跟著蘇聯反美。

 b.日本的挑撥離間：日本戰敗
後，狼子野心並沒有改變，對中
國仍然野心勃勃，更忌恨中國的
成長必然會取消日本在遠東和西
太平洋的霸權。所以經常在國際
上挑撥離間，制造中國威脅論，
極力使美國相信中國崛起將挑戰
美國。

  c.中國近三十年來成為一個新
興國家，使得美國在傳統國際鬥
爭的思維下，擔憂中國將對美國
的世界霸權挑戰。

這三點都是可以扭轉的：
a.蘇聯已經不存在，中國不必

再執行前蘇聯定位的政策。蘇聯
傳入的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文化
格格不入，現在相信那種意識形
態的人已經很少。除了若干官方
出版物外，幾乎看不見親蘇的痕
跡。中國不必繼續空唱與現實不
符的意識形態口號，在外交上自
我捆綁。

中國必須在俄國和美國之間保
持平衡，任何偏向，投入任何一
方的懷抱，以任何另一方為假想
敵，都極為不智，對中國不利。

b．日本日夜憂心的是：在它和
中國之間，時間因素對它不利。
幾十年後，日本將不戰而屈服。
所以日本越來越感到迫不及待，
必須積極向中國挑釁，在中美間
和在南海挑撥離間，製造擦槍走
火事件，乘機利用與美國的軍事
結盟，打擊中國。日本決不會讓
中、美走近，中國就更需要拉近
中美關係。

日本積極玩弄陰謀，早晚必將
暴露，遭遇反彈。日本的歷史、
文化、和擴張主義證明，它是不
可靠的朋友。日本的親美，是處
心積慮的策略。中美友誼比美日
友誼真實而可靠。中國應爭取改
善中美關係，不讓日本主導。

 c．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傳統、
地緣因素等，使中國沒有擴張野
心，也不必有那種野心。自古中
國的文化就是保守自衛。中華的
擴張精神只有在兩千多年前的西
漢曾曇花一現，然後就消失了。
以後凡是爆發積極精神的朝代，
都是因為邊疆民族的戰鬥精神主
導了中原大地的結果。那幾個朝
代只能維持幾十年的盛世，隨著
帝王和貴族家族的漢化，對外的
積極精神也隨之消失。這種消極
的國際精神，對於大帝國的對外
擴張而言是個弱點，但是對於維
持國際和平而言則是優點。中國
近代的痛苦經驗，使得中國人痛
恨侵略行為。資源貧乏，也是限
制 中 國 有 任 何 妄 想 的 決 定 性 因
素。

因此，中國根本不具有與美國
對抗，爭取所謂世界霸權的企圖

英 國 和 法
國 ， 它 們 的 政 治 制 度 就 和 美 國 不
同。

和能力。所謂中美之間必然會有大
國對立的論點，是不成立的。

中國應主動爭取與美國的合作，
包括外交合作，軍事合作，經濟合
作，教研合作。

  1.外交合作是主動表示願意協助
美國維持東亞和平與穩定。如果不
能公開說，可以實際上與美國達成
一定的諒解。中國可以協助美國解
決朝鮮、釣魚臺群島、琉球、南海
各種問題，以及在聯合國內和區域
性框架內合作處理長年不解的各種
全 球 性 問 題 ， 如 氣 候 、 汙 染 、 資
源、衛生等等。

脫離蘇聯，不表示投向美國。各
國自有其傳統和制度，絕不必要向
美國"一邊倒"。政治的民主制度，各
國不可能相同，美國並非唯一的標
準 。 老 牌 的 民 主 國 家 如 英 國 和 法
國 ， 它 們 的 政 治 制 度 就 和 美 國 不
同。

2. 軍事合作非常關鍵。應當促進
與美國的軍事交流，合作，交換，
軍購，聯合演習，聯合防恐等等。
軍事合作表示互信和互助，軍人的
交流和武器硬件軟件的合作與互通
能減少猜忌，減少誤判，進而促成
和推動軍事以外各方面的合作。

中美軍事合作，有防止日本挑撥
離間、抵消日美軍事聯盟的作用，
達到對日"遠交近防"的目的（見20期
文）。

中美共同維護世界和平，但不宜
參加東亞-東南亞以外的軍事合作活
動。讓美國擔任世界警察，世界盟
主。

中國尊重美國作為世界老大的地
位，必須在軍事上讓美國保持其遙
遙領先的地位。這種退居第二的策
略，可為中國節省人力物力財力，
避免無窮的國際麻煩，有利無弊。

中國應歡迎美國在日本駐兵：既
是協防，也是控制。日本無時不想
脫離美國的保護傘，重整軍備，打
擊中國，囊括中國和東南亞的人力
物力資源而為世界一級強國，與美
國爭勝。美國的駐兵有助於抑制日
本擴軍，維持對日本的約束。

中 國 也 不 必 反 對 美 國 回 到 東 南
亞，而是與東盟合作，歡迎美國參
與，維持南海和平。中國的長遠國
策，必須是與越南和菲律賓以及整
個東盟結為永久性的親密盟國，不
是敵國。中國只能多方面設法結交
越、菲而不能打壓它們。打壓它們
不但將失去兩個最重要的與國，而
且會引起連鎖反應，東盟自然會引
進日美以自保。那將是日本煽風點
火，促使鄰國與中國作對，乘機進
入南海的陰謀得逞。中國不可以授
日本以柄。抑制日本和抑制南海國
家的過分行動，只能靠美國。南海
和 平 安 全 ， 最 大 的 贏 家 當 然 是 中
國。

如果沒有美國的存在，各國有可

A well written and penetrating article, Treacherous Triangle by 
David Gordon and Jordan Schneider, 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 
(5/22/2014) is one of the few level-headed essays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in relation to Russia and China. It correctly stated that the new 
Cold War being staged is different from the old Cold War. China is in a 
position to play of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gainst each other for 
her desire and benefit to rise peacefu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play Off China and Russia as happened in Cold War I 
collapsing the Soviet Union. However, in this treacherous triangle, 
something need to be said about each's new position and what may be a 
new dynamics. Naturally, no one has a crystal ball that includes Obama 
(and whoever follows him), Putin and Xi, but it may be wise to speculate 
and draw out more discussions so that the future dynamics of this triangle 
may be somewhat guided with reason and wisdom rather than pure 
emotions and guesswork.

A triangle is a simple figure which can be easily described and 
comprehended by words, say three balls connected with sticks. Let's say, 
the triangle in the first Cold War was formed by the U.S. (With NATO), 
The Soviet (with Warsaw) and China. The U.S. was clearly the heaviest 
ball occupying the top tip of the triangle with her weight pressing on the 
bottom two balls, the Soviet, a larger ball on the left and China a smaller 
ball on the right. The U.S. With her deep rooted anti-communism 
national policy was applying the pressure against the Soviet and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60's, when China had enough a taste of communism or 
experimentation of socialism, she developed her strong will to build her 
nation, thus splitting from th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union led by 
Russia. This weakened the stick holding the two bottom balls together. 
Even though the Soviet was a heavy weight but never the less was no 
match for the U.S. and NATO. The Soviet Union eventually collapsed in 
1990. In the meantime, China was 韬光養晦, plotting her own cour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ietly and successfully to the new century.

A quarter century later, China has risen to be the number two 
economy of the world, Russia was weakened but awakened to charge 
a nationalistic come back plan.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maintaining her superpower position, the expensive and somewhat 
aimless wars have drained her wealth and energy, now carrying a 
huge debt with a weak economy. So the new triangle has changed. 
The three balls do not have much difference in weight anymore. 
NATO is deflated along with Europe. Russia is struggling to come 
back from isolation. China has gained sufficient weight and is 
propped up by the U.S. and Russia to be at the top tip of the triangle 
now, while Russia is still at the bottom left and the U.S. is at the 
bottom right. In this new triangle, the dynamic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old War I triangle, where the U.S. has been able to exert 
her full weight on the Soviet and China.

For all indications if not true at least by Chinese perception, 
the U.S. Is building a Cold War II scenario and strategy.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n Asian 'NATO' to surround 
China, even though disguises were made to cover the real intent by 
talking about trade and global economy (TPP). In the Cold War I 
triangle, the U.S. was at the top, she could tilt her weight to the left 
(more pressure on the Soviet) and relax on the right (ease the tension 
with China), eventually it worked to dissolve the communist union. 
In the Cold War II triangle, by circumstances,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ffort of the U.S. do prop up China to a heavier 
weight to be on the top tip of the triangle. Perhaps unintentionally, 
the US policy to China is stimulating China to build up her military 
strength. Using Japan in the 'pivot' is a fundamental mistake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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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alone can not be an Asian 'NATO' with her historical baggages. Even 
if The U.S. was able to wound up an Asian 'NATO', its relation to China 
would not be the same as the NATO to the Soviet. The behavior of ASEAN 
towards China gives plenty of clues. Sure, it might be possible that with 
money, weapons and time, the U.S. Could cultivate an Asian NATO against 
China, but time did not seem to be on the US side.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not take chances, hence, was forced to behave more assertively 
before the Asian NATO really taking form. In the meantime, the 'pivot' 
strategy is driving Russia to be more aggressiv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o 
get closer and warmer to China for mutual benefits. So it is the U.S.'s pivot 
policy that has created the unfavorable new triangle.

If we could rewind the time back, instead of a 'pivot' strategy, the 
U.S. maintained  her attention with NATO and cultivated a somewhat real 
win-win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n Russia would not have taken such 
aggressive stand and the U.S. and China would have developed a warm 
great-nation relationship.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new triangle 
would be rotated counterclockwise approximately 60 degree or more with 
Russia at the bottom carrying the weights of the U.S. and China. In that 
picture, the US foreign policy would be not only simpler, but more 
productive and less risky. China would have little reason to accelerate her 
military strength. Russia would be devoting more energy to her internal 
economical development. Japan would be less militant and her people less 
willing to revise their peace constitution. The Diaoyu Islands would not be 
a hot spot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entertain the arguments that 
Japan had to occupy Diaoyu Islands based on the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Jap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to contain China. Japan's 
territorial ambition towards the Diaoyu Islands would be in vain, since 
Japan has no legs to stand on from historical facts or from legal arguments.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would have an easier task to maintain global 
peace and prosperity with China positioned on her side in the new triangle.

We can not rewind the time, but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revise an 
erroneous strategy!

 Ifay Chang (Dr. Wordman), PhD,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and President, TLC Information 
Services

作者：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十餘年，現已退休，仍
致力於推動中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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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War I to Cold War II with A Changing Triangle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香格里拉對話》是想打造
人間樂土，還是孕育殺戮戰
場？

"香格里拉對話"是由英國國際戰
略研究所主辦的國際會議，正式名
稱為亞洲安全會議，始於2002年。
會議定期於每年五六月在新加坡香
格里拉酒店舉行，因此取名"香格
里拉對話"。

 "香格里拉"是英國作家希爾頓長
篇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虛構的
理想世界。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當
初選定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作為會
議場地，除了因為它是新加坡少數
地理位置合適，又有接待國際政要
豐富經驗的酒店外，或許也希望通
過對話，打造一個和平的"香格里
拉"。

同時值得讓人玩味的也正是一個
"英國戰略研究機構"舉辦的"亞洲安
全會議"，總所周知，新加坡曾是
英國傳統殖民地，東南亞、南亞大
部分國家也是英國殖民地，中國香
港也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甚至中國
部分地區也曾是英國勢力範圍，一
個老牌殖民國家打造的"亞洲安全
會議"能帶來多少安全值得想像！

一開始香格里拉對話不過是為遏
制中國，老牌列強們為維護在亞洲
既得利益而打造的影響力平臺，也
是為美國再入亞洲敲邊鼓的造勢平
臺。

香格里拉對話開始並沒有多少影
響力，中國為開闢多邊對話管道，
打造和平崛起形象，2007年首次派
出由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帶領
的高級軍事代表團參會，讓這個會
議再次受到矚目。2011年，日本開
始在東海掀起風浪，中國國務委員
兼國防部長梁光烈率團出席，提升
了香格里拉對話的代表性。不過，
此後兩年，中國沒有再派國防部長
參會，結果去年某國與會代表在提
問中要求與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向中國政
府反映，希望中國今年派更高級的
官員參會。

於是，今年的香格里拉對話同時
迎來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冠中和中
國前副外長、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
主任委員傅瑩。表示中國願意向世
界對話解決發展中產生的問題的意
願。

面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美國國
防部長哈格爾，香格里拉對話仿佛
就像是一場英美搭台定調的鴻門
宴。本屆香格里拉對話註定是"唇槍
舌劍"，爭議最激烈的會議。

在香格里拉對話之前，越南也在
美國的導演下，演出了一場民粹鬧
劇，表像是對中國九段線的不滿，
實質是內部發展問題的表現，也同
時是越南內部政治派系矛盾的爆
發。在南海，菲律賓在禮樂礁賴著
不走，賊喊捉賊，倒打一耙將中國
告上國際法庭，也為本次會議增添
了談資。

在此之前奧巴馬訪問日本，態度
曖昧，不願意重申《美日安保條
約》適用於釣魚島，避免刺激中
國，但是，同時強調了美日同盟關
係及對日本加強軍力的支持，同時
表示不支持單方面改變現狀。筆者
認為，美國是敲打日本不要再在釣
魚島惹事同時，用支持日本發展軍
備來牽制中國。

5月中國在上海舉行了亞洲相互
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會
議）第四次領導人會議（簡稱亞信
峰會）。亞信峰會把西方國家排除
在外，而亞洲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僅
是觀察員國，東南亞當中只有泰
國、越南和柬埔寨以成員國身份參
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會上提出
中國的亞洲安全觀：亞洲的事情要
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要靠
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要靠
亞洲人民來維護的。

很顯然，"亞洲安全事務應由亞洲
國家自己解決"直接杠上美國總統奧
巴馬重返亞太區的"再平衡"戰略。
中國再次清楚告訴美國，不要在太
平洋西岸瞎攪和。

習近平的亞洲安全觀被認為是中
國版的"門羅主義"或古代中國建立
的秩序。東盟國家一直希望能主導
本區域的事務，但中美角力使得東
盟成員國未能一條心，往往出現心
有餘而力不足的局面。

面對美國及其亞洲盟友，中國除
了繼續加強與東盟的合作，在香格
里拉會議上表明中國和平崛起的善
意及國家立場。也另闢蹊徑，大力
推動以中亞國家為主的上海合作組
織和亞信峰會，營造安全的後花園

因此儘管，中國有重塑亞洲安全
架構的決心，將美國影響力狙擊在
第二島鏈，許多因素使得中國不容
易構建其中國版的亞洲安全觀。香
格里拉會議註定成為中美影響力交
鋒之所！南海也必定成為中美硬實
力角逐之所！而日、菲、越等國不
過是在這場角逐中依仗美國。以強
硬姿態夢想謀取更多的利益而已，
最終會是什麼結果呢？

作者：王文軍，1968年6月生於
重慶，1989年8月北京航空學院三分
校肄業。從事過技術、銷售、管理
等工作。熱衷社會公益。2007年參
與保釣活動，現任世界華人保釣聯
盟網站(http://www.wcaddl.org)總
編輯。

香格里拉縱橫談香格里拉縱橫談
 ◎王文軍

甲午之恥，華人難忘亦不可忘。釣魚台必須要保。兩岸雖存政體爭議，
但是保釣可以一致。既然臺灣為百姓實際利益可以把主權擱置，與日本先
簽漁權。自然臺灣和大陸可以把政體爭議擱置，把保釣先簽一合作方案和
協議。這樣兩岸不但達到實際保釣效果，也對得起祖先和歷史，更對得起
兩岸同胞，不費一兵一卒可讓他國知難而退。兩岸及海外華人，請大家一
起來推動！

莫忘甲午恥 民團要政府勿自甘限縮 
中日甲午戰爭今年適逢一百二十週年，包含不同黨派老中青三代保釣人

士，早上上班時間聚集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五段銘傳大學校門口，高舉著
「莫忘甲午恥，還我釣魚台」紅底白字的大型標語，要求政府不可再自我

能走極端，出事後美國被逼還是
不能不出手。結果只有更糟。坐
收其利者是日本。

3. 經濟合作：中國已經是世界
經濟體系的一員。今後應參加美
國主導的各種經濟合作機制，避
免被排在外而形成對立。中國參
加世貿組織是明智的；今後參加
其他機制的正面效果也將大於負
面後果。

4. 教育科技合作，引進美國的
大學與研究所，參與中國的教研
項目，同時中國也盡力參加美國
教育和科研機構的各種長期研究
項目。雖然中國的國際教育政策
應覆蓋全世界，主要應當以與美
國合作為主線。美國的教育和科
技水平仍是世界第一，中國留學
生的首選目的地是美國，這是自
然的。需要建立更多制度性的、
建設性的交往。教育合作是加強
民間友誼的基石：青年人在共同
受 教 育 和 共 同 生 活 中 產 生 的 友
誼，日久彌堅，是和平與合作的
堅定基礎。

美國的教育、經濟、社會軟實
力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並且年年
吸收世界各國的精英人才達百萬
之眾。中國即使有心，開放全國
國民的開創精神，同時吸引各國
精英，融入本國血液，也不是百
年可以追趕得上的。美國應是中
國學習的榜樣。

最後，在中美關係上，中國理
應審時度勢，奉行禮讓原則。隨
著美國在全世界各地建立勢力和
影響力，美國也承擔著各種各樣
的責任、義務和風險。中國既不
擁有這些能力、人才、資源，也
沒 有 興 趣 去 和 美 國 爭 當 世 界 警
察。所以，中國對美國禮讓，是
合理的。

美國擁有西方"舊世界"的集團總
實力，還有英語民族在全世界海
洋上獨霸的實力。同時，美國周
邊穩定而安全，完全可以將絕大
部分戰鬥性國力投向遠方。中國
沒有任何一項可以比擬。中國禮
讓，是明智的。

中國的外交，應在美、俄間自
主獨立，最好是對雙方都采取尊
重、禮讓的態度，才合乎最大利
益。因此，中國對美國雖然采取
的是平等立場的國策，在實際運
用上，理應運用外交智慧，實事
求是，經常考慮謙虛、禮讓的原
則。自大自驕，處處對著幹，不
是最佳外交策略。

中 美 合 作 和 過 去 中 蘇 關 係 不
同，禮讓不會喪失本國的平等、
尊 嚴 、 利 益 、 與 幸 福 。 是 最 佳
的，雙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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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縮，要拿出捍衛歷史
疆域的政治擔當，確保
釣魚台跟南海島礁的主
權。

「 還 我 釣 魚 台 大 聯
盟」召集人、前原住民
立委巴燕達魯所領導的
抗議群眾，認為在北方
海域風雲變幻莫測的危
急時刻，政府卻長期退

臺灣舉行甲午紀念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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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緘默，幾近出賣國家主權尊嚴般
的麻木不仁應變，令人憂心如焚。

他們要求政府，勇於突破目前幾
近僵化的戰略思維，咬緊不可退讓
的國家尊嚴底線，不能再因鄰邦口
惠而實不至的小惠小利，自甘限縮
國家主權。

他們強調，官方如果再因循苟且
下去，不僅北方國土釣魚台會離開
台灣一去而永難復返，南海五十多
個島礁早已淪入他國之手的事實與
罪責，都會成為兩蔣之後，中華民
國歷任總統的重大恥辱。

銘傳大學今明兩天舉行一場「中
日甲午戰爭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學術
研討會」，這是台灣朝野各單位至
今唯一一場研討會，但舉牌人士認
為，這樣的研討會欠缺國家戰略視
野，政府應該有更積極有效的作
為。

「還我釣魚台大聯盟」成員包
括：台灣還我釣魚台協會、財團法
人城鄉改造環境保護基金會、中華
國家法治改造促進會、台灣綠能抗
暖化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釣魚台光
復會等團體；以及林佩芬、張弘
光、釋楊悟空、巴燕達魯、張俊
宏、習賢德等各界人士。(中廣新
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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