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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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付稿酬，所有稿件
及 信 函 ， 請 email至  
uschinaforum138@gmail.com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h

047

The hype of 'China Threat' promoted by some right-wing political 
pund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Japan has created some serious 
confusion for Americans. The current Japanese Administration's eagerness 
in promoting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s unfortunate but an obvious 
extension from the old Imperial and militant Japanese notion that Japan 
would be able to stand up on the world stage as a great power only if she 
could conquer China or at least control her. This notion should have been 
totally demolished after Japan's defeat in WW II, but the internal split of 
China and subsequent division of the world by a cold war kept the Japanese 
right-wing faction of the Imperialists fantasizing a dream to return Japan to 
her pre-WW II glory and still wishing China to be weak and vulnerable to 
the Japanese ambition.

The el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uting the idea that the US 
domestic problems are somehow caused by the rise of China and her rise 
would be a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to the U.S. are clearly based on some 
false assumptions. Their instigation to or alliance with the right-wing 
Japanese Imperialists in promoting 'China Threat' has caused confusion 
among American people i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ng the US-Jap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media seems to 
be filled more with one-sided reports, projecting China to be an enemy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ith no justification and making the real China issue a 
confused subjec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n organic medium, this column will be devoted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real China issue to Americans and why Americans need to 
understand it? 

China started a revolution 125 years later tha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get away from an impotent imperial system to establish a 
republic nation with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Her first naïve revolution 
in 1989 failed and her second revolution in 1911 partially succeeded by 
toppling the Qing Dynasty but failed to unite the factions in China. This 
revolution is hampered and prolonged by the presence of eight foreign 
powers in China at the time. In particular, Japan was destined to stop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quer China.  Japanese waged wars against China 

lasted nearly a decade ended in 1945.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was a part 
of the eight foreign powers in China,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as the 
friendliest among the eight powers due to her sympathetic attitude towards 
China's revolution.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Dr. Sun Yat Sen, edu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lumnus of Lolani High 
School in Honolulu where Obama graduated as well), exposed to 
Christianity, baptized and developed his Three Principles of People, had a 
lot to do with getting American support of the Chinese (or Dr. Sun's) 
revolution. When the eight foreign powers defeated Qing army and looted 
Beijing including the Imperial Garden, the resulting unequal treaty required 
China to offer territorial concessions and to pay 450 million ounces of silver 
(one ounce per one Chinese) to the eight nations (in 37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later had agreed to use her share of the money to support Chinese 
studen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studies. This gesture was long 
remembered by the Chinese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ooks.

After WW II ended, China's revolution continued with the Soviet 
Union backing Mao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cking Chiang who then lost the 
mainland to Mao in 1949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The recent history of the 
two parts of China were by no means simple and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The mainland China adopted communism as a member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xperimented with communism. After failing to make progress to raise 
the mainland from deep povert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departed from the communist union essentiall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1960's and pursued socialism with partial experimentation 
with capitalism. Despite of her involvement in the Korean War and Vietnam 
War, the mainland China had principally adhered to her desire and policy to 
focus on her own domestic problems and economy. This is evident from the 
way she exited the wars. Through her decades of hard work, the mainland 
China has risen in economical strength, remarkably becoming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had continued in support of the KMT government 
in Taiwan as part of the strategy of stemming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With the aid from the U.S. and her own practic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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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Taiwan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power in Asia with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However, politically Taiwan had a major 
setback and was replaced by Mainland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 The 
United States encouraged Taiwan to be independent.  However, Taiwan was 
intrinsically not interested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from Mainland especially 
if the coercion for independence came from a third country such as Japan or 
the United States, not grounded purely in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peopl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historical incomplete revolution started by Dr. 
Sun Yet Sen, (who is recognized as the founding father of modern China by 
both Mainland and Taiwan), and the common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he 
people are the intrinsic bonding force to move them towards unification by 
expecting adjustments in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resisting vicious external 
influence otherwise. 

Nixon and Kissinger understood the above background hence adopted 
the one China policy leaving the Taiwan issue vaguely defined. They made 
the historical visit to China opening a new chapter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result is an ever growing economic ti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ended an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US-
Taiw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strategic for stemming the spread of 
communism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The real China issu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how to guide the Chinese reunification process so that the 
U.S. remains the friendly ally with the United China and together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together to deal with the nuclear threat, the 
resurgence of ambitious militant governments and the terror groups, and to 
cultivate a symbiotic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e 'China blaming' and 
'military threat' from China are false theories (for example, the number of 
aircraft carriers in the world (in service/under construction) are US (19/3), 
India (2/2), Japan (2/1), China (1/2) and S. Korea (1/1)), really having no 
place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t the juncture of another historical minister level visit by Zhang 
Zhijun (Chief, Taiwan-Mainland Affairs (Unification) Office in Beijing)  to 
meet Mr Wang Yoichi (Chief, Mainland-Taiwan Affairs (Unification) Office 
in Taipei) in Taiwan, the Director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Taiwan, Mr. 
Christopher J. Marut,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d, should take keen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to participate in this event and exert any positive 
influence possible to the Chinese reunification process for the benefits of 
improv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for the sake of forming a 
partnership in maintaining a peaceful world.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將于6月
23日訪台，這是對臺灣陸委會主委
王郁琦今年2月11日赴南京訪問的一
個 回 訪 ， 因 此 原 本 應 是 毫 無 懸 念
的。然而，3月中臺灣發生了反服貿
學運，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所須
的立法程式遭遇波折。這個始料未
及的事件嚴厲的衝擊了大陸的智庫
專家和政府官員，也必然會促使大
陸徹底檢討延續二十多年的對台政
策。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張主任的
訪台顯示大陸高層對馬英九的支持
和信任，也表示了對台政策的延續
和對臺灣同胞心態的理解。然而，
中國在巨變，世界在巨變，如果今
後一年，臺灣朝野不能展現有智慧
的善意，大陸的對台政策將可能發
生重大的變化。 

過去三十年，特別是馬英九擔任
總 統 以 來 ， 兩 岸 經 濟 關 係 日 益 密
切，但兩岸人民的政治關係認同卻
更加疏離。兩岸經濟合作與民間交
流中，大陸不斷讓步與讓利，雖然
在逐步改變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印象
與觀感，但臺灣民眾的臺灣主體意
識與臺灣認同卻越來越強，「統消
獨漲」呈現持續發展態勢。如今高
達90%的臺灣民眾希望維持現狀，
60%的人希望永久維持現狀，希望立
即統一的人小於5%，而希望最終獨
立的人是希望最終統一的人的二到
三倍。然而，另一方面90%的臺灣人
認同自己的華人血緣、語言歷史和
文化。

過去大陸一直認為阻礙兩岸統一
的最大因素是大陸的經濟落後和彼
此民間的缺乏瞭解。然而，隨著大
陸經濟的高速成長和進步，長住大
陸 的 臺 胞 超 過 百 萬 ， 以 及 每 年 近
800萬旅客往返兩岸，這些因素都不
存 在 了 。 因 此 ， 我 們 必 須 面 對 事
實，嚴肅的探討問題的根源，才能
消彌危機于未形，真正造福兩岸同
胞。依我的淺見，原因有四:1.臺灣
朝野迷信西方的價值觀和政治經濟
制度，對於大陸的體制沒有信心。
2.隨著經濟的迅速增長，大陸官場的
腐化現象及一般百姓的缺乏現代文
明素質無法吸引臺灣百姓。3.臺灣中
下階層百姓人民沒有感受到大陸讓
利的實惠。4.臺灣民眾已習慣了現行
的體制，沒有求改變的動力，而任
何形式的統一就是改變現狀，何況
二十多年來大陸的對台政策和號召
都 沒 有 讓 臺 灣 感 受 到 不 統 一 的 壞
處。

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制，井水
不犯河水“本身就是一個消極的，
妥協的政策，是在大陸剛從文革的
廢墟中走出，正在摸索改革的道路
和制度，而另一方面又渴望完成他
們那一代愛國志士統一中國的願望
的這種背景下的產物。它有它的時
代意義，也對穩定兩岸關係和促進
改革開放作出了偉大貢獻。之後三
十多年兩岸官民及海外華人發表了
無數的文章來詮釋”一國”和”一
中”，然而，它們的結果是模糊了
焦點把簡單的本質複雜化。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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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伊拉克打了十一年仗，死
了數千名士兵，傷者無數，耗資萬
億。這一切，按照小布什的說法，
目的是在中東建立第一個民主政
權。可是，伊拉克雖然有了選舉，
卻稱不上民主，其領袖馬利基是個
種族主義者，擴張什葉派，壓迫遜
尼派和科茲族，使族群矛盾與衝突
越來越尖銳。若是按照前副總統錢
尼和他的搭檔國防部長朗姆斯費爾
等人的說法，美國的目的是要在伊
拉克建立一個永久根據地（美國在
巴格達建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大使
館，并在該國境內建造了四個龐大
的永久性軍事基地）。但是，由於
馬利基政府不肯簽駐軍協定（美國
兵犯罪不受所在國的法律制裁），
美軍被迫於2011 年年底全部撤離。
這兩大目標都落空了還不說，現
在，來自敘利亞的遜尼派武裝部隊
輕輕鬆鬆地佔領了伊拉克的第二大
城，最大的煉油廠，和邊境的一大
片土地，大有將該國一分為三的勢
態。如果伊拉克被分為什葉區、遜
尼區和科茲區，則美國十一年犧牲
所帶來的一點點成果就泡湯了。

絕的是，當年設計侵略伊拉克的
那批新保守主義者突然都跳了出
來，出現在電視上和報紙專欄中。
他們跳出來的目的不是承認錯誤，
向全國同胞表示慚悔，而是為了攻
擊奧巴馬。前副總統錢尼理所當然
地是這一派的代表，他在《華爾街 
日報》寫了篇評論，裡面批判奧巴
馬的名句是：“極少美國總統會在
那麼多的事情上錯的那麼利害和傷
害到那麼多人”（Rarely has a U.S. 
president been so wrong about so much 
at the expense of so many）。此文一
出，大家為之譁然，所以右派的
FOX電視臺專訪他時，金髮碧眼的
女主持人居然會問他：“你說薩達
姆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你說我
們的軍隊會受到民眾的夾道歡迎…
現 在 ， 在 花 了 將 近 1萬 億 美 元 、
4500名美國士兵喪失生命之後，你
怎麼回答那些質問你的人提出的這
個問題：‘你才是哪位在那麼多事
情上錯的那麼利害和傷害到那麼多
人的人’？”。

許多論者認為，小布什在錢尼的
擺弄之下，指使國務卿鮑爾到安理
會作偽證，指責薩達姆發展核武，
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大恥辱。然
後，在得不到安理會認可的情況
下，發動北約組織去進攻伊拉克，
是小布什這位公認為美國最無能總
統犯下的最大歷史性錯誤。錯誤之
一就是把伊朗的死敵給打垮了，造
成伊朗（什葉派）成為中東獨一無
二的強國，從而使美國在灣區的盟
友們－遜尼派的石油生產國－極度
不安，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錯誤之
二就是美國在中東的糾纏不清使它
無暇東顧，以至於讓中國趁機坐
大。錯誤之三就是打仗卻不肯追加
預算，同時還減稅，從而造成赤字
猛升，傷到了美國的元氣。

《紐約時報》最近作的民意調查
中問：“你認為跟伊拉克作戰的後
果值不值得美國人的性命和其他的
代價？“（Do you think the result of 
the war with Iraq was worth the cost of 
American lives and other costs of 
attacking Iraq， or not?）75％的人回
答：不值得。這本來可以認為是對
這個錯誤決定的最後判決，可是，
在遜尼派恐怖份子向巴格達挺進和
美國又派出300人的顧問團之後，
伊拉克的悲劇和美國在其中的角色
可能還沒有演完。

且讓我們簡單談談下面的問題：
到底錯在那裡？是不是僅僅是小布
什的錯，或者新保守主義派的錯，
還是另有出處？

我們發覺，美國的外交運作似乎
奉行兩條行為準則：第一，在國際
關係中，沒有永久的朋友：第二，

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我們要
問的是，這麼做到底行不行得通？

1979年 ， 前 蘇 聯 引 兵 進 入 阿 富
汗，建立了一個非宗教性的傀儡政
權。當時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
辛斯基立刻指使中情局跟巴基斯坦
的情報組織ISI密切合作（ISI跟後來
被定性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宗教組織
之間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繫，甚至
直接控制），並且還暗中取得沙烏
地、埃及與中國的合作，對阿富汗
的聖戰組織提供大量軍火、武器及
其他援助，讓他們去對付哪個傀儡
政 權 。 布 列 辛 斯 基 於 1997年 在 跟
CNN進行的一次訪問中將此事的前
因後果和盤托出。本‧拉登這位宗
教狂熱者和他的基地組織就是在那
時得到CIA的培訓和武器的。

在那之後，伊朗與伊拉克進行了
八年的慘烈戰爭，而美國卻是站在
侵略者薩達姆一邊，向伊拉克的提
供武器和情報。為什麼呢？因為敵
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1979年
伊朗將美國大使館66名工作人員扣
押為人質，長達400天），而伊朗是
美國在中東的主要敵人。之後不
久，薩達姆侵略科威特，所以美國
通過聯合國，於1990年發動了三十
四國聯軍，回過頭來打伊拉克，是
為第一次伊拉克戰爭。2003年，小
布什以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為藉口，第二次侵入伊拉克。不
像他父親當年，沒有鏟除薩達姆政
權，他則徹底毀掉了伊拉克的政治
結構，解散了數十萬軍人，其中一
部分隨後成為反美和種族衝突的肇
事者。

我想要指出的是，美國憲法樹立
了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這是因為
清教徒在英國受到迫害，所以到了
新大陸他們對此極度堅持。美國人
一向也以此自豪。但是，為了冷
戰，它卻支持了今天被它認定為恐
怖組織的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或它
們的前身）。當年它協助這些組
織，推翻了蘇聯在阿富汗建立的非

宗教政府，也就是俗世政府。問題
就出在這裡：那個俗世傀儡政權很
可能自己會垮掉，或者被塔利班推
翻，如果美國置身事外，那它的手
就沒有染上阿富汗內戰的血。如果
哪個傀儡政權自己不跨，則一個俗
世政權會推廣教育，包括塔利班嚴
厲禁止的對女子的教育，惠及整個
阿富汗社會。以阿富汗的利益出
發，這未嘗不是件好事。如果美國
堅持它政教分離的原則，即便該傀
儡政權是蘇聯所建，它也不應當去
支持宗教狂熱者去推翻它。如此，
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組織就不會得到
CIA的 訓 練 ， 也 就 不 會 導 演 一 場
911事件。911 事件不發生，美國就
不會反恐。美國後來也不會捲進在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兩場戰爭。請
問，如果沒有反恐，美國會是今天
的樣子嗎？

美國當初當然不可能想象到，本·
拉登會導演一場利用美國自己的民
航機炸掉紐約市雙子樓的驚人事
件，當然更沒有想到它會被這些狂
熱者引發的一連串事件糾纏了十多
年而無法脫身。它當然做夢也沒有
想到，伊斯蘭宗教狂會發展到今天
這麼無所不在的地步，和中東會變
成今天這樣的爛攤子？但是，仔細
想一下，為什麼一個堅持政教分離
的國家，一個依靠有容乃大的精神
而成為世界超強的國家，會違背自
己的基本原則，幫助和促進了思想
上跟它立國的自由主義完全對立的
恐怖集團？我們可以問，把”敵人
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的操作程序
取代了自己的建國理想，這種急功
近利和短視的做法是不是讓美國自
食其果？

稍作聯想，美國難道不是把中國
當作假想敵嗎？同樣的道理，敵人
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所以美國
就拉攏同跟中國作對的日本、菲律
賓和越南之間的關係。如果能夠，
它會把整個東盟和印度也拉過去。
但是，這麼做難道真的符合美國的
長期利益嗎?

Why American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al China Issue? -

大陸的最低要求就是堅持「九二共
識」，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
知。對於臺灣而言，不挑戰模糊的一
中底線是維持現狀的最好保證，但
是，一個危險的趨勢是臺灣正在用偷
樑換柱的手法，不斷的衝擊這個底
線，最近許多綠營人士不斷提出臺灣
未來由臺灣2300萬人決定，而國民黨
的未來領導人朱立倫也居然附和這種
說法，更荒謬的是民進黨籍台南市長
賴清德本月7日在上海復旦大學與師
生座談時公然提出類似論調而居然沒
有遭到當場有力的駁斥。之後國台辦
發言人范麗青在11日上午例行記者會
上發表聲明「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台灣同胞
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但
是，大陸給台獨人士做免費廣告的事
實已經造成。大陸應該透過各種管道
清晰地說明，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
臺灣2300萬人決定臺灣的內政，然
而，任何拋棄一中共識的決定就意味
著內戰的延續，而其結果就是一國一
制。沒有原則的統戰只會助長台獨勢
力。

許多人認為三月中發生在臺灣的
反服貿學運是由於民進黨的設計和國
民黨的無能。然而，更重要的因素是
年輕學生和中下層百姓對被邊緣化的
恐懼和對未來的彷徨，本質上和近年
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學生運動沒有任何
的不同，是對現在金融寡頭控制下的
政治和經濟自由主義所造成的世界性
的貧富差距的反抗。台獨人士並沒有
這樣的智慧來主導這個運動，這就是
為什麼獨派大老辜寬敏創辦的「新台
灣國策智庫」6月11日公佈民調顯示
了民進黨滿意度從今年的1月、3月到
6月 呈 現 下 滑 ， 分 別 是 36.6%、
28.9%與24.9%。台獨人士希望將學生
和中下層百姓的憤怒和不安的矛頭轉
移到大陸，然而，這些人應該是中國
共產黨的天然盟友，大家應該合作共
同探討如何改變金融寡頭控制下的世
界秩序，為大多數人謀福利。

中國統一問題的最終本質就是價
值觀和政治經濟理念的競爭。一百七
十年來的屈辱和落後使得華人喪失了
對於傳統價值觀的信心，也因此失去
對強勢西方價值觀的批判能力，一窩
蜂的迷信西方文明。然而，金融危機
的爆發和之後西方國家的應對措施充
分顯示出現今主導世界的西方價值觀
和制度必須更改和調整，這是中華民
族和中華文化對世界作出貢獻的時
代。 在歷經許多轉折後，中國大陸
正逐漸摸索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道
路，在探索的過程中肯定有許許多多
問題，但是過去三十年，大陸充分的
展示了它解決問題改正錯誤的能力 
。上任一年多以來，習近平有力的展
示了反貪腐的決心，回歸為人民服務
的優良傳統和提高人民文明素質的努
力，而這些措施的成功肯定會改善臺
灣人民對大陸的觀感。在這關鍵時
刻，為了自身利益，有智慧的臺灣人
民必須選擇參與中國正在進行的偉大
而且將影響世界的探索過程。

～ ～張文基

Watch the Historical Visit of Zhang Zhijun to Meet Wangyoichi in Taiwan

美國捨本逐末的外交行為美國捨本逐末的外交行為
～彭文逸～

前幾天，中國慈善家陳光標先生在紐約上演了一場大戲，他邀請了幾百
名當地的窮人，在中央公園附近一家相當有名的餐廳用饍，並發給每人三
百元救濟金。他事先準備了幾十套雷峰裝，讓願意穿的人穿上，(老美穿上
八路裝，每個人看起來都像白求恩)，他還號召到一些紐約附近的中國留學
生做志願者，幫他在會場當義工，人氣十足，熱鬧非凡；標老弟一時興
起，還領導大家一起合唱英文名歌〈We are the world〉，引起美國主流社會
廣泛的注意和議論。(標老弟英文歌唱得字正腔圓，令人意外)

筆者不否認自已是標老弟的粉絲，尤其欣賞他的特立獨行的個性，隨筆
寫出幾點，供大家參考，正確與否，願意接受讀者批評。

很多人認為他不應該到美國來玩弄美國人。美國不是也有很多政客到中
國用各種手段去玩弄中國人嗎?(玩弄後還不給錢呢)；標老弟以其人之道反
制其人，可謂高招 !

很多人認為他的財產來路不明，千方百計要查他的底細，但始終查不出
差錯來，其實他做過很多生意，最後靠回收建築垃圾致富。十多年來他為
慈善事業捐款了好幾億，雖然他捐款的方式有時候太過高調囂張，值得他
本人檢討反省，可是依他本人的解釋是， 要以這種奇特方式拋磚引玉，引
起中國冨人的共嗚，為慈善公益一起來共襄盛舉。

陳光標家庭受文革傷害極大，他哥哥和姊姊都在文革中飢餓死去，但他
本人並沒有因此而對國家懷恨，他快快樂樂過日子，要盡他的力量為建設
美好家園作出貢獻。

當安倍晉三領導的軍國主義到處為爭奪釣魚臺列島領土主權作宣傳時，
標老弟在紐約時報登出「釣魚臺是中國領土」的巨幅廣告，給日本鬼子當
頭棒喝，表現了他不但愛民而且愛國的誠摯熱情。

陳光標為慈善事業捐出了巨大錢財，他自已和家庭的生活卻不奢華，經
常以自行車代步，他還在自行車上練就了一身功夫，可以在自行車上倒
立。現在的中國社會，有嚴重的仇冨心理，原因是大部份有錢人自巳都大
肆浪費，不肯施捨，有陳光標這類冨人站出來作為標兵，如果能成為氣
候，也許可減少中國社會內部的對立。

陳光標四年前，響應盖茨和巴菲特的號召，寫了一封公開信，保證死後
要為慈善事業捐出全部財產，他留下了他的精典名言:「與其給孩子很多
魚，不如給他釣竿和教他釣魚的技巧」。

陳光標有幸在新中國成長發達，新中國也有幸能有這種懂得報三春暉的
愛國國民......。

伊拉克戰亂伊拉克戰亂

論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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