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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South China Sea (SCS) is an Issue like 
citizens of Moscow interfering about how New Yorkers build their 
subway stations and how NY districts lobby for funds and investments to 
build new stations. It is none of Russia's business; certainly no one will 
prevent any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to ride a NY subway with proper 
conduct. SCS is a large area of ocean having numerous small uninhabited 
islands. Historically, these small islands were under China's sovereignty 
when most parts of Indo-China were tributary states under China's 
dominance. Many coastal countries respected China'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SCS islands until WW II when Japan's invasion 
disrupted the peace in SCS. Post WW II, the SCS was supposed to be 
restored to pre-war condition according to Potsdam declaration and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but China was devastated by the war and was 
split into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resulting in each claiming 
Sovereignty over SCS islands. Then the SCS coastal countries began to 
encroach the nearby uninhabited islands, started to build structures on 
these islands.

China naturally was aware of these encroachments and tried to 
prevent them. In particular, Vietnam was the most aggressive country 
claimin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ver Paracel and Spratly Islands in the 
Gulf of Tonkin. During the 1950s, Paracel Islands were controlled by 
China and South Vietnam, but in 1958, North Vietnam accepted China's 
claim of the Paracels, relinquishing its own claim. In 1974, a clash 
between South Vietnam and China resulted in China taking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Paracels. When the North Vietnam absorbed the South 
Vietnam in 1975 (ending of US-Vietnam War), North Vietnam took over 
the South Vietnamese-controlled portions of the Spratly Islands. The 
united Vietnam then canceled its earlier renunciation of its claim to the 
Paracels and attempted to dominate the Spratly Islands, partially 
controlled by China. In 1978, China ceased financial aid to Vietnam as 
Vietnam signed a friendship treaty with the Soviet Union favoring 
commercial and military ties with the Soviet over China. In February, 
1979, one month after the U.S. recognized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launched a two week military campaign crushing into 
the northern Vietnam and threatened occupation of the Vietnamese 
capital, Hanoi, as a punishment to Vietnam's hostile attitude to China, 
discrimination to Chinese people living in Vietnam and hegemonic 

aggression into Cambodia.
China strategically stopped the 29 Day invasion on March 5th and 

engaged a peace talk with Vietnam after causing heavier casualties in 
Vietnam army than themselves. But the peace negotiation broke down in 
December, 1979, both sides began buildup of troops as many as 600,000 on 
Vietnam side and 400,000 on China's side. Sporadic skirmishes occurred in 
the 1980's. China threatened to launch another punitive attack to force 
Vietnam to move out of Cambodia. China succeeded somewhat in checking 
Vietnam's ambition of encroaching into her neighbors, Laos and Cambodia, 
but the Vietnam-China border conflicts persisted to 1990 when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The Spratly Islands in SCS became a dispute among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Malaysia,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following the 
following events: 1. China lost a war ceding control of Indo-China and 
consequentially part of SCS to France (in what year?). 2. Briefly, Japan 
invaded and occupied Indo-China during WW II. 3. Post WW II, the U.S. 
took over the French interest in Indo-China, engaged a twenty year war in 
Vietnam (1955-1975), 4. China won a war against the united Vietnam (1979). 
5. Development of Asian countries from post Vietnam War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1979-1990) and then rapid development from 1990 to 
2000.

The importance of SCS islands especially the bigger ones like Spratly 
are threefold: 1. Large oil and gas reserve in the region; 2. Fishing rights and 
3. Strategic position to the commercial sea lane for vast amount of world 
trade. The dispute over Spratly would have been essentially over today if just 
dealing with the above issues, but the U.S. raised a new issue, "Freedom of 
Navigation" for her naval vessels in SCS. Ever since 1992, the ASEAN 
countries advocated peaceful resolution of any dispute in SCS. In 1995, the 
ten ASEAN countries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China (PRC) that any 
military action occurred in SCS would be informed to all other countries. In 
2002, ASEAN reached another declaration on Conduct in SCS, "to resolve 
their territorial and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 
(consultation, negotiation and not using force)" though it was short of a legal 
binding code of conduct. In 2002, China announced that she was launching a 
discussion of code of conduct in SCS, but in 2012, the U.S. Senate passed a 

resolution denouncing that China's actions amounted to unilaterally asserting 
control of disputed territories in the SCS.

Then the Philippines,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Benigno 
Aquino, III, initiated a protest against China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Sea for Chinese petroleum boat interfering Philippine's oil 
exploration near disputed Spratly. Subsequently, Philippines instituted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in "th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2013-2016) to 
which China refused to respond denying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Hence the 
ruling essentially was useless, nothing more than creating political debate 
among biased commentators. In 2016, when Rodrigo Duterte, a strong 
Administrator against crime and drugs, got elected as Philippines' President, he 
chose to steer Philippine's diplomacy away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the U.S., 
pursuing a neutral position towards China as an ASEAN member. Duterte 
elected not to contest with China over disputes over SCS islands and welcomed 
China's collaboration in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investmen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ent few years, the SCS Issue was not bothering the SCS regional 
countries as much as the U.S. Her naval forces demanded 'Freedom of 
Navigation' by sending battle ships (even organizing naval exercises in Pacific 
Ocean) into SCS sometimes into the 12 nautical miles territorial water of the 
claimed islands. China sensed the military threat from the U.S. and her allies' 
naval forces; she accelerated her construction and fortification of her controlled 
SCS islands. China's progress was amazingly rapid, now she has completed 
modern seaport and airport on several controlled and enlarged islands providing 
not only defense capability but also operational support for maritime rescue and 
sea-lane safety.

On June 7th, American TV network, CNN, broadcasted a video of a 
Russian warship almost colliding into an American warship, each side blaming 
the other. This incident occurred a few days after a similar brush between their 
planes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above naval incidence happened during 
President Xi's visit in Russia, thus some commentators speculated that it was a 
message sent by President Putin: Russia being on the China side. However, 
judging on the intricate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decade in SCS, I would say 
that the Asian countries and China had taken a peaceful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ir problems. They all had focused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collabo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d always taken a welcome posture to 
collaboration whereas the American corporations were more worried about the 
investment risks in SCS. Flexing muscle by the U.S. Navy in SCS does not 
really reduce the security risk (hence investment risk) in SCS for American 
corporations. Therefore, it is easy to conclude that China and ASEAN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an agreement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SCS. The outside 
forces, whether, the U.S., Australia, India, Japan or Russia, should restrain from 
interfering with their peaceful discussion.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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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台灣從2019年開始，似乎全島陷入
歇斯底里的選舉熱。國民黨和民進
黨，半斤八兩，黨內競爭總統候選人
的人選，什麼話都敢說，也不怕傷害
到多年的同志或戰友。讓我們感受到
這群高來高往的人，沒什麼「江湖道
義」可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灣二
次大戰後的第三代，應該指九○年代
出生後的年輕人，大多數人是現實而
不務實，老實而不踏實。大家都想能
夠像麻雀變鳳凰一樣，一步登天，就
算踩在別人頭上也不在乎。

美國基本政策台海維持現狀
李登輝在一九九六年二度當選總統

候，基於他個人的政治理念，把中華
民國的定位解釋為「台灣本土化」，
把一般人對大陸的善意，轉變為「戒
急用忍」的對立。中共當局在一九八
九年的六四事件，亦讓北京政權的形
象一落千丈。這些種種因素扭合在一
起，都足以造成兩岸一家親的裂痕，
這都是不爭的事實。

2000年，國民黨失去中華民國總統
的大位，儘管立法院仍過半議席，但
台灣在陳水扁蓄意走向台獨的影響
下，台灣第三代年輕人，也開始從
「台灣本土化」，向「台灣獨立」這
個光譜移動。

然而，台灣的走向，是受到美國制
約的。特別是改變台灣現況是件國際
大事，更是牽動台灣海峽區域安全與
穩定的核心問題。美國人對台灣的軍
售理由，特別是對大陸的喊話，都是
為了台灣海峽兩岸的軍事平衡，所以
賣武器給台灣，藉以增強台灣防禦力
量。由此可見，不改變台灣海峽現況
的「平衡」，是美國的基本政策。

國民兩黨模糊中華民國
八年的陳水扁以及民進黨，為了爭

取中間選民，經常提出「台灣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
國」。因此，台獨主張，慢慢侵蝕了
中華民國的主權及憲法主張。

二○○八年，國民黨馬英九再度贏
得總統大選及立法院議席，加快改善
兩岸關係。它提出現階段「不統、不
獨、不武」的兩岸政策。我們的觀察
是北京當局吞忍了下去。馬英九執政
八年，內政連連失誤，民心士氣喪
失，導致二○一六年的大選失去了總
統大位，更丟失了立法院過半的議
席。有人形容，這種失敗等同一九四
九年在殘酷的國共內戰中，國民黨失
去了政權。幸好是在台灣，幸好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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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解除了「戒
嚴令」，讓台灣開始真正走向民主政
治。否則國民黨會死得更慘。因為選
舉失利只是下台而以還不至於斷頭流
血。

蔡英文上台，挾民進黨立法院席次
的過半優勢，透過立法清算國民黨，
等同用「民主」手段，清掃國民黨。
國民黨在台灣吃香喝辣過天上人間的
日子近六十年，卻沒想到蔡英文，心
狠手辣，欲置國民黨於死地。確實也
是如此，斬斷國民黨的黨產，令其沒
有運籌帷幄的財力，如此僅剩民進黨
一黨獨大。蔡英文迅速有功論賞，無
功論關係，將政府及國營企業，還有
政府關係的基金會，透過換人接收接
管，蔡英文的動作，一點也不手軟。
這三年來，砍殺軍公教警退休金，製
造世代對立、無視民眾反對同性婚
姻，強行通過同志法案、無視台灣電
力來源的多元化，以燃煤燃氣取代核
能，造成全台空氣汙染，企業龍頭人
人怕斷電，台灣則成為世界前三名的
人均最高排碳地區。此外硬拔民間水
利會，將其納入政府管理，引爆民怨
及糾紛。編列八千億前瞻計畫，企圖
收買地方派系以及財團。這些違反政
府倫理，地方派系利益，通吃國家資
源，敗壞善良風俗習慣的施政，導致
二○一八年的九合一地方大選，民進
黨徹底吞敗。台灣地區二十二縣市
長，民進黨只剩六縣市。這種結果，
徹底動搖了蔡英文的黨內地位及民進
黨的群眾基礎。其中國民黨贏得最亮
麗的縣市，就是韓國瑜在高雄市翻轉
了民進黨二十餘年經營的大本營。

韓國瑜則因為這一戰，成為了明年
大選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最有可能
的出線者。蔡英文則因失利，受到他
任內行政院長賴清德的挑戰。

韓國瑜出自內心的庶民味道
從現在的發展來看，民進黨的蔡英

文，抓住美國人對抗北京的機會，拼
命往美國川普總統靠攏，最近使勁地
黏著國軍部隊不放，甚至放話，過去
部隊是國民黨的，現在是我們的。她
希望塑造的形象，她是「台灣安全」
的行動守護者。賴清德也拼命說「台
灣就是中華民國」因此，可以推測的
是民進黨明年的主軸，擺在自己創造
的文革選舉口號「台灣安全」，「台
灣主權」。同時加味，「有美國人

在，台灣免驚。」民進黨大概就是這
樣定調的。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競逐者，祇有
韓國瑜完整地向庶民喊出「中華民
國」。其他候選人，不知在幹嘛？真
的是語無倫次，包括郭台銘、朱立
倫、王金平等，則拋出一些酸來酸去
的話語。明白人一看，就知道都在盤
算自己，能否僥倖脫穎而成為國民黨
推出的總統候選人。這些人的政治高
度和語言，已被韓國瑜爭得制高點，
他的競選口號也對味，韓國瑜陣營喊
出庶民要選出「庶民總統」，太對味
了。

我們描述這應變，只是想說明國民
黨在過去二十年，拋棄了中華民國主
體論，把國民黨人以及泛藍描成「獨
台」，因此無法抗拒民進黨的假「台
獨」，因為「台獨」兩個字太容易了
解了，就是和大陸和「中國」，一邊
一國，各管各的。絕大多數老百姓忘
記了他們都生活在中華民國的屋頂
下。台灣地區，台澎金馬的一切運
作，都在中華民國憲法和法律的基礎
和規範下，平穩而安全地度過了七十
年。

中華民國才是九二共識的主角
現在，韓國瑜將台灣的格局，重新

拉回中華民國。只有中華民國在，只
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台澎
金馬的主權，還有誰會置疑呢？台澎
金馬的安全，若誰來侵犯，只有中華
民國政府領導全民來抵抗，這都是理
所當然的事。因為中華民國，所以
「九二共識」更是理所當然。因此，
我們可以預測得到，明年國民黨和民
進黨的大選，肯定是「中華民國」和
「台獨」的對抗，不會是統獨之對
抗。國民黨抓住這個主軸，才能擺脫
「獨台」的陰影，也才能擊敗民進黨
唬弄台灣人民的假「台獨」。當中華
民國和台獨在大選中，成為選民的是
非題時，台灣的政治發展，才會正常
化，只有所有選民向中華民國靠攏，
台灣和大陸的關係才會在「九二共
識」的基礎上，繼續向前行。

明年的大選是中華民國回歸正位和
重新定位的一次決戰，只有中華民國
回到台灣人民心中，則所謂「台灣安
全」、「台灣主權」也就等同「畫蛇
添足」的政治語言而已。

謝正㆒，台灣工黨㈴譽主席，㆗華
兩岸事務交流㈿會會長，台灣佛光大
㈻教授。

◎謝正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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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大的中國必將統一  釣魚島列嶼必將回歸
——民間保釣回顧與展望
◎梁智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於2019年6月17日，在廈門舉辦了一個名為《回顧與展望》的保釣論壇，這是作者在論壇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代表大陸年輕

一代的保釣人士對保釣運動的認識與期盼。一編者
【前言】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有史為據，有法為憑。
20世紀70年代，由於日本美國互相勾結，私相授受，妄圖侵佔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列嶼，從而引發聲勢浩大的民間保釣運動。近半個世紀以

來，從北美到台灣，從歐洲到港澳，無數仁人志士，不畏艱險，奮勇犧牲，為了釣魚島列嶼早日回歸中國，為了捍衛中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
嚴，進行著一次次艱苦卓絶的鬥爭，上演著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直至今日，民間保釣運動綿延不絶，從白髮蒼蒼的耄耋老人，到健步如
飛的英姿少年，仍常年在為促進釣魚島早日回歸祖國的懷抱奔走呼告，負重前行。 

回顧昨天，反思今天，展望未來。
一點心得，與諸君共勉。
【第一部分：回顧】
根據時間節點，我將民間保釣運動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0——1972  春雷 
 因為日美私相授受中國領土釣魚島列嶼的無恥行徑，激起了中國人的極大憤慨!1970年9月2日，《中國時報》記者團前往釣魚島列嶼採訪，並

率先登島，掀起全球華人的保釣運動；以林孝信主編的《科學月刊》為媒介，以王曉波、楊振寧等一大批愛國華人為骨幹，一場以中國留美學生
為主體，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由此發端。1970年12月，《科學月刊》專 門 編 發 了 《 釣 魚 台 事 件 專號》，寄給分佈於全美50多所大學的聯絡
員。這些聯絡員又聯繫了1000多名留學生，成為保釣遊行的主力軍。《釣魚台事件專號》一共出了3期，均在留學生中引發強烈反響。1970年
12月16日留學生沈平、李德怡等率先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了"保衛釣魚島行動委員會"，其他學校也隨之響應。及至1971年初，全美60余所大學都
成立了保釣分會。1971年--1972年，是保釣運動最蓬勃發展的時期，最高潮時曾達到200多個的規模。從北美到台灣、從歐洲到香港、新加坡，都
舉行了大規模的保釣遊行、示威、抗議活動。通過此階段保釣運動，達成了兩項重要成果：一是迫使美國在把釣魚島列嶼交予日本管轄時聲明：
釣魚島列嶼交予日本的只是管轄權（施政權），不涉及主權。涉及主權部分有相關各方協商。從而打破了日本一蹉而蹴侵佔釣魚島列嶼的圖謀，
為中方在日後爭取釣魚島主權爭取了空間。二是通過釣魚島事件，促使海外華人民族意識的覺醒，從而進一步認清了台灣當局和新中國的差別。
大批華人精英心向祖國大陸，為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重大貢獻。

第二階段：1990——1996  犧牲  
1990 年日本"海上保安廳"承認"日本青年社設置燈塔為正式航標"，同年 10 月 20 日，"台灣區運動會決定選釣魚島作為送聖火的地點，當聖火

隊傳送聖火到釣魚島，遭到日本海空武裝力量驅逐返台"，引發了第二次保釣運動，1996年9月26日，"全球保釣華人聯盟"召集人陳毓祥帶領的香
港抗議者乘坐一艘2800噸的貨輪"保釣號"到達釣魚島海域，陳毓祥率領五位突擊隊員穿上救生衣，躍身入海游向釣魚島，因腳部被繩索纏繞，陳
毓祥溺水不幸犧牲。同期，紐約保釣聯合會、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澳門保釣行動委員會成立；中國大陸也開始加入保釣活動，北京、深圳等地
也舉行了保釣活動。此次保釣以1996年10月7日陳裕南、金介壽等人成功登陸釣魚島為高潮，有力的打擊了日本政府和日本右翼的囂張氣焰，在
釣魚島上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主權。同時也凝聚了海內外華人人心，認清了台獨的本質，更多人心向統一。

第三階段：2002——2012  燎原 
 進入21世紀，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民間保釣運動在中國大陸開始星火燎原。2003年到2004年期間，中國大陸民間密集舉行了四次保釣出海活

動，7名保釣人士於2004年3月24日成功登陸釣魚島。港澳台亦有多次保釣出海活動，2008年6月10日，台灣保釣船在出海保釣過程中被日本巡邏
船撞沉。2010年9月7日在釣魚島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艇與中國漁船"閩晉漁5179號"發生碰撞，日方扣留了詹其雄等13名中國漁民及該船，隨後
全國各地隨後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2012年8月15日，來自大陸、香港、台灣、澳門的七名保釣人士再次登陸釣魚島。同期，中國民間保釣聯合
成立、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成立，中國大陸許多城市（例如北京、上海、廣州、西安、成都、深圳、瀋陽、鄭州、長沙重慶等）都開展了形式多樣
的保釣宣傳、遊行示威等活動。通過全國各地保釣志願者開展形式多樣的保釣活動。更多民眾瞭解到釣魚島主權知識，釣魚島屬於中國日漸深入
人心。

第四階段：2012年至今。 守望  
2012年日本政府上演購島鬧劇。中國大陸網絡、媒體放開釣魚島報導，中國政府公務船開始定期巡航釣魚島。中國政府執法力量在釣魚島海域

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巡航次數逐漸增加、巡航密度逐漸加大。釣魚島回歸中國已經形成了強大的全民族意志。此階段民間保釣空間和形式自然
收縮。民間保釣運動的內容和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2015年 6月16日，中國民間保釣書畫展在保定博物館舉行。2015年7月7日，世界華人保釣聯
盟上書教育部，要求增加教科書中釣魚島內容。2017年11月26日，民間保釣回顧展在廈門張雄美術館舉行。2018年10月13日，"兩岸釣魚島島礁法
律地位研討會"在廈門篔簹書院召開。。。。。。

民間保釣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保釣志願者開始了心的守望：堅守釣魚島列嶼必須完全回歸祖國的信念，盼望釣魚島列嶼早日回歸中國。
【第二部分：反思】
釣魚島本是中國的領土，為何落入倭人之手？
民間保釣運動延宕半個世紀，為何釣魚島列嶼還未回歸？
反思！國力羸弱、國家分裂！痛心疾首，扼腕嘆息！
甲午海戰：割地賠款。台澎割讓日本。日本也乘機竊占了釣魚島列嶼。
二戰勝利：日本戰敗，台澎回歸，中國陷入內戰，蔣介石置羅斯福多次提醒於不顧，致使釣魚島列嶼落入美國代管範圍，埋下禍根。
七十年代：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島，北京政府實力尚弱，台北當局當時雖為聯合國五常之一，手握否決權卻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終致釣魚島

再次落入日本之手。
從釣魚島問題發生至今，部分台獨勢力為了討好日本達到其政治目的，竟認賊作父，賣祖求榮！ 例如台灣地區前領導人李登輝，竟宣稱 "釣魚

島屬於日本"。此等賣國言論、民族敗類，必遭清算！
【第三部分：展望】
釣魚島何日才能回歸？
曾經有朋友曾經告訴我：假如中國不強大，莫說釣魚島，就是青島、台灣島也會失去。我深有同感！這樣的事情又不是沒有發生過。
可是，今日之中國，已不是舊時羸弱之中國，豈容賊寇再猖狂？
今日之中國，復興指日可待，強盛之路已勢不可擋！任何企圖分裂中國、侵佔中國領土、危害中國核心利益的圖謀都是痴心妄想！
從地理位置上看，釣魚島位於台灣的東北角。從行政區劃的分，釣魚島隷屬於台灣省宜蘭縣。所以，釣魚島問題與台灣息息相關。在台灣問

題解決以前，收回釣魚島主權會有諸多掣肘。
而中國日漸強大，台灣問題不可能一拖再拖。個人預判，祖國統一已經為期不遠了。待祖國統一之時，中國收復釣魚島列嶼也定是水到渠

成。
最後，八個字與諸君共勉"道阻且長,行則將至"。我願與諸位保釣同仁一起，共同守望釣魚島的回歸！（2019年6月於河南長葛）
梁智（本名謝少傑），1980年生於河南長葛。社會公益活動實踐者。世界華人保釣聯盟大陸分會會長。長葛市禁毒協會副會長。

台灣2020年大選是㆗華民國和台獨的決戰台灣2020年大選是㆗華民國和台獨的決戰台灣2020年大選是㆗華民國和台獨的決戰

論智商、情商、經商，是不是到了
任何人都可以瞧不起特朗普總統的程
度？值得每個人反思自己。他究竟有
多麼不堪？至少從尊重老年人的角
度，我們是不是應該換換腦子。

特朗普總統是美國式代議制民主選
出來的，之前沒幹過行政公職人員。
軍校和商學院畢業，結婚三次，成功
商人，又很跨界。他雙子座（西方星
相學），屬狗（中國屬相），A型
血。

他今年73歲，美國人均預期壽命是
78.5歲（2018數據）。這個年齡的人
在想什麼，求什麼，需要我們好好想
想。要知道，喬治·布希總統和克林頓
總統和他同歲。我想說的是，老年人
計算生命和從政時間的尺度和考量不
一樣。

下屆總統總會如期到來，這個角色
要擔當的不僅僅是美國舵手，也要為
這個世界負責，這個確實是「責無旁
貸」。本文的基本觀點，就是看到了
特朗普是為此有擔當的人，儘管他會
失敗，而且無人同情，反遭詛咒。本
文的目的是讓人們瞭解真實的特朗普
總統，然後再說三道四。

對特朗普的種種攻擊有目共睹，私
德應該可以和公職分開說，這個道理
不難懂，否則選民不會投票給他。
「通俄門」比較狠，在此不多說了；
侮辱女性，可以看看他身邊的女人，
比如太太和女兒。這個世界依然是男
權社會，對女人的態度如何，特朗普

只不過捅破了窗紙。和中國貿易戰是
貿易逆差大；和墨西哥是為了逼迫其
解決難民問題，至於方式，特朗普心
裡比誰都清楚。說他六親不認，讓女
兒女婿進白宮，舉賢不避親；說他推
特治國，確實，很多簡單道理，推特
的字數夠用了，不兜圈子。

是的，按照當今社會的遊戲規則，
特朗普作為江湖老司機已經玩膩了，
他開始"損人不利己"了，說他是"瘋子
"，是他不按規矩出牌，事實上，他不
是不懂規矩，是他終於有機會對這個
規矩說「不」，這個機會留給他的時
間不多。因此，他不是算錯了賬，而
是算的另一筆賬，這筆賬在眼前是虧
的，贏在未來。

四年任期已經過去了兩年，即便連
任一屆，也就剩6年，之後他就沒話語
權了，要想在這個世界留下痕跡，只
能留下思想。

他 不 會 渴 望 勝 利 ， 他 只 是 立 個
FLAG，這已經足夠。他只爭朝夕，身
體力行，不僅要做個《皇帝的新衣》
看見裸體的孩子，還要做承認裸體的
皇帝，揭露身處這個王國的一切既得
利益者的私心和偽善。為此，他就像
唐吉柯德大戰風車，他挑戰這個世界
的秩序，他心地單純善良，他希望給
這個世界建立一個照得到燈下黑的燈
塔。

結局注定是可笑的。《皇帝的新
衣》在孩子看來可笑，唐吉柯德在成
人 看 來 可 笑 。 在 "政 治 正 確 "的 規 制
中，一切都是笑柄。特朗普不是不

㈵朗普是誰？㈵朗普是誰？㈵朗普是誰？◎劉深

中美博奕的實質，從意識形態的角
度看，是先進意識與落後意識的矛盾
較量。所謂先進意識，是指思維顧及
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命運，以及地球的
現在和將來;所謂落後意識，是思維
仍停畄在冷戰吋代和地緣政治，甚至
是後殖民主義時代。 

地球人類的文明史已發展至一個臨
界點和轉折階段。若處理得當，人類
將登上一個新台階，成為更高一級的
智慧生命;若處理不當，人類將與地
球生態環境一同毀滅。這就是為什麼
當代人類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霍金預
言：人類必須在兩三百年內移民至別
的星球，否則將有大災難！ 地球人
類要在兩三百年內移民至別的星球，
除 了 要 有 高 科 技 (即 高 速 的 運 載 工
具)外，還需要有一個指揮人類大遷
移的統一指揮機構，而人類命運共同
體就是產生這一機構最好的雛型。

這權當是人類未來的科幻故事吧，
我們可以設想：在未來人類大遷徒的
指揮機構中，其領導層將在中美俄印
以(以色列)五國中產生…… 中美兩國
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大國，中
美關係的走向，將對人類的未來產生
直接的影響。對於人類的共同利益和
命運而言，中美兩國的關係合則益，
分則損，更不要說對抗了。 可惜現
今的中美博奕(包抬貿易戰)，不但不
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還給地球人類
的命運帶來負面的影響。

從人類的歷史經驗看，博奕，並不
是人們所說的有競爭才有發展，而是
經濟博奕將導至政治博奕，政治博奕

將導至戰爭。在現代人類擁有核子
武器的歷史條件下，如再爆發世界
大戰，那將是一場全球範圍的熱核
戰爭，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也就是
說，在人類還未來得及遷移至別的
星球，人類已自我毀滅了！所以當
特朗普退出與俄國的雙導協定後，
科學家便將世界未日的時鐘撥快兩
格…… 人類正面臨對自己的命運作
出重大訣擇的時刻：是繼續走博
奕、對抗和戰爭的道路，從而加速
人類的自我毀滅，還是走和平合
作，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從而加
快人類遷移至別的星球的步伐，使
地球人類上升至一個新的台階?相信
中美兩個大國的領導人能作出明智
的選擇，即使美國現任總統差強人
意，也可以寄希望於下一任總統。
可以預見：未來世界將朝著中美合
作和世界合作的方向發展。 中美關
係與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中美相
方應打破隔閡，儘早實現合作，即
使當今中美關係存在博奕(貿易戰)，
出現矛盾衝突和波折，但最終將走
向中美合作，實現全球一體化。這
是人類歷史發展使然，否則，地球
人類命運堪虞！ 最後，本文要借用
《聖經》的話語作結朿：天國近
了，人類要警醒！ 

作者：劉羽明，廣州師範㈻院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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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旅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
家、作家和收藏家。

《八論中美博奕與中美合作》
◎劉羽明

懂，而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特朗普是二戰後的第一年出生的，

戰後的美國雄踞世界超級大國，冷戰
結束後有一家獨大之勢。要知道和假
想敵作戰畢竟是很難操作的事，美國
能做的是獨孤求敗，居安思危，自我
更新。

提到特朗普總統的所作所為，不能
不說到"讓美國再次偉大"這個口號。
首先，這個口號是有時代背景或者說
前提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參照物
是什麼？比哪個「美國」更偉大？其
次，這個口號不是一句空話。再次，
這個口號其實是他的前任奧巴馬的治
國思想，只不過沒有用這個詞，奧巴
馬 的 詞 是 「 讓 美 國 保 持 領 先 」 大
意）。

認識到美國應該"改革"，是從奧巴
馬開始的，奧巴馬的計劃是基於對美
國的清醒認識，提出了既務實又務虛
的治國方略。「務實」就是對內醫改
教改，「苦練內功」，對外化敵為
友，比如古巴和解，撤軍伊拉克等
等，採取先收拳頭，以後再打拳頭的
戰略。比起醫改，教育改革這些關係
國計民生的大事，奧巴馬更重要的一
個貢獻卻被忽略了（搜奧巴馬《百度
百 科 》 簡 歷 隻 字 不 提 ） ， 這 就 是
2011年提出的「材料基因組計劃」
（MGI），「先進製造業夥伴關係」
的重要內容。這個計劃是奧巴馬「務
虛」的遠見之處。簡單說，奧巴馬要
通過這個計劃讓美國的製造業強大，
具體說，將20-30年的研發週期縮短為
2-3年。奧巴馬是2009年上任總統的，
這個計劃是2011年提出的，顯然是經
過緊急醞釀，而且是聽從了有遠見的

科學家團隊的建議。這個計劃是有遠
見的，是美國更強大的關鍵，別的都
是表面功夫。

美國不是舉國體制，這項計劃進行
如何我沒有資料。這個計劃堪稱完
美，甚至可以說符合國情，無懈可
擊。也隨著奧巴馬任期結束而失敗
了。原因是觸犯了現有的秩序，這個
秩序不是一屆兩屆總統可以改變的。
特朗普當然是看到了這一點，既然奧
巴馬這樣做都不行，無法改變現實，
索性就來得更恣意一點吧！

MGI的提出立即得到中國戰略科學
家的高度重視，作為頂層設計立即跟
進，可以「香山會議」為證，在此不
多說。值得注意的是，MGI的理念有
個 重 要 概 念 之 一 ，就 是 「數 據 共
享」，減少「重複論證」，實現全世
界科學家的交叉論證。確實，在大數
據和人工智能時代，「海量」和「天
文數字」這樣的詞語都不足以形容飛
速發展的數據時代。「數據共享」是
人類科技的未來，關於這個問題，對
於糾結於「知識產權」的人難以理
解，這裡沒空細說。

奧巴馬曾經被某些機構評為美國史
上最糟糕的總統之一，其理由簡單地
說，是他要做的事「沒做成」，毫無
疑問，特朗普也會被更多的機構評為
史上最糟糕的總統，甚至沒有「之
一」。 這種評價本身代表了掌握這個
世界話語體系的人。然而，對這兩位
總統的歷史評價是否公允，只能「讓
子彈飛一會兒」。

我認為，奧總和特總的共同點，是
認識到這個時代背景下美國面臨的最
大問題。但是他們的途徑不同，方式

不同，結果可能很相似，都是注定
失 敗 ， 因 為 不 被 現 有 的 規 制 所 接
受 ， =教 科 書 一 般 的 「 政 治 不 正
確」。但是，他們注定屬於未來，
一個國家的進步發展是一個漸進的
過程，不被當今世界認識其價值，
正是他們的「偉大」之處。

《 皇 帝 的 新 衣 》 來 自 西 班 牙 故
事，塞萬提斯曾經在作品中用過這
個素材。安徒生給這個素材增加了
一個孩子的話作為結尾，特朗普版
本又改了皇帝的戲。「讓美國再次
偉大」，潛台詞是讓這個世界更加
偉大。所以，他是個不折不扣的美
國戰士，也是國際主義戰士。

順便提幾句與中國的關係。我始
終認為貿易戰不會成為一場真正的
戰爭，這也違背特朗普的本意。特
朗 普 貴 為 一 國 總 統 ， 他 的 所 作 所
為，只是導演一齣戲。演戲要演得
很 像 。 讓 所 有 人 看 清 別 人 的 真 面
目，並照見自己。我堅信特朗普總
統對中國是友好的，因為他是一個
很正直客觀的人，他沒有不友好的
理 由 。 他 所 做 的 一 切 都 主 觀 為 美
國，客觀為世界，對中國有偏愛，
恨他該恨的人，他心裡是有譜的。

大幕落下，燈光四起，人們面面
相覷出走齣劇場，會發現，再像以
前那麼裝的生活已經不可行，還是
換換活法兒，不管你情願不情願。 
(2019年6月3日於深圳)

劉深，祖籍瀋陽，現居深圳。深
圳報業集團記者，作家，獨立導
演，紀錄片《25個字》獲得第45屆
㉁斯頓國際電影節長片、紀錄片單
元銅獎。25個字微博創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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