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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北京召開紀念中共建黨百
年的盛大活動，習近平從歴史和現
實的角度用富有感情地、也是理性
地、全面地、和非常自信地宣示了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的 不 可 逆 進
程，強調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政
策，但是也針對美日及台獨力量發
出維護根本國家利益的決心、意志
和實力！ 

7月5日晚，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同
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
舉 行 視 頻 峰 會 。習 近 平 主 席 強
調，中歐沒有根本利害衝突，合作
遠大於競爭，共識遠大於分歧。他
重申要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要維
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
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這也得到法德領導人的認
同。中法德領導人也重點談到如何
加強在非洲議題上的合作。這是繼
續G7領導人峰會後再一次顯示德法
與美國在對華定位上的差異，重挫
拜登的反華统一戰缐！ 

7月6日晚，中國舉辦中共與一百
六十多個國家的政黨領導人會議，
聚焦世界面臨重大變局的闗鍵時
刻，人類社會將何去何從。 習近
平總書記同與會世界主要政黨和政
治組織領導人，探討如何超越文
化、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為人民
謀幸福的共同目標，攜手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面臨美國主導
的，醜化中國發展道路的時刻，這
是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主動反擊展
示中國價值觀！

相對於中國的銳意進取，美國卻
是不得已的戰略收縮，7月2日美軍
和北約部隊已經完全撤出位於喀布
爾北邊，60公里車程的巴格拉姆空
軍基地，美軍的撤離甚至沒有通知
駐在該基地的阿富汗政府軍指揮
官，這種不告而別不僅宣告美國近
20年的阿富汗戰爭的失敗，也令美
國的阿富汗盟友萌生被利用和拋棄
的感覺。沒有美軍的空中支援，美
方估計阿富汗政府可能在半年到兩
年的時間就會被塔利班取代。 

這就不能不讓人聯想起50年前的
越南戰爭，1973年 1月，在經過十
多年的介入越戰後，美軍撤出，兩
年後越共統一了整個越南。 深刻
在腦海的是美國人倉皇撤離大使館
和之後眾多越南人擁擠在大海上許
多小船逃難的悲慘鏡頭。難道同樣
的場景又將發生在阿富汗？ 

跨越這兩次戰爭的一個重要決策
人物是前國防部長、新保守主義的
領 軍 人 物 之 一 ， 拉 姆 斯 菲 爾 德
（Donald Rumsfeld）。他在6月29日
過世，他曾是唯一的兩次擔任五角
大 樓 首 長 的 人 ， 從 1975年 到 1977
年，他第一次成為有史以來最年輕
的 防 長 ， 下 一 次 ， 從 2001年 至
2006年，他是年齡最大的。他親身
經歷了越戰的失利，也見証了之後
美國的戰略收縮、美國的興起及蘇
聯集團的覆滅，美國再一次的擴
張、失利和由於窮兵黷武造成的美
國國債的高升、和內部矛盾的深刻
加劇。 

越戰後美國國內曾經展開深刻的
反戰和反思，小布希、柯林頓、奧
巴馬、川普及拜登都見證過那個時
代，問題是爲什麼會重犯同樣錯
誤？美國今後如何避免同樣的錯
誤？

在二戰後76年的大國博弈歷史
中，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中
國。當中國與蘇聯合作時，美國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韓戰和越戰
的失利和由之產生的經濟問題。當
中國與美國合作時，直接導致蘇聯
在阿富汗的失敗，和最終蘇聯集團
的瓦解。 而蘇聯的瓦解又促使美
國加強對中國的防範，最終加深了
中俄的合作。過去三年美國對中國
除了沒有軍事上的全面衝突以外，
幾乎是全方位壓制的，然而，三年
過後中國的崛起勢頭不但沒有被挫
敗反而越打越強，而美國本身所面
臨的內部深層次問題卻是越來越嚴
重！ 

川普希望單打獨鬥對付中國，失
敗了。拜登希望建立反中統一戰
線，也沒有成功。最重要的美日印
澳四國同盟中，在製造業脫鉤、疫
苗生産和軍事牽制各領域都被寄以
厚望的印度，卻因新冠病毒的肆虐
而自顧不暇。所以反中統一戰線只
是雷聲大雨點小，不可能有實質效
果。

拜登是務實政客，他瞭解這些，
他必須避免與中國大陸爆發大衝
突，因此他將很快會與習見面尋找
一個新的平衡點。中國並不想取代
美國，只要建立一個執政為民的社
會主義富強中國，也渴望建立和
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

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這難道不是
大多數美國人民的希望嗎？ 

長期以來臺灣兩黨將命運和美國
緊緊的捆在一起，最終，必將會大
失所望。明智的做法是改變現在的
對大陸政策，儘快交流，回歸兩岸
現狀是中國內戰的延續，爭取最好
的解決方案，時間不在臺灣這邊！ 

◎張文基

In October 24, 2020, the author published a column, entitled, Time to 
Establish a World Media Organization (WMO), (  www.US-Chinaforum.org
and ) proposing that the UN needs to establish a www.US-Chinaforum.com
WMO to define rules about public media and to regulate its oper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nefit of 
maintaining a peaceful and culturally enriched global community. World 
media has blossomed tremendously in multimedia since the Chinese first 
invented the printing and German first created the printer machine; the world 
media industry has made a quantitative assault of the explosiv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n human being, unfortunately coming with many pitfalls and a 
giant devil being released in the explosion. The author had characterized the 
problematic media into four categories: 1, rhetoric (between nations and 
social communities), 2, fake news (openly generating false information), 3, 
dangerous speech (inciting hate crimes and terrorism) and 4, information 
security (media collection of private and personal data for illegal use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above concerns (their impact 
on world peace caused by world media, for example the amount of fake news 
regarding corona virus and vaccines had led to bad decisions causing 
thousands of unnecessary deaths) dic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MO in no 
less importance than WTO and WHO.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hall plead again to establish a WMO urgently 
based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media' crisis such as the clash of na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with the conglomerate cross-
nation socio-media platform and services. These incidences and their 
underlining causes not only reinforces the author's argument in his previous 
article for establishing a WMO, but also presented strong evidence in terms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between the national media and conglomerate media 
services in their long term interest in serving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communities. The incidence may seem to be simple 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news media demanding a fee from the social media for their news items based 
on a national law passed by Australia, but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offer 
their services to users free of charge and would not like to pay a fee if not 
justified. The two giant conglomerate media companies involved are 

Facebook social media and Google search engine
It is true that news corporations have cost collecting and producing news 

articles, hence they like to have some returns for their investment, however, 
their subscription model simply does not generate sufficient revenue 
without other supplemental income such as ads (limited scale compared to 
social media). The giant international news corporations have broader 
international news sources and audiences but the 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very little leveraging power comp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giants such as Murdock's News Corp. So there is no surprise 
that Google has striven a deal to pay News Corp but not likely to pay for 
Australian news. The value of news is based on two factors: 1. Truthfulness 
and quality of news and 2. Multiple varieties of sources rather than a 
monopoly for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Currently, the mass media's 
reputation on both is poor which is correlated to their poor subscription 
income. The giant mass media corporations have shown to be biased and 
rigidly divided as seen in the U.S. The small national news corporation such 
as Australia News tends to be nationalistically biased as seen from their 
reports on Australia-China trade issues. When news are biased and 
monopolized nationally or internationally (conglomerate), news becomes 
less valuable to the world community. For example, an Australian fake news 
on Xinjiang Uighur story will not go very far beyond Australia, certainly not 
to the 1.4 billion Chinese, so why should Facebook even allows such fake 
news never mind paying for it.

Similarly with search engines, if the search results are biased and 
monopolized by any agreement between a search engine company and 
conglomerate news corporation, global netizens will prefer to get from the 
organic media; hopefully, social media will maintain that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only truthful postings and true users' opinions. The news media 
should be aware of the YouTube (owned by Google) model where users are 
literally free to post any authentic video news. So the various news 

corporations must compete with that free media, especially in 
'truthfulness' and 'quality' of their news item. Unfortunately, news 
media including giant corporations and YouTube have indulged in 
using fake titles to catch users eyeballs. In reality, this eventually hurts 
the news media reputation hence the value of their news products. So 
there is a real need of regulation and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World 
media Industry (a media morality)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true 
usefulness.

Regarding fake news, there is definitely a need for WMO to 
regulate the world media industry. The reporting of Corona virus with 
fake news has caused many death in the world, a matter the UN WHO 
has no tool to deal with. There are other examples such as false 
accusation of genocide of Xinjiang Uighur in China or misreporting of 
the India-China Himalaya border dispute. The sensational media 
reporting were used to generate higher popularity ratings for the 
ministers at the expense of economic impact to people even their lives. 
In Australia's case, its exports to China were severely affected (China 
is Australia's number one export countr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in Himalaya during winter was inhumane and 
wasteful (fortunately due to media constraint, China exercised control 
and war is avoided). If there was an organization like WMO, which 
was charged for regulating world media on their truthfulness in 
reporting, I think the behavior of journalists and world journalism will 
improve. That is the very reason, the author pleads again that we must 
urge the UN to establish a WMO, for the purposes stated above and 
hopefully will help the global media industry to prevent global 
monopoly,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journalism corruption and 
encourage the world media, big and small corporations, to serve the 
global community truthfully. Most importantly, perhaps the UN will 
eventually have a voice power more useful than relying on organizing 
a UN military forces to deal with crisis or world injustice. After all, no 
matter what national government system one has, authoritarian, 
democracy or monarchy, the voice of people matters to the leader or 
ruler. The authority of WMO equipped with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ticipating a direct reach to the world population may 
become the more effective regulating force to keep the world in peace 
and harmony than nuclear power.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www.us-chinaforum.org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Plead again for Establishing a WMO by UN!

◎張㆒飛中國共產黨七月一日百年慶，全
球實時轉播，不但海內外華人普天
之下可以歡慶，有見眾多國家元首
祝賀和當地慶祝，使得各地華人不
免熱血沸騰，各有感慨，慶幸，和
對中國的讚美和期許。中國兩百餘
年來，受盡世界列強欺凌，侵略，
屠殺，几乎沒有一個華人不能找到
祖先被凌虐迫害的事蹟。這種深仇
血恨不是個人能報復或找回正義
的。這是國家民族的侮辱，也只有
國家民族強勝了，才能洗刷歷史的
污痕，爭回國家民族的尊嚴。中國
近百年來，推翻了帝王制度，成立
了共和民國，走向國家統一，民族
復興的道路。其中道路艱辛，有目
共睹。中國由列強干預，統一困
難，不幸發生內戰。中國為大國，
歷史上不少時代發生紛爭，造成分
裂，以至人民受害。而中華民族在
悠久的歷史陶冶下，養成包容，融
合，和平共榮和努力上進的特性，
總能促使中國走向國家統一，天下
太平，富民強國的路途上。古代歷
史的見証，雖然在近代西方世界未
得充分了解，但在華人心中和東方
世界裡還是根深蒂固的。中國的統
一是中華民族的必然使命，目前的
兩岸分裂，在中國不斷進步，改進
的步驟下，必然會走向統一。由中
國共產黨的百年慶展現出的光輝，
熱情，力量和擺在眼前的富民強國
的成就，可以預料，中國的統一就
在不遠的未來！

中國有句成語，成敗論英雄，這

句話確實是歷史事實的寫照。然而
英雄是個人，其成功是個人事蹟。
中國歷史上的英雄好漢故事很多，
常千古流傳。成功的英雄，甚至失
敗的故事，也能記在史策，流傳於
民間。這是中華民族，實事求是， 
評論個人，承認事實，尊重歷史的
好習慣。然而個人的成敗，與國家
民族的大義，不是完全劃上等號
的。即使是中國帝王時代，個人打
下天下，成為英雄，甚至稱王，那
並不代表 '大義 '， 國家的大義。在
中華民族人民的心裡有他們的大
義， 那就是一個國家能夠統一，為
人民服務，作富民強國的事， 這才
是大義。所以人民看國家，看政
黨，看的就是大義，而不局限於個
人的成敗。這在當今中國的局勢來
說，那就是看一個政黨的作為，是
否以大義定亁坤？中國共產黨打敗
了國民黨，統一了大陸，它的成功
不是永恆的，它的政績是人民看在
眼裏的。它能以不忘初心，一切為
民服務，定的政策是富民強國的道
路，那共產黨就是遵循人民的大義
治 國 。 行 大 義 就 能 定 亁 坤 ！
反觀近年台灣的政治情勢，越來越
與大義相違。國民黨逐漸放棄了統
一的目標，完全以苟安，政客權力
利益為考量。民進黨以反獨裁，反
白色恐怖起家，打敗了國民黨，但
是民進黨比苟安更糟，不但放棄了
中國統一的大旗，反而為政權而分

蔡英文違反科學原理，拍板七月
要台灣人打沒有三期實驗的台製疫
苗。還千方百計，阻擋國際認證的
疫苗入台。路透社追查發現，原來
所謂的台製疫苗，竟然是美國窮凶
極惡的黑水公司創辦人，所投資
的。

先說黑水，黑水絕對不是一般公
司。業務範圍包括組織傭兵、刺殺
海外目標、屠殺他國平民、走私武
器，而最大的客戶，是美國政府。
涉入的戰爭不計其數，比如伊拉克
跟阿富汗。在伊拉克還涉及射殺平
民。川普2016年的通俄門，黑水也
參了一腳。

聯合國安理會秘密報告，黑水公
司老闆普林斯（Erik Prince）違反
聯合國禁令，幫利比亞民兵走私武
器。隨便翻一下，就可以在外媒找
到黑水罄竹難書的劣跡。

這樣的普林斯，卻在2020年投資
了一支叫做UB-612的新冠疫苗。報
導説，普林斯認為，疫苗需要政界
關係、外交管道、大藥廠關係，這
都是他的強項。那可不？普林斯發
現了，疫苗如同軍火。

這支疫苗在台灣進行了60人的第
一期人體實驗，近日正在做3000多
人的二期實驗，這支疫苗，就是聯
亞的疫苗。

聯 亞 的 英 文 名 稱 是 United 
Biomedical, Asia， UBA。 UBA， 就
是 UB的 子 公 司 。 UB就 是 United 
Biomedical聯合生物醫學，是王長
怡博士1985年在美國紐約成立的。
至於UB-612這支疫苗，則是屬於
U n i t e d  B i o m e d i c a l 的 子 公 司
COVAXX所有。所以搞半天，聯亞
的疫苗，根本是美國公司所有，資
金則是黑水。

在普林斯看上了之後，2021年
3月，COVAXX拿到了13.5億美元的
資金。

4月，因應新資金進入跟股權結
構 ，聯 合 生 物 醫 學 UBI組 織 整 併
後，COVAXX變成了Vaxxinity。幹
的，是一樣的事，只是名稱改變。

原來，聯亞是美國公司聯合生物
醫學的子公司。所謂台製疫苗，其
實是黑水疫苗。黑水，則是美國政
要的利益。腥臭無比的軍火暗殺公
司，跟美國政府利益，以及美國政
要的暗盤利益。疫苗，已經上升爲
軍火。軍火測試，則要台灣人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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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拜登反㆗統㆒戰線的前途

百年共黨慶，更㆖㆒層樓

A Letter from President Biden

己的命做祭品。
爲什麼要仇中，蔑視大陸疫苗

呢？
你不踐踏大陸的疫苗，讓台灣

沒有疫苗可用，從而創造出巨大的
疫苗市場？

Vaxxinity老闆王長怡，在今年的
4月16日竟然就可以宣佈，"力拼
7月中開始施打疫苗。"UB-612竟然
可以規劃，在台灣7月拿到緊急授
權，在台灣逼迫一千萬人打。好硬
的後台呀！

台 灣 人 當 白 老 鼠 ， 貢 獻 身 體
後，還規劃了去印度追加施打人
數。

沒有黑水公司運作，能這般順
利？

蔡英文死都不肯讓世衞組織認
證的輝瑞BNT入台，更別提大陸願
意給台灣無限量，世衞組織認證的
疫苗了。蔡當局拿了老百姓的血汗
錢，補貼疫苗廠研發135億。5月
28日第一階段，竟然就已經跟高端
與聯亞簽約各500萬劑疫苗，後面
還要追加。真是膽大妄為，心狠手
辣 。
前面只做3000多人的人體實驗，就
要把疫苗用在幾百萬人身上，取得
最珍貴的人體實驗數據。於是，製
造一個沒有疫苗的局，就是必要
的。讓台灣人在恐懼下，乖乖的在
7月去打高端跟聯亞的疫苗。蔡當
局還告訴美國跟日本，台灣不需要
疫苗了呢！

台獨當局要保護的，不是台灣
人的命。是高端跟聯亞兩個集團的
利益，和背後的政商利益。爲什麼
堅決不普篩？爲什麼不建方艙醫
院？為什麼寧讓人民死去，不能容
許疫苗入台？背後到底有多黑暗的
人心？

蔡英文聲嘶力竭的為台產疫苗
佈局。台獨蔡丁貴自己打了美國疫
苗，回台卻要求台灣人"要勇敢犧
牲 自 己 ， 打 台 製 疫 苗 "。UB-
612，象徵了台灣的用處，就是為
了美台政商巨鱷的利益，自要棄祖
背宗仇中舔美，還要自我犧牲，貢
獻一己生命。這，就是路透社挖出
來的，這件驚天秘密的，真正的意
義。台灣，只是美國的動物實驗
室。

離族群，挑撥中華民族包容，融合
的感情，反中，恨中，而妄想獨
立，以求永遠控制台灣。這不但違
背了大義，而且傷害到台灣人民的
永久福祉，子孫的未來，也傷害到
大陸十四億人民的心，以大義，讓
利，包容融合的心態對待台灣同
胞。民進黨競選勝利，蔡英文可以
自認為是小英雄。且不管百性的民
意是不是完全一致，她的勝利只是
台灣老百姓給民進黨的一個執政的
機會，為民服務，而不是要打壓國
民黨挑撥離間人民感情。反中抗中
就更是不顧大義，沒有為台灣人民
現代和后代的未來福祉著想。台灣
人可以想像聯合美日和中國大陸 - 
台灣人民的來源地，甚至祖宗先代
的同胞 - 作你死我活的撕殺嗎？為
了誰？為美國人？為日本人？還是
要為中國促進統一，改善政治經濟
和環保，使中國不但統一，而且包
容不同的政治體制，像香港一樣，
有中國的保護，能在美元霸權下維
持港幣的運行，這是其它那一國可
以做到的？

在 大 家 目 睹 中 國 共 產 黨 百 年
慶，展現出成績，防疫，基建，繁
榮，軍事，外交和民眾歡樂的氣
氛，全球華人不得不承認，接受和
佩服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百年來
成就不容易，堅持著舉著大義的旗
子定亁坤。作為華人一份子，體內
流著華人的血，我不得不覺得驕傲
並衷心祝福共產黨繼續努力，為民
服務，更上一層樓，以大義定亁
坤！

聯亞疫苗原來是美國軍工黑㈬疫苗聯亞疫苗原來是美國軍工黑㈬疫苗聯亞疫苗原來是美國軍工黑㈬疫苗
◎㈬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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