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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analysts, whether or not truly 
believed in the Hegemony Theory for describing the superpower 
behavior in the world arena, find the word hegemony a 
convenient term to use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analysis of a 
bipolar world charged with a Cold War. A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upposedly ended the Cold War and possibly 
changed the bipolar confrontation in the world, there seems to 
be looming a new Cold War except in a multi-polar 
confrontation format. This author finds the term, hegemony, to 
be the easiest short-hand to demarcate the timeline before the 
Cold War and after, a transition from a bipolar to multi-polar 
political world. Hence the title was used for this article.

No matter what term is used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s affairs,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principal player either in 
a bipolar view or multi-polar view. Some would cla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made her territorial expansion only prior to 
become a superpower, such as revolution against the British, 
wars against the Spanish and the Mexicans, or integration 
absorbing the natives in the US Continent or in the Hawaii 
Islands. She gained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superpower after 
WW II, her behavior since then was acting as a world order 
keeper and a defender for Democracy. Post WW II, the 
communism as an ideology flourished and forged the Soviet 
Union creating a bipolar political worl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r allies as one camp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he other 
camp. However, others would cla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uperpower acted unilaterally in settling world's affairs like 
hegemony. She had expanded her influence over the world 
through establishing pro-US regimes and binding them with 
military treaties. The United States had rarely used the United 
Nation to settle things, rather more through her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anctions.

Whatever interpretations one chose to believe in, the bare 
facts of today's world are the following:
1. Cold War ended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disastrous economic performance spelled out the doom of 
pure communism;, revi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became 
inevitable.

2. The bipolar confrontation was proven unsustainable, not only 
fatal for the Soviet Union but also exhaus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ing a 'hegemony' control over the allie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sustainable. 
3. Democracy cannot be exported as an ideology. It has to be 

used flexibly as a method for making decisions under various 
stable ideological systems. The economical collapse of 
Greece and troubles in other democratic nations and turmoil 
of uprisings in many smaller nations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re obvious problems of today's world.

4.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and the wakeup of Russia, India, 
Japan, Brazil, etc.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w in a multi-
polar political world. Supremacy as a single dominating 
nation (hegemony) is not sustainable.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still the world's number one economy, is seen 
declining. Nuclear deterrence has limited effectiveness. 
Pushing democracy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creating 
political chaos and/or economic disaster', witnessing several 
democratic nations having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unable 
to govern with a heavy national debt.

5. The multi-polar world is forming with more emerging 
countries demanding vo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ICS 
development bank for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competitor to the Washington based World Bank and IMF) is 
likely to have its headquarter in Shanghai, its first President 
from India, first Board Chair from Brazil and a regional 
center in South Africa with an initial capital of $50B funded 
equally by the five nations and a contingent reserve of $100B 
contributed by China ($41B), S. Africa ($5B) and the rest 
three each $18B.

Based on the above facts and observation, it is clear that 
the great nations must pursue a new formula in managing affairs 
in the multi- polar world. In this new formula,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has a pivoting role, however, a single-minded strategy, a 
unilateral behavior pattern and selecting partners based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US interest only would not work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Singling China out as the enem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erroneous but dangerous. Russia 
shredded the bondage of pure communism now has a new view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owards Asia. Japan, no longer content 
with being a protected and obedient US ally, is perking up an 
ambition not at all align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U.S. interests 
or anyone else in Asia or in the world. India, another big nation 
in Asia, is rapidly emulating China to project her grow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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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Union after suffering from the economic crisis has also 
emerged quickly with a multi-polar view of the world. Germany, 
in particular,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s quick to 
recognize China as her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artner in the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is in the midst of these 
changes and must be acutely aware of what is really happening in 
the world. However, a troubling phenomenon is that the old 
thoughts from the bi-polar world and the Cold War era seem to be 
still dominating the fora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the aspiring first tier nations 
mentioned above will try to hold their poles. The second and third 
tier nations now have a wider sphere or freedom to select the 
poles to align with, a very different scenario from the time in the 
bipolar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was able to get many countries 
to join under her flag more or less based on her strategic interest 
alone, perhaps with a little carrot in the form of “aid” or 'market'. 
Today more carrots are available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therefore, it is not as simp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fill her camp 
with the first, second or even third tier nations. More carrots are 
required to build foreign relations today, but the United States can 
no longer afford.
6. One can never overstate the most significant poi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no longer build allies based on her own 
strategic interest alone. The US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viewed as coinciding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tier nations in the bipolar world, may not be 
accepted easily by the other nations now due to geo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Partnering with a pole-bearing great nation is 
far more practical in constructing foreign relations with smaller 
nations. Naturally, the selection of a right partner and sharing a 
common security concern are critical. For example, in the most 
important Pivot to Asia strategy, picking a wrong partner, 
Japan, formulating a false common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and trying to ally with all second and third tier nations against 
a rising China, their major trading partner, are strategically 
wrong, likely an idea coming from the old thoughts derived 
from the Cold War in the bipolar world! Hence, it is imperative 
to bring the new multi-polar world view immediately to the US 
mainstream media to stimulate an overhaul of the US foreign 
policy, including the 'pivot' strategy, and to right the wrongs for 
the sak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過去一個多月，全世界都在瘋足
球，因為世界杯足球賽在如火如荼
地進行；在世足賽開賽前，世界足
聯在2014年6月10日正式宣佈:「足
球發源於中國」，害得英國佬老羞
成怒，抗議連連。有些中國人因為
此一宣佈而感覺臉上有光，我們除
了指南針，火藥，印刷術三大發明
之外，如今又被國際公認，多了這
個第四大發明。

世足會的權威宣佈當然有其根
據，我們中國的「蹴鞠」就是最早
的足球運動，早在秦始皇之前巳經
廣為流行；「蹴」者踢也，「鞠」
者皮球也，「蹴鞠」者自然是踢皮
球也;中國不但有歷史文獻記載，同
時有流傳下來的動作圖畫，比賽規
則等等，證據確實，誰想不承認都
沒有辦法，連最記不住歷史的日本
人，百年前在他們足球運動介紹書
中已經明白指出:「足球運動源自中
國唐代的蹴鞠」。

遺憾的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偉大發
明，我們做後人的並沒有發揚光
大，有了指南針卻出不了遠海遠
洋，有了火藥卻敵不過外來侵略者
的船堅炮利，有了蹴鞠卻連世足賽
的門都沒法進去，真是有點慚愧；
如果說我們的國足進不了世界杯的
門，是因為國人的體型和體力不如
歐美人種，還情有可原，可是我們
在亞洲也比不過韓日朝，確實令人
費解，也引來極大的批評，對國家
代表隊更是冷言諷語，記得網絡上
有一篇幽默問答如此寫：

問：為什麼國足逢韓不勝？
答：因為去的不是自願軍。
問：為什麼也敗給日本呢？
答：因為派去的不是游擊隊。
問：怎麼也輸給朝鮮了呢？
答：派去的可能是慰問團吧。哈

哈！
中國國足雖然進不了世界杯的

門，但世足賽卻不缺中國元素，據
說一半以上球隊的球衣和球都是中
國製造，世足的電視轉播收視率中
國最高，大陸被偵破查出的非法賭
球賭注高達一百八十多億人民幣，
臺灣估計的賭注也高達三十多億臺
幣，由這國民嗜賭的性格上看，海
峽兩岸真的稱得上是難兄難弟。

看過水滸傳的人一定記得高俅其
人，他靠踢得一腳好球而能封官進
爵，當了大官後卻為非作歹，是蹴
鞠史上的一位負面人物；談到蹴鞠
史上正面人物很多，漢武帝和他的
大將軍霍去病，都是蹴鞠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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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許 你 沒 有 那 麼 關 注 國 際 情
勢，但是你一定能體會到，我們眼
前錯綜複雜的世局就是將來的國際
關係史，而奧巴馬、普京、習近平
等等政治領袖，以及千千萬萬的各
種行動者，特別是像本·拉登和繼
承他的基地組織、阿富汗的塔利
班、現在佔領了伊拉克西部的伊斯
蘭宗教國（ISIS）、加沙的哈馬
斯、利比亞的各武裝部落、以及尼
日利亞、蘇丹、也門、索馬里等國
的游擊隊和恐怖組織、大陸的疆獨
和藏獨，甚至連台灣和香港的一些
小朋友也可以勉強算進去，他們都
是將來歷史的創造者。遺憾的是，
他們創造的將來未必美好。

看來，二次戰後建立的國際組
織，特別是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其主要使命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
全，基本上失去了作用。美國和北
約組織想要取而代之，掌控了發動
戰爭的權力和國際話語權，在阿富
汗和伊拉克的兩次戰爭中，想要伸
張它們的正義觀和民主理念，卻碰
上了伊斯蘭的釘子，現在疲憊不
堪。反而是在聯合國體系內的金
融，難民事務、衛生組織等等，默
默無聞地在從事各種災難的善后工
作，稍微舒緩了一部分人間苦難。
難民事務專員不久前宣佈，目前全
球有五千一百萬難民，達到了二次
大戰時的高峰。如果沒有一個組織
為他們提供帳篷和食物，那就更無
法想象他們的悽慘情況會惡劣到什
麼地步。

只要中東與非洲繼續鬧下去，
難民人數肯定還會不斷增加。因
為，正如《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
弗里曼最近的兩篇評論所說，我們
的世界正在從有序走向無序。而
且，無序也不如想象的那麼遙遠，
就連美國本土也面對著中美洲源源
不斷闖來的小難民。

你不能不佩服國務卿克里，七
十多歲的人了，可以跟他億萬富翁
的妻子和在海邊、山上等多處高級
住宅安享榮華富貴，可是他僕僕風

塵 ， 全 世 界 跑 個 不 停 ， 四 處 滅
火，而火勢更加凶猛。敘利亞的
內戰已經打了四年，現在還在擴
大，把伊拉克給拉了進去。以色
列跟加沙的哈馬斯突然因為兩邊
的青少年被殺害而互相攻擊，造
成更多人死亡。阿富汗即將從兩
位總統候選人中選出一位，但是
塔利班的力量仍然強大，權力能
否順利轉移也無法預測。當然，
我們還有伊朗和朝鮮的核擴散問
題懸而未決。在所有這些問題之
外，美國與北約又跟俄國在烏克
蘭對上了。

國際動亂的根源看起來好像是
宗教問題，或者政治問題，可是
窮困、失業和對前途失望可能是
更深層的因素。弗里曼說，"如果
你沒有聯繫到2010年全球的小麥危
機，你就不能瞭解埃及的群眾運
動…如果你沒有聯繫到中國的龐
大勞動力對其他低收入國家構成
的挑戰，你就…"其實，這句話只
說對了一半：如果美聯儲沒有狂
印美鈔，把通貨膨脹轉嫁到第三
世界，使它們的普羅大眾買不起
維生必需品，經濟不振，失業問
題嚴重，那很可能就沒有阿拉伯
之春，也可能沒有烏克蘭的群眾
運動。如果中美洲的小國沒有毒
販子肆虐和經濟困頓，也就沒有
上萬的未成年小孩子冒著生命危
險和未知的前途，向千里外的美
國長途跋涉…

所 有 這 些 動 亂 可 說 是 千 頭 萬
緒，短期內看不到緩解的前景。
歷 來 ， 一 碰 上 動 亂 ， 生 命 如 草
芥，而現在世界的動亂顯然已經
到 了 失 控 的 邊 緣 。 亞 洲 本 來 無
事，但是有些小孩子想湊熱鬧，
可說是不懂事之至。在所有這些
動亂中，真正對國際關係最可能
發生深遠影響的其實還是烏克蘭
政變引起的俄美關係的惡化。

一位在俄國出生的蘇聯問題專
家，名叫Dimitri Simes，曾經是尼

克森的外交顧問，目前負責出版一
本比較保守的外交刊物《國家利
益 》 （ 戰 略 家 很 喜 歡 為 該 刊 寫
稿）。最近他在該刊寫了"吵醒了一
個帝國"（刊物封面的標題是"俄國
回來了"），批評奧巴馬在烏克蘭的
做法，也批評了美國在冷戰後的表
現。簡言之，他認為美國被勝利沖
昏了頭腦。

他說，冷戰結束後，美國與北約
產生了一種"世界主宰"的感覺，以
為可以在國際場合為所欲為。的
確，在其後的二十年間，它們處理
巴爾幹半島的衝突，把科索沃強行
自塞爾維亞分割出來，讓它獨立，
制裁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輸出民
主，以及進行了第二次伊拉克戰爭
和攻打阿富汗等，所有這些行動都
沒有受到其他大國的抵制。但是，
他說，"世界在變化"。中國在崛起
（他還沒有提到美國那時的霸道，
公然在公海攔阻"銀河號"和用導彈
打擊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等行
動），而俄國也從它的嚴重衰落中
逐漸恢復了元氣。是在這種情況
下，他認為美國在處理烏克蘭事件
上犯了許多錯誤。

在此我不必細說他所說的錯誤，
不過，很重要的是，奧巴馬一開始
就說，"我們不預備在烏克蘭採取軍
事行動。"這就亮了底牌，可是奧巴
馬又針對普京個人說了一些人身攻
擊和威脅性的話，所以Simes說，
"虛聲恫嚇一方面刺激了俄國人的民
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又使普京意
識到美國的軟弱和西方內部的不協
調。這是最壞的後果。"他指出，制
裁只會強化對方的意志，從來都沒
有實際效果。他認為，奧巴馬本人
對國際事務沒有興趣，他的外交團
隊能力差，又碰到軍費裁減，所
以，外交事務處理的非常糟。在烏
克蘭事件上，制裁手段一方面效力
不大，但是卻把俄國推到對立面，
成為敵人，使它進一步跟中國拉緊
關係，而中國才是美國應當關注的
國家。

烏克蘭的局勢仍然在惡化，戰況
更為激烈，俄國的"志願軍"暗中潛
入，新式武器也跟著進場。最新消
息是一架馬來西亞的民航班機被擊
落，使事情會更趨複雜化。

美國在不具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條
件的中東硬性輸出民主，奪取獨裁
者的權力，甚至他們的生命，但是
無力提供適合哪些國家的政治文化
的體制安排，可以說是中東的主要
亂源。生命與財產的損失雖然可
悲，可是那裡的所有動亂都不至於
動搖國際均勢。烏克蘭則不同。如
Simes所說，普京本來仍然想跟西方
保持友善關係的，可是由於美國在
烏克蘭問題上表現出氣勢淩人的態
勢，把俄國逼成了敵人。這是最大
的錯誤。

小布什摧毀了伊拉克，造成伊朗
獨霸中東，現在奧巴馬又在烏克蘭
把俄國推向中國，為美國樹敵。可
以說，在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
美國不但沒有能夠利用它獨霸世界
的機會去增強自己的實力，還引爆
金融災難，並且也沒有為世界帶來
和平與穩定。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惋
惜的事。

者，霍大將軍更將其作為部隊體能
訓練和士兵休閒活動的功課，曹操
也是以蹴鞠為部隊體能訓練的項目
（電影三國，有蹴鞠比賽場面），
宋太祖的軍隊也把蹴鞠列為軍隊重
要訓練課程，難怪他們率領的軍隊
都是能征善戰之師，足球運動真有
強軍強國的功效嗎?

中國國足從來沒有揚眉吐氣過，
一直以來都是國人和球壇的笑柄，
中國人都在為國足哀聲嘆氣，認為
百年之內都沒法進入八強，筆者卻
沒有那麼悲觀，新中國建國初期的
口號是「超英趕美」，全世界都認
為那是笑話，半個世紀之後居然成
了事實，新中國建立以來，體壇也
出現過不少奇蹟，劉翔的高欄，孫
楊的游泳等等，在東方人不可能取
得好成續的運動中拔得頭籌；中國
人發明蹴鞠運動，可見中華民族血
液裡有足球基因，更何況我們中國
武術裡還包括了連環腿和鐵頭功等
足球基本勳作，如果精心打造，不
難訓練出一支世界足球勁旅，假以
時日，相信中國不但能破八，更可
能再一次創造體壇奇蹟，捧回一座
大力神杯!

據說習進平也深愛足球運動，希
望他能和劉徹(漢武帝)，趙匡胤(宋
太祖)一樣，學會足球運動中的團隊
精神精髓，猛於進攻，穩於防守，
加 上 政 治 上 的 用 賢 變 法 ， 整 軍 肅
貪，開啟中華民族另一次偉大復興!

～范湘濤～

～彭文逸～

大力神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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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俄國回來了

台灣會讓澎湖決定自己前途獨立出去嗎?大家可從
下面普世的事實得到答案。

·加州聖谷未能獨立建市是因為被大多數洛杉磯市民
否決。

·加州如要獨立必須得到全美國人民的同意。
·四國島如要獨立必須得到整個日本人民的同意。
·海南島如要獨立必須得到全中國人民的同意。
·西西里島如要獨立必須得到全意大利人民的同意。
當然一個地區的獨立也可由慘烈的戰爭達成。
不談別的因素，由於加州和四國島的戰略地位，美

國和日本絕對不會讓它們分裂出去.同樣的道理，中國
大陸和台灣也絕對不會讓台灣和澎湖分裂出去。更何

況如果加州，台灣或四國都獨立出去後會與敵國結
盟來圍堵和對抗自已的母國.

這些就是為什麼包括美國日本在內世界各國沒有
支持台灣獨立的原因，這也是當今世界上沒有上萬
個國家的原因。

因此對台灣來說，更有理性和可行的途徑是尋求
高度的自治，如果認為「一國兩制」條件還不夠
好，可以坐下來談判要求更優厚的條件去達成共榮
雙羸，而避免淪為外國的棋子，最後兵戎相見，萬
劫不復。

可是為什麼台灣綠營明知故問，逼問大陸國台辦
張志軍表面上看似有理的問題:"台灣前途究竟由誰
決定？"，而籃營也表示不接受"台灣前途由兩岸人
民共同決定"呢？其實台灣不也部份決定著整個中國
的命運？原因是台灣朝野都想借機聚集民眾反中的
能量，希望有朝一日，當中共政權衰敗時，去達成
獨立的夢想。

中共政權如果不能進行政治改革，大力反腐，推
行法治，富國強兵，而使國家再度四分五裂，同時
另一個甲午戰爭又發生了，那時候有可能台灣分裂
勢力的美夢就成真，在廢墟中獨立建國了。

澎湖如要獨立澎湖如要獨立
台灣會答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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