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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終於捨棄台灣和大陸建交
了，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卻因為
小英的錯誤兩岸政策而發生了，而
蔡政府的宣示除了指責大陸以外也
了無新意。 如果小英繼續這種不戰
不降不和只想拖的兩岸政策，則國
際情勢的發展和大陸的迅速全面崛
起將使得台灣面臨四面楚歌坐以待
斃的境地。 

巴拿馬早在幾年前就強烈的表達
與大陸建交的意願，但是當時因為
馬英九當政大陸不願意給馬帶來困
擾，力勸巴方擱置此問題。 蔡英文
執政後一方面回避"一中原則"，另
一方面縱容島內台獨力量不停的制
造事件傷害一中紐帶，去年訪問巴
拿馬時又在留言簿上寫下臺灣總
統，變相在國際場合挑戰大陸"一中
"底線，終於自取其辱而有今日的結
局。

小英的如意算盤是以拖待變，寄
望美日和大陸的關係惡化，然後加
入美日的反華同盟以對抗大陸，沒
料到國際形勢大變，川普當選美國
總統，拋棄了奧巴馬和希拉蕊的許
多內外政策。 而今中國正在迅速崛
起，展示一個以和平發展互利共榮
的新的發展模式，得到世界許多國
家的支持，領導世界共同建設一個
更合理的未來，此時美國（日本只
能跟著）不可能公開支持小英的任

何違反"一中"的舉動。 因此，兩
岸平衡正在朝著對小英更不利的
方向變化。

為什麼小英寄希望於美國來對
抗大陸是注定要失敗的呢？必須
分析川普所面臨的處境。

川普上任後，由於高調宣示要 
"清乾華盛頓的沼澤"，打破跨越兩
黨的利益集團對美國國家機器的
控制，因此在美國國內遭遇了美
國以前的總統都未曾遭遇過的挑
戰：不僅許多政策，包括邊境管
控，奧巴馬醫改，稅法革新等都
無法實施，甚至"通俄門"事件延伸
到他的司法部長，Jeff Session和他
的最心腹的顧問，他的女婿  Jared 
Kushner。 

川普的外交政策方面也面臨許
多困難： 1.美俄關係不僅不能如
他 所 希 望 的 改 善 ， 甚 至 將 更 惡
化。 2. 美國和歐盟的關係將漸行
漸遠。 3.中東的穩定面臨更大的
挑戰，如近日圍繞著卡達爾和以
沙特為首的眾多阿拉伯國家斷交
事件所顯示。 4. 敘利亞及阿富汗
的反恐情勢將更加嚴峻。 

今後一年川普必須迅速的展現
成果才能打出重圍，重振他的威
望，否則他會提前變成一個跛鴨

 

◎張文基
總統，而與中國合作解決朝核危
機是他解困的最大希望。預期川
普將更加珍惜與習近平已經建立
的良好關係，共同合作以和平的
方式照顧到各方，特別是朝方的
根本利益，迅速解決朝核危機。 
此外，與中國合作解決美國經濟
問題是美國精英階層所樂於接受
的。最近的美艦機闖南海東海事
件只是美國軍方鷹派人士的一些
舉動，既沒有改變現實的能力也
沒有任何長遠的意義。 

小英的做法讓我想起1857年第二
次鴉片戰爭的六不總督，兩廣總
督葉名琛和他的名言：不戰、不
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戰敗被俘後他不食英人食物，效
仿周代伯夷、叔齊兄弟倆，活活
餓死在印度的加爾各答。 雖然葉
名琛死得還是壯烈的但是他以封
疆大吏卻不諳世界大勢，不能知
己知彼，最終害了百姓，害了地
方，害了國家。 

世界正在巨變，在歷經亙古未
有的巨變後，我們有幸見到中華
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復興。 寄望小
英睜開眼睛正視世界，擁抱民族
認同，迅速改變兩岸政策，否則
只有坐以待斃。

全國人大代表、台灣同學會會
長，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的夫人
陳雲英率台灣同學會代表團一行五
人於6月7日來到洛杉磯進行訪問，
並 在 8日 與 "美 中 論 壇 社 "和 "（ 美
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的
學者們及南加州的多位"老保釣"朋
友進行了座談研討。就彼此關心的
問題進行了坦誠的交流。 

中美論壇社長張文基教授熱烈歡
迎來自北京的台灣同學會代表團，
並向來賓介紹了"中美論壇社"的成
績和發展特色等情況。 

張文基表示，今天與會的朋友絕
大都是幾十年來，致力於促進兩岸
統一與中美友好的夥伴，同台灣同
學會有著類似的成長經歷和同樣的
抱負。我們從廿出頭的青春年歲就
投身保釣運動，後又積極參與促進
中國和平統一事業，雖然面臨許多
失望和打擊，卻一直保持著對中華
民族復興的熱情和信心。我相信我
們和台灣同学會的朋友們都會尽我
們的能力，知识，經歷和智慧共同
為建立更美好的未来中國和美中關
係而努力。

陳雲英向大家簡要介紹了"台灣
同學會"情況。她表示，"台灣同學
"會由從海外回到 祖國大陸定居工
作的台灣留學生、專家、學者及常
住大陸的台灣專家學者組成，於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成立。多年來，
抓住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有利機遇，
為深化兩岸交流、廣泛團結台灣同
胞作出了實實在在貢獻。

台灣同學會還個特點，每個人都
有台灣背景，在台灣生在台灣長。
目前在大陸拿到博士學位夠資格入
台灣同學會大概也就兩千人。但會
方還是保持我們的標準，加入台灣
同學會必須愛國有成就，必須有博
士學位，必須至少是副教授。然後

經由會員推薦經由理事遴選，投票
通過。 

陳雲英表示，前不久，習近平總
書記和特朗普總統莊園會談，習近
平指出："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
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
關係搞壞。" 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家
領導人做好了跟美國長期合作的準
備。中美兩國的關係其實是密切
的，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拆散的。
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能夠
互利共贏。在"一帶一路"的政策引
導下，我們做了五年了。十二、五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20年要掃除
貧困。你現在回到大陸，你會看到
真 的 是 一 家 一 家 的 在 "精 准 扶 貧
"。2020年 我 們 能 夠 實 現 6.5%的
GDP增長，人均的年收入達到1.2萬
美元。 

陳雲英指出，中國崛起為中華民
族的青年一代提供了極佳的獻身社
會發展的機會，而中國崛起又為兩
岸青年知識精英創造了良好的個人
發展和成才的機遇。作為台灣籍全
國人大代表，陳雲英提交的《關於
出台高校引進台籍教師指導意見的
建議》提到，國家級基金項目應向
台籍研究人員開放。得到年內將落
實該建議的肯定答覆。實際上，今
年5月以來，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
金、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科技
重大專項在內的國家科技計劃項目
和國家社科基金陸續正式面向台籍
研究者。 

台灣同學會副會長黃信瑜建議，
在對台交流合作方面，應該更多的
鼓勵兩地青年、學生之間的交流，
鼓勵更多未曾來過大陸的台灣青年
來學習交流。

*此文節録自中評新聞6月10日。
附照片兩張：

巴拉馬和台灣斷交的警示：巴拉馬和台灣斷交的警示：

兩岸青年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大中國兩岸青年共同建設一個美好的大中國

◎宋楷文

最近幾個月來朝核問題一直是各
國新聞媒體報導和智庫的熱門話
題，但是很少從朝鲜的角度看問
题。

筆者認為要解決朝鮮擁核的問
題，首先應該客觀地分析朝鮮為什
麼發展核武。 

蘇聯於1991年解體，朝鮮失去了
一個有力的靠山，次年中國在朝鮮
領導人金日成一再反對的情況下與
韓國建交，讓朝鮮倍感國家安全失
去兩個重要後盾，必須自求多福，
強化核武的發展是必由之路。其後
朝鮮在金正日與金正恩的領導下，
核武與導彈試驗不斷，讓美國、日
本、韓國感到"不安"。於是國際輿
論壓力排山倒海地施向朝鮮，希冀
朝鮮首先停止核試，然後完全去
核。

朝鮮是因為保衛國家安全，同時
為穩固金家政權而發展核武，現在
來自以美國為首的外界壓力提到了
歷史新高，這就是說把朝鮮的不安
全感也提到了頂點，同時美國又半
公開的謀劃定點清除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朝方已宣佈破獲美國主導的
一個刺殺計劃），在這樣的情況下
希望朝鮮放棄核武？ 期望朝鮮交出
它安身立命的護身符？任何有點邏
輯推理能力的人都不可能相信這樣
的行動會有成功的可能。對金正恩

來說一旦决定豁出去，首先它會
用 常 規 武 器 徹 底 摧 毀 韓 國 的 首
爾，同時用核彈清除掉日本的東
京，以及美國在韓國與日本的軍
事基地與設施。當然，在此同時
朝鮮也會被夷為平地。但光腳的
不怕穿鞋的，美國會來拚嗎？

金正恩經過數年努力才穩定下
來的領導地位，在外敵大軍壓境
的情況下必然得到空前的提高。
全朝鮮的軍民必然會敵愾同仇團
結一致抵禦外侮，任何謀刺金正
恩的行動必然會被察覺而以失敗
告終。

"朝鮮半島無核化"是一句相當
抽象的話，在沒有任何外部條件
的陳述下，只能理解為一個遠期
的政治理念，而不是一個近期可
實現的行動計劃。什麼樣的外部
條件才能讓朝鮮去核？國際間強
國可以恣意轟炸無還手之力的弱
國？進而進行政權更迭？如同美
國在利比亞、敘利亞進行的軍事
行動？還是一個大國小國平等互
惠的國際環境？時間次序上是讓
擁核小國先去核？然後擁核大國
再去核？先去核的小國是不是就
等著挨揍？無核的利比亞、伊拉
克、敘利亞不都是鮮活的挨揍例

子嗎？利比亞強人卡扎菲在2003年
同意停止了核武試驗與發展，成
了 小 國 去 核 的 模 範 生 ， 然 而 在
2011年美國挑起的利比亞顏色革
命，不但推翻了卡扎菲政權，而
且要了他的命。在動盪的局勢下
卡扎菲在最後的演說中提到："金
正日會看著我笑！" 這對小國去核
提供了一個鮮活的反面案例。

筆者認為在當今世界的局勢下
根本沒有客觀條件要求任何一個
國家去核，充其量可以要求其停
止繼續發展核武及飛彈。不是大
國強國不想讓它們去核，而是如
何做得到的問題。到目前為止世
界上也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因
外力施壓而去核的。以色列、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不 都 是 擁 核 國 家
嗎？

美國以世界第一強國的實力應
該不會恐懼朝鮮的區區核武會威
脅到本土的安全，那麼這樣咄咄
逼人的壓迫朝鮮所圖為何？恐怕
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所幸目
前中國處理得當，雖然在外交辭
令上說著"朝鮮半島無核化"，但恐
怕真正的力量是用在促使衝突的
朝美雙方坐下來談判，這不，美
國和朝鮮代表在歐洲開始密談了
嗎？

韓國新當選總統文在寅對朝鮮
政策較為溫和友善，而朝鮮這次
派了代表參加五月中在北京進行
的"一帶一路"峰會，顯示了它融入
世界經貿活動的意願。希望朝核
風波就此逐漸平息，東北亞和平
曙光再現。

Abstract
   The two great nations, the U.S. and China are currently undergoing very rapid 
changes. If you follow the media, you will find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 seems 
to be yo-yoing up and down like a roller-coast ride in the past years and recently 
turning worse from better. The U.S. and China have been changing very 
differently in the past two and half centuries and they are fast changing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o underst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ir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n 'changes' the two large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alone' and 'together' as they have become two great 
nations on the same world stage.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ne can fully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how the current events are happening and how they are 
relating to the U.S. and China and their fast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that 
understanding, the two great nations can find win-win opportunities which are 
essential for achieving mutual benefits and friendly relations.  

◎佟秉宇

強身不是指強壯個人身體，而是
指整個台灣，包括全台灣人的身體
健康，生活舒適，經濟繁榮和未來
幸福，而強心就指的是台灣人的心
態，對人對事的看法，觀念和願
望。所以我們先闡述強軍，再談強
心 和強身的問題。

為什麼台灣不該強軍？強軍的目
的是打仗或防打仗，歸根結底，台
灣要考慮的是要不要，會不會和能
不能打仗。台灣人大多數流著華夏
的血，有中華文化的薰陶，

佔

衛反擊。全球大
多數中小國家對此已很有認識。二
戰后美國以積極反共為國策，怕共

中國與俄國不同，除非被逼，
中國不願也不會打仗。美國越強
軍， 中國就會被逼也強軍。

除非被逼出手，大陸不會打台
灣，台灣的軍力也根本不能跟大陸
打，那為何要強軍？光復大陸？不
現實吧！買軍火強軍等於逼大陸早
日武統，讓美日賺台灣的血汗錢，

絕不是
好戰的人民。所以絕大多數台灣人
不要也不想打仗。雖然台灣被好戰
的日本軍國強 了五十年，也不致
於把台灣人都變成好戰者。當今兩
岸情勢及國際環境是趨向于不會打
仗的。中國的不先動武的政策行之
有年，動武必為自

產中國擴張，但半世紀以來，美國
已經從反中，鬥中，防中走到和中
的外交路線，為什麼？美國已經認
識到

最終台灣人一定流血犧牲。所以
台灣不能打仗而應採取政策保持
大陸不武統的路線。台灣不強軍
就是該政策的基本條件。

反中是走打仗的路，反華是走
忘祖的路最終也必走向武統。強
軍打仗是一條不歸路。台灣為了
自身康泰，未來民生富裕，生活
幸福就必須強心。強心是加強自
己的信心，對民主的信心，對未
來和平統一的信心。 這個信心必
須建立在大多數台灣老百姓的共
同信念- 那就是去掉反中反華的思
維，不強軍打仗，求和平統一。
本著這共同信念實行真民主來加
強民主信心。

在兩岸不打仗求和平統一的前
提下，台灣的真民主不但能主導
台灣的和平發展前途，也能引導
大陸的和平發展未來。共產黨永
不變嗎？事實證明共產黨會變， 
一甲子來已經變了很多，現在在
變，還會繼續變。共產黨雖一黨
獨大但對民主卻非常了解，對人
民的力量更為了解。共產黨靠人
民的力量建立，更知道人民的力
量可以毀掉它。在中國一國多制
的原則下，共產黨的監督和改進
會有更大的能量。小小香港對大
陸的影響和大陸對香港的幫助就
是樣版。最能體會到香港回歸后

的壓力是新加坡，台灣會看不到
嗎？所以台灣并不定要許多黨，
而是要真正為人民服務受人民控
制的政黨和制度。台灣要向這種
真民主走，大陸，整個中國也會
向這條路走。

強身指的是全台灣人的身體健
康，生活舒適，經濟繁榮和未來
幸福。強身是目的，強心和不強
軍 是 意 識 和 政 策 。 不 強 軍 不 打
仗，即可專注經濟。強心可以建
立 對 真 正 民 主 及 和 平 統 一 的 信
心。在這種信念下，強身的目的
是可以達到的。台灣不花血汗錢
買軍火，省下的錢就可以投資在
基礎建設，和研發創新上台灣未
來的經濟在和平統一的路上是寬
敞的，大陸地大人多，台灣近水
樓台，經濟開發有利也互利。與
其讓台灣青年到南亞或東南亞去
打 工 賣 命 ， 不 如 去 大 陸 謀 取 事
業。台灣比大陸在經濟開發上起
步的早，在兩岸和平統一的信念
和信心下，與大陸各省合作發展
機會會很多， 真民主的運行發出
的正能量會很大。台灣人就是中
國人，中國的壯大會帶著台灣一
起壯大，台灣的進步就是中國的
進步。

所以台灣人該認清本末，不要
浪費公帑去強軍打仗，要去掉反
中反華的邪念，致力於强身强心。

台灣要強身，強心但不該強軍
◎張一飛

歡迎陳雲英及台灣同學會代表团

台灣同學會會長陳雲英（中）和美中論壇社張文基（右）范湘濤
（左）交換自己的著作和紀念品。

台灣同學會會長陳雲英率台灣同學會代表團一行五人與"美中論壇社"和
"（美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盟"的學者們及南加州的多位"老保釣"朋
友進行了座談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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