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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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ecent devastating riot in Vietnam has produced serious 
destruction, looting and burning of properties and factories (various 
reports: 2-21 dead, 100-140 injured and over 150-200 foreign 
companies damaged, Taiwan (120), South Korea (26), Japan (17), 
China (5), Singapore (3), Germany (1) and Malaysia (1)).  Not only the 
governments of Vietna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ll caught 
by surprise, all Asian countries were stunned and feared a war eminent. 
News reports and analyses immediately appeared attributing the riot to 
a complex sentiment beyond the trigger event - the Chinese $1 billion 
oil rig sent to South China Sea (Paracel, Xisha Islands) to perform oil 
exploration, encountering Vietnam's objection. The site of the oil rig is 
located 17 miles from the Chinese Paracel, a legal access for oil 
exploration, and about 120 miles from the Vietnam's Ly Son Island and 
180 miles from China's Hainan Island. The U.S. expressed concern and 
called the Chinese exploration provocative and other commentators 
linked the sequential events of Obama's Asia tour (April 2014, Japan, 
South Korea, Malaysia and Philippines), Chinese oil exploration (early 
May) and Vietnam's objection with confrontation at sea and the final 
riot in Vietnam (mid May) as a correlated chain events. Others offered 
more sophisticated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riot being broadly 
directed to foreign investments. China had begun evacuating her 
citizens from Vietnam.

Indeed, the sentiments and reasons of the riot could be very 
complex in view of the Vietnam hist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Historically, Vietnam (Annam) was a tributary (suzerainty state) of 
China centuries ago when China's influence as an imperial nation was 
far reaching but she did not always intervene (for example, the emperor 
Hongwu of Ming Dynasty ignored Annam's attacking Champa (South 
Vietnam)). The tributary states often behaved like rebels when China 
had her internal problems. In recent history, Vietnam like China was a 
victim of the western power, worse than China, being colonized by the 
French from 1884 to 1940's (France won the Sino-French war forcing 
China to recognize France's domination in Indochina). Japan invaded 
Indochina in 1940 and defeated France resulting in a brief Japanese 
control from 1944-45.  During WW II, Indochina was the military 
supply line for China, hence, Japan was determined to cut that off in 
order to accomplish her ambition of conquering the entire China then 
Asia.  Vietnam like China was also a victim to the Japanese invasion. 
When China was forc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o retreat to the 
South West, some military forces retreated to Indochina, ultimately 
becoming immigrants there till today. Chinese Communist army had 
ties with Viet Minh the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Vietnam added more evidence to her 

past, engaging in 'hate and/or love triangle' with other countries. These 
relationships, aligning with China to fight Japan, or with China to fight 
France, or with the Soviet to fight the U.S. were necessary to gain 
independence but nevertheless devastating to the people of Vietnam.  
Now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Vietnam should build warm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o promote her economy and to use it to resolve disputes in 
a peaceful manner. The following events should serve as lessons leading 
to the conclusion in the title:

‧ The Vietnem-France Indochina war (1941 – 1954): North 
Vietnam fought the French with hit and run Guerrilla warfare and 
French set up an independent South Vietnam (Saigon government) to 
resist with help from US financial aid and weapon technology. When 
Communist China gained control of mainland China and began to help 
the North Vietnam, they defeated the French resulting in a Geneva 
Agreement which supporte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sovereignty of 
Indochina, granted it independence from France, declared the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and foreign involvement in internal Indochina affairs, 
delineated northern and southern zones for opposing troops to withdraw 
to, and mandated unification by holding internationally supervised free 
elections in July 1956.  In 1955, Diem (South) rejected Geneva accord 
and got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Republic of Vietnam (South). The 
Soviet pressured the North to sign the accord.  There were definitely 
complex love and hat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s in this period.

‧Vietnam War with the U.S. (1956-1975): French left Vietnam 
in 1956 and the U.S. assumed responsibility to train the forces.  The 
Vietnam War lasted throughout five American Presidents, Eisenhower 
to Ford. The last American force left in 1975.  A bitter war ended with 
Vietnam becoming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hroughout the 
war, the communist China was righteously supporting the North 
Vietnam and the Communist Vietnam took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s 
their history lesson.  The Soviet initially refrained from getting involved 
but later stepped in and signed a defense treaty with the North Vietnam 
in 1965 as Sino-Soviet migrated to a split in the 60's.  In 1968, North 
Vietnam chose the Soviet's over China's aid hence Mao withdrew all 
Chinese personnel.  In this bitter war, the U.S. used the controversial 
'Agent Orange' (1962) which had left ecological damage in Vietnam and 
also gave a tacit approval of a coup deposing Diem and killing him with 
his brother (1963), but the U.S. also took in nearly one million 
Vietnamese refugees to the U.S.  Again there were complex 'love and 
hate triangles' involved in this period, lots of Vietnamese people 
died or suffered.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1975 - 2000):  There was Cambodian-Vietnamese War; People's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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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et Nam invaded Cambodia in 1978 and occupied her till 1989 
(infamous Cambodian genocide).  Then there was Sino-Vietnamese War, 
Vietnam started to invade Chinese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 (despite of 
its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Xisha Islands in 
1958), then the Chinese crossed the northern border in 1979; both sides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and maintained a sour relationship.  Vietnam 
then favored the Soviet over China, but its economy was in bad shape 
following the Soviet model.  In 1990, Vietnam exit from Cambodia and 
improv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ince 1991, 
mutually visits started and mutually recognized Cambodia.  In 1999, 
China and Vietnam helped each other with admission to WTO owing to 
a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t work.

‧In the new century (2000 -): 
1. China and Asean worked out a process of peaceful resolution 

and Guarantee against armed conflict (Asean did not voice any opinion 
on Vietnam's recent complaint against China)

2. Jiang Zemin visited Vietnam expanding trade and resolving 
outstanding dispute.

3. Bilateral trade increased from $32M in 1991 to $7.2B in 2004 
and to $25B in 2011, an obvious benefit of a warm bilateral 
relationship.

4. In 10/2011, Nguyen Phu Trong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visited China, but on 6/21/2012, Vietnam passed a law placing both 
Spratly and Paracel under Vietnam jurisdiction which prompted China to 
denounce it illegal and establish the Sansha City to include these islands.  
Is Vietnam engaging in a love or hate triangle again? 

5. 5/2013 Vietnam accused China of hitting one of her fishing 
ships.

6. Vietnam is seeking assistance from Japan to supply patrol boats.
7. 4/2014 Obama made the Asia tour. 
8. 5/2014 China sent an oil rig to Paracel, Vietnam confronted, 

then it evolved into the riots in Ho Chi Minh City. 
9. 5/21/2014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announced: will jointly 

oppose "illegal" Chinese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appears Vietnam is falling into another triangle heading to war? 

It seems that the above events were triggered by the US Pivot strategy 
targeting China.  Is Vietnam falling into a triangular trap? Since Vietnam 
has not agreed to form a military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nor 
Japan, perhaps Vietnam is wise enough to realize a warm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better than 

a treacherous triangle. 
A warm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better than falling in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
士時，褒貶未必現世定，蓋棺始
有定論局。

老朽不才，現在屬於半退休狀
態 ， 每 逢 一 、 三 、 五 ， 無 班 之
日，晨起無聊，常去對街麥當勞
和銀髮老友們，暫扮白頭宮女，
說古道今。主題既定，則各述己
見，有時集思廣益，亦能俾益匪
淺。偶聽奇聞異事，刷新觀感，
亦不枉咖啡一杯。

前日聚會，談及當年台灣蔣氏
家族之功過、軼事。然則功過大
事，自有後代歷史學家評價，老
朽人微言輕，末敢潛越，誑談功
過，不自量力也。於談及蔣族軼
事時，緣由老朽服務單位之故，
也 偶 有 涉 及 數 則 ， 純 屬 茶 餘 笑
談，飯後八卦爾，唯老友彭長安
正色質疑，謂老朽所言，純屬虛
構，惡意中傷蔣氏，其心可誅。
若此事証明屬實，彭公願擺酒一
桌，以示驚愕及慶賀！彭公云：
若此事屬實，真不敢相信蔣家有
如 此 之 思 想 結 構 ， 此 所 以 驚 愕
者。至於慶賀，則此類思想，如
今已隨其故主深埋荒坵，不復為
患人間也，豈敢不賀？但請客之
唯 一 條 件 為 ； 短 文 不 僅 鋪 於 網
上，且要在極具公信力之世界日
報副利公佈，始能使人信服，不
是 妖 言 惑 眾 。 故 此 ， 老 朽 雖 老
矣，且已多年不敢投稿獻醜，但
是，唯擔心傷及自身清譽及垂涎
難耐，才斗膽付郵，這飯吃不吃
得成，端賴老編之慈悲也。若能
邀老編入席，亦誠一快事！老朽
更願笑談孝文先生之英才痛失。

究竟何事？敢冒彭公虎威？看
官且步入時光隧道，作一現場直
播，始有參與之實体快感。

時間：一九七零年盛暑。門診
時 間 ， 全 体 醫 護 忙 於 緊 鑼 密 鼓
中。

地點：台北石牌榮民總醫院，
牙科門診部。

人物： 出場序   
王健民 （牙科總技師，皆暱呼

其為 “ 牙科王”）
老曾  （牙科工友）
老朽 （時任牙科總醫師）時年

卅一虛歲，可稱“ 小朽 ”。
全部對話：
牙 科 王 ： 老 曾 ！ 主 任 房 間 電

話！主任不在，去接一下。
老 曾 ： 總 醫 師 ！ 找 主 任 的 電

話，主任不在，說要找你。
小朽：喂！我是周總醫師，對

不起，惠主任不在，請問您是那
位？

對方：我是孝武辦公室。
小朽：噢，久仰，請問您找主

任有什麼事嗎？
對方：你們榮總牙科是怎麼搞

的？說要派人來，到現在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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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 ~彭文逸

往事並不如煙

大陸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雖然
沒有真正好過，但是其密切的程
度，老實說，也不比尋常。大陸
的 外 匯 存 底 大 約 是 在 四 萬 億 上
下，而其中僅僅是美國的政府債
券就至少有1.3萬億，其他的美國
資產加起來，肯定使這個數字遠
超過2萬億。如果你說中美關係不

好，那麽，為什麼要借給美國那
麼多錢呢？

兩國都“在商言商”。中美兩
國 在 商 業 活 動 上 不 但 是 你 中 有
我，我中有你，而且，就像連體
嬰一樣，如果要徹底切割開來，
雙 方 所 受 到 的 傷 害 都 會 極 為 巨
大。可是，在政治與軍事上，雙
方的關係陷入了新低。

美國公開起訴了五名中國軍人，
控告他們竊取美國公司的商業情

報。這是創舉，很不友善。當然，
北京立刻予以否認。這5位的人身
安全肯定不會受到這個控告的影
響。所以，它主要的目的無疑是政
治性的，是要告訴北京，華盛頓對
中國與俄國的親密行為和在西沙群
島設置海洋石油鑽井臺的事表示不
滿。而就在這個時候，NBC電視臺
主播靜悄悄地飛往莫斯科，訪問了
斯諾登。斯諾登去年的爆料基本上
摧毀了美國在網路情報戰中的道德
高地。國務卿克里對NBC的訪問非
常不滿，說斯諾登對美國造成了巨
大的傷害，並說，如果斯諾登是男
人，就應當回來接受法律制裁。斯
諾登說，他的爆料沒有導致任何人

失去生命。雙方都有道理。斯諾登
造成的傷害是無形的，是美國的聲
譽。如果沒有他的爆料，美國對中
國軍人的控告會加重世人普遍對中
國的成見，說中國的工業成就都是
偷來的。這一爆料的結果是，天下

烏鴉一般黑。反正大家都偸，差別

就在於誰更會偸而已。

縱 觀 過 去 百 年 歷 史 ， 可 以 發
現，凡是跟美國站在一邊的國家
都有不錯的後果，凡是站在美國
對立面的國家都有不好的後果。
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並不是說美國都是站在正義的
一邊，維護它的民主價值觀。如
果我們拿一位曾經替CIA暗中做情
報 工 作 的 名 教 授 C ha lme r s  
Johnson(已故加大伯克萊校區的日
本問題專家)寫的一系列爆料書來
看看，就知道，中情局曾經顛覆
或策動顛覆了許多民選政府，包
括伊朗，智利、阿爾及里亞等。
但是，其結果仍然是，站在美國
對立面的政府，即使是合法的、
按照民主程序選出的，都會比較
倒霉。這個規律還適用於像伊拉
克、阿富汗（非常絕的是，美國
曾經跟塔利班與伊朗聯手對付前
蘇聯，也曾與伊拉克聯手對付伊
朗，結果是，它後來毀掉了伊拉
克，現在又跟塔利班打了十三年
仗，至今打不贏）、利比亞、敘
利亞等國家。由此我們可以得到

一個結論，誰是誰非沒有什麽關

係，重要的誰的拳頭大。
現 在 ， 美 國 的 拳 頭 雖 然 縮 小

了 ， 卻 仍 然 是 世 界 上 最 大 。 因
此，雖然我們知道，在釣魚島和
南 海 的 領 土 糾 紛 中 ， 中 國 是 對
的，我們仍然擔心，跟美國對抗
的後果是不是會很不利呢？

有人會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為什麼美國要跟中國作對？為什
麼不能和平相處呢？難道幾個荒
島值得它跟中國動真格的嗎？我
們且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美國從
1994年就開始發展第五代戰鬥機，
叫作F-35。它是世界上最最先進的
隱形飛機，可以垂直升降（有趣

的 是 ， 這 項 技 術 是 向 俄 國 購 買
的。它還向中國購買了用稀土金
屬製作的部件），也可以滑航起
飛 。 它 也 是 有 史 以 來 最 貴 的 武

器。據國防部2010年估計，在F-
35有用的壽命期間，它的製造、
維修、改進等等的開支總額將高
達1.45萬億，目前已經被認購的共
2443架，包括美國本身和它的北
約盟國等。北約國家跟日本參與
投資和部分組裝工作，但是不能
享受到最機密的設計資料。這個
項目直接就業人數33，000人，間
接就業人數是它的一倍以上。不
言可喻，它對美國經濟和對加強
盟邦關係極為重要。日本說是要
買四十多架。因為這個項目牽涉
到到洛基公司同美國政府、其他
國家政府、無數個相關企業等簽

訂的各種各様的長期合同，極其

錯綜複雜，基本上是只能進，不
能退的。試想，這麽龐大的項
目，如果參與的伙伴因為它太貴

而退出的話，怎麽辦？如果沒有
假想敵，或者只有像朝鮮、阿富
汗這樣的敵人，有多少國家需要
花那麼多錢去購買這種飛機呢？

如果你看美國媒體對中國在釣
魚 島 和 南 中 國 海 所 採 行 動 的 報
導，你會不斷看到“侵略性”的
字眼。其理路非常清晰：因為中
國的行動具有“侵略性”，所以
美國要對哪些被它“侵略”的對
象提供保護。為什麼呢？因為美

國要維持世界秩序。那麽，為什
麼日本的安倍要廢除和平憲法第
9條，開始正式建軍，不具有侵略
性，並且是盟友呢？啊，那是因
為價值觀。在美國高舉民主自由
的意識形態領域裡，中國是非我
族 類 。 這 是 冷 戰 遺 留 下 來 的 邏
輯。

按照西方學術界的定論，不民
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有長期而
迅速成長的經濟的。可是，三十
五 年 以 後 ， 中 國 的 經 濟 仍 然 沒
跨，居然還成為世界界第二大經
濟體。這就麻煩了。如果再有十
年不誇，那豈不要趕上美國了？
從非常切身的角度，也就是說，
從美國人享受了世界上第一大經
濟體將近百年的心態來說，被中
國超越是一件很難忍受的事。這
可能是今後中美關係一直會很麻
煩的根本原因。

怎麽辦呢？這是一道難題，需

要習近平的領導班子想辦法解
決。就以目前東海與南海的領土
爭議而言，北京的對應辦法被西
方的論者稱為 是 “ 切 薩 拉 密 ”
（slicesalami）戰術：派海監船－
不 是 軍 艦 － 巡 邏 、 派 偵 察 機 巡
邏、劃定海上識別區、在海外搞
宣傳等等。直到最近才有了更積
極的動作，那就是在西沙群島海
域中設置了鑽井平臺。對這種做
法，美國跟日本、菲律賓簽訂聯

防條約似乎沒有什麽用處。越南

設法用漁船衝撞平臺，但在中國
軍艦保護之下，沒有得逞。不論
是越南、菲律賓或者日本，只要
先動武，而中國予以反擊的話，
美國很難插手。尤其是西邊的烏
克蘭的局勢有演變成更大規模的
內戰的可能。到底如何發展，我
們只有靜觀其變。

奧巴馬到日本訪問，強調美國在
釣魚島的主權問題上沒有立場，又
稱《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日本管轄
下的地區，包括釣魚島及其附屬島
嶼，無視中國核心利益，在南海問
題上肆意挑撥中國周邊國家和北京
對抗，使美國與中國雙邊互信關係
降低至低水平。

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吞後，美國
聯合北約國家、要在經濟及政治制
栽俄羅斯，使俄羅斯在國際上孤
立，以為可以使俄國就範，相反地
迫使俄國和中國走得更近，奧巴馬
的外交政策已經讓中俄放下彼此分
歧，共同對付華盛頓，無意中形成
了21世紀的新三國演義，美國獨大
的世界霸權地位從此一去不返。

上海舉行的第四次「亞洲相互協
作與信任措施」峰會，以強大陣容
展開的中俄「海上聯合-2014」聯合
軍演，北京和莫斯科簽署加強能源
和軍事合作等協議，均顯示中俄合
作關係進入全新階段。

http://news.ifeng.com/a/20140523/40
435753_0.shtml

～中偉～

中俄關於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新階段的聯合聲明

http://news.ifeng.com/a/20140523/40
429358_0.shtml

法媒：亞洲遇尷尬 中國提亞洲安
全觀恰逢其時

2014年5月21日，習近平主席在
亞信第四次峰會上發言主題，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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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是說，亞洲的事務歸根結底要由
亞洲人拿主意，有不需要由外來國
家干預的意思。

2014年5月20日，由美國創造的
新三國演義正式開幕，中、美、俄
三國從此鼎立，世界政治、經濟、
軍事格局從此改變，美國外交失
誤，提早退出老大的位置，現在將
中俄關係拉得更近，形勢對美國不
利，而歐洲各個亦有各自發展趨
勢，亞洲各國亦是看風使舵，如果
美國仍用聯盟結黨的冷戰思維來對

A Warm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Always Better Than A Hate Or Love Triangle – Vietnam and China Relationship

人來！
小朽：您要看牙齒的話，您一定

要來我們醫院才行，因為我們的機
器不能搬到您那去。

對方：誰說我要看牙啦，你們主
任答應要派個醫生來給我的狼狗洗
牙的。

小朽：原來是這樣的，對不起，
我們醫院大門上寫的是 “ 行政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附
設榮民總醫院 ”，不是附設榮民獸
醫院！ （呯！摔了電話！）

以上是實際對話始末，至於後來
小朽怎麼挨主任訓斥，吃鄒濟勳副
院長排頭，都是題外話，不在此討
論範圍。

最重要的是，此事當年在榮總牙
科，波濤不見，但漣漪不小。事隔
四十年，雖然很多人已駕返瑤池，
但是和老朽一樣，目前仍賴在世上
捨不得走的當年的長官、同事、學
生，相信仍有不少人。往事未昧，
希望看在吃彭公一頓飯的份上，挺
身 說 上 一 句 ， 叫 他 驚 愕 、 慶 賀 個
夠 ！ （ 以 上 文 責 自 負 ，
choujoesky@yahoo.com )

又及：至於小南門第一總醫院，
替孔二小姐之愛犬，如何開刀，則
需當年在現場作麻醉之朱學姐，委
婉道來，才見真章。

中美蘇新三國演義
中偉
奧巴馬總統一手打造出的新三國演義，嚴重影響美國未來外交政策，實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事實証明、歐洲美國主要盟友英、法、德等國，已經不再

是言聽計從，而遠東的日本，利用美國重反亞洲的機會、更欲擺脫美國的控制，就TPP貿易協議談判、已經可以對美國說不，而死心跟隨美國只有不中
用的菲律賓，韓國則和日本有島嶼及慰安婦問題之爭和日本又合不來，東南亞等國和中國貿易關係密切，不願加入遏制中國的隊伍，現在美國的盟國都
各懷心事，各自打各的算盤，所以美國重反亞洲希望拉幫結盟，遏制中國的思維注定是要失敗。

美國拉幫結盟圍堵中國、為甚麼會困難重重？原因很簡單，各國間關係、最好的維繫因素、就是經濟互相依頼，中國憑著充裕資金，高效完善的製造
業，龐大的國內市場，都在吸引著各國爭相和中國經濟合作，中國的龐大外匯儲備，正好是各國走出經濟困境的動力，有了資金還需要有發展項目，中
國的基建技術及人材，正可為這些國家更新設施和進行新項目發展，中國和這些國家已經建立了互利相贏的關係，美國要策反這些國家，遏制中國將會
徒費國力。

已經和中國建立經濟互利的國家，貿易往來、為免匯率損失，將會有貨幣互換或使用人民幣交易，而人民幣因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及有型的龐大製造
業支持，是有實物支持的較穩定貨幣，所以短期內將會成為另一主流貨幣，是和中國有貿易的國家所樂於採用。

美國未來外交政策，應該放棄圍堵中國崛起的冷戰思維，溶入和平共存、共榮大潮流，誠心誠意，推進國與國間平等互利關係，為世界創造更美好的
明天，否則將自我孤立，美元的地位亦變成曲高和寡，難於發展，徒然加速國力的衰落。

～周固猷～

由美國打造的新三國演義

付中俄，將會發覺衆叛親離，因
為中國倡議的世紀潮流、是國際
間平等地位相處，而一國獨大的
霸權行為，連英、德、法的核心
盟友都開始同床異夢。美國要保
持住三國地位，就要重新調整外
交政策，只有共榮共存，合作、
互 利 共 贏 ， 否 則 和 世 界 潮 流 脫
節，換來只有衰落得更快。

新三國演義的啟幕，俄羅斯普
經總統十分聰明，搭上中國經濟
快速增長順風車，從而俄羅斯脫
離經濟困境、加速經濟、軍事發
展，而美國仍用舊冷戰思維，一
直 制 造 麻 煩 ， 拉 著 中 國 崛 起 快
車，結果車加速越走越快，到後
來拉也拉不住，到自己發覺時、
各方面已大大落後，而俄國因搭
上了快車，結果能和中國達到互
利共榮目的。

中 國 的 崛 起 潮 流 是 無 法 抗 拒
的，一個國家如果有適當、穩定
的進取政策，充裕的資金，基建
技術，大量基礎建設專才及人力
資源，到世界各地開拓市場、投
資、將無往而不利，在各國擔憂
經濟發展困難的今天，中國的優
勢、將可為中國及世界各國帶來
無限商機，中國崛起成為世界第
一經濟體、正是指日可待，要遏
制中國崛起，徒費心機國力，到
頭來只是自我孤立，順應世界潮
流、才是國家昌盛繁榮的出路。

談談

新三國演義

往事並不如煙往事並不如煙

6. col. 3, line 11, change mutually to both.
7. col 3, last line 12 to end, highlight with bold: 
owing to a good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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