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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飛 陳立家

時光飛快,中美論壇己經出版兩
週年了,在同仁們分工合作之下,社
務進展十分順暢；更值得欣喜的是
我們的作者和讀者群的迴響,他們
從臺灣和大陸,全美各地以及世界
的各個角落發來為我們送來加油打
氣的鼓勵,真讓我們感動不己。

兩年來,我們始終堅持我們的辦
刊宗旨,為美中友誼的鞏固努力,為
中國的和平統一吶喊 ,但展望世
局,情況較兩年前似乎更不樂觀,尤
其是臺灣島內的臺獨氣焰囂張,反
服貿運動,太陽花運動,反課綱運
動,最恐怖的是背後支持這些反中
運動的民進黨竟然在臺灣大行其
道,有再次執政的可能,他們執政後
臺獨是否會公開化,不能不讓我們
憂心忡忡。為了避免中共為制止臺
獨可能採取的寧為玉碎的手段,在
這兩週年社慶前夕，衷心祝福希望
洪秀柱能贏得臺灣 2016 大選，成
為海峽兩岸和平的中流砥柱。有人
認為這個希望純粹是個夢,但別忘

了＂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筆者

認為洪秀柱的選情並不那麼悲觀,請
看俺的分析：

1.雖然一般民調,洪落後蔡十個
百分點,但奇摩 (Yahoo)三萬多民意
調查,洪反贏蔡百分之十。

2.九合一選舉,當時的網軍量,擁
民進黨和擁國民黨的網民是九比
一,洪參選以來,己追成六比四。
（兩個月由零增加到二十多萬粉
絲）。

3.洪的家世背景,語言天才,演講
爆發力,顯示了她正是蔡的天敵,她
肯定會在未來的辯論會上,把蔡英文
弄得灰頭土臉。

4.洪很會跟一般小市民博感
情,從她去高雄夜市和斗六夜市的電
視影像可看到她受到的歡迎和人
氣,證明她有實力走過濁水溪；臺南
市議員謝龍介說:「南部人就是喜歡
洪的這款味」!

5.兩岸如何維持和平問題,非法
霸占公家機構的社會法律秩序問

題,死刑問題,核能問題,水果魚肉外
銷問題.....，蔡英文有很多罩門可
以被逐一擊破。

6.最關鍵的是臺灣大部分人都很
理性,反中並不合他們的訴求,這些 
silent majority 會成為洪逆轉勝
的主力。

7.克林頓,奧巴馬原來都是B枷，
但最後都憑自己的努力，都由磚變
成的了玉,杜魯門更是選舉史上由敗
轉勝的奇蹟；看了過去的選舉風雲
史,洪似乎有不錯的勝算！

回頭再來談談中美論壇,我們社委
會巳通過,張文基教授將出任下一屆
社長,文基兄是南加州大學 (USC)名
教授,相信他必能帶領中美論壇更上
層樓。這次中美論壇和洛杉磯郡退
伍軍人協會合辦的紀念二次大戰勝
利七十週年就是由張教授操盤,今後
中美論壇會更多的參與美國主流社
會的活動,也順勢讓中美論壇的聲音
能夠向美國主流社會傳遞。

最後還是要向各位愛護支持我們
的朋友們致謝,請繼續支持我們,收
到中美論壇後，要多迴響和傳發，
讓我們的呼聲能夠傳遍大地！

～范湘濤～

有什麼法治？
最近，李登輝更明目張膽無恥媚

日，謊稱釣魚台為日本領土，然而曾
為該島奮鬥的馬英九卻只表"遺憾"，
真是一點骨氣都沒有。我們覺得應馬
上取消李某的「退休元首禮遇條
例」，以觀後效。尤其大家都知道害
慘台灣的罪魁禍首就是他。

對於台灣明年的大選，洪秀柱帶來
了一股清流正氣，從她身上看到了台
灣的希望，也為台灣的前途帶來新
機，這一回，真的是考驗台灣民眾的
智慧了。

根據氣象預報，地表上最強烈的颱
風「蘇迪勒」將于八月八日登陸台
灣，繼而閩浙，祈禱破壞力道會降到
最低，天佑全民蒼生。

時間過得真快，中美論壇在同仁們
的默默耕耘下，已經跨過了兩個年
頭。這之間，受到了許多作者們的協
助，以及廣大讀者們的支持及鼓勵，
使我們不懼艱難，讓這個週刊從初具
規模而日益壯大。

我們大半社委都已年逾古稀，對自
己國家的感情總與日俱增，不論是對
台灣或大陸，都恨鐵不成鋼。祝願中
國改革成功，反貪持續，人民幸福。 
中國終將成為頂天立地不讓他國欺負
的泱泱大國！

台灣曾為四小龍之首，今天淪落到
那裡去了？藍綠惡鬥成為唯一要務！
近日「課綱微調」爭議，有政黨竟煽
動利用未成年中學生為工具而謀取他
們的行政部門利益，可恥可悲，而行
政部門的權力近乎盪然無存。何謂民
主社會？何謂五權分立？在台灣所看
到的只有民粹，無政府主義，哪裡還

祝願大陸 祈福臺灣

在電子和電腦工業領域中， 著
名摩爾定律說積體電路的密度每兩
年會增加一倍。也就是說電子器件
線路寬度每年縮小，所以制作技術
就從厘米，毫米，微米進步到今天
的奈米。應用也就愈廣，功能也就
愈高，像智能手機的電話，電郵，
微信，音樂，照相，通訊冊，遊戲
等功能就說明了摩爾定律的威力和
影響。

摩爾定律代表競爭和進步， 在
資本主義中，競爭進步的目的是利
潤， 利潤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原動
力，摩爾定律是資本主義不可漠視
的原因。但是純粹資本主義有缺
點，會造成貧富不均。產生社會不
安，人心不平， 這就是社會主義存

在的理由。由歷史演變看來，兩者
必須調合，互輔才能有較公平和有
動力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美國和
中國最終應是趨向相近的制度和系
統而行。

摩爾定律對中美論壇又有何關係
呢？ 

中美論壇是文化(文藝)產品，雖
然中美論壇的版面在過去兩年沒有
加倍，它的文字密度也沒增加，但
是它的網站由一變二，(www.us-
china forum.org and www.us-
chinaforum.com) 網站所累積的文

～傅建烈～

兩週年社慶感言

摩爾定律與中美論壇之未來
～張一飛～

章，字數就自然地加倍。再說文化
產品的價值是無時限的，它有當今
的價值也有歷史性的價值. 所以它
的價值每年增加。再由產品使用者
來看，中美論壇剛滿兩週年，我們
沒有統計調查，但是由網上傳遞的
人和次數以及讀者的回應人次，我
們知道中美論壇在成長，讀者人數
在增加。在中美論壇兩周年記念時
刻，我想寄語每位讀者，只要每一
個讀者每年都介紹"一個新的讀者
"，它的閱讀律就能隨摩爾定律每年
加倍！中美論壇即可照摩爾定律繼
續成長。我們就可以一起逐日，逐
月，逐年促進中美步向相近的社會
政治經濟系統，和平共處！:
茲以四句七言與同僚讀者共勉
中外東西全上壇  美文妙語中西觀
論古道今為中美  壇內壇外不分邦

在這「中美論壇」發行二年中、本
刊替我們這群「最後一代內地人」開
發了一個樂園，每個人可以發表我們
關心的臺、中、美 意見與批評，同
時也可以閱讀他人有關這方面的見解
與看法。

來自臺灣的我們、最關心事件最終
脫離不了還與臺灣有關的大陸與美國
三地之間關係與發展。對臺灣我們希
望她能看清她自已最終要走的路線。
最近看到 洪秀柱女士的演講與主
張、真是非常感動、她說出了 馬英
九不敢說但希望或暗暗想要做的正確
路踐。不管洪秀柱能否出線當上
2016年中華民國總統、但最少道出些
我們這些中華民國最支持者的心願與
希望。

面對我們出生的故鄉、中國大陸看
到他們在這過去三十多年中的奮鬥、
努力、成長，心裡實在是高興，中華
古國終於站起來了。美國式的民主、
自由、人權是好，但除了歐美行之有
年的地區外，多半是行不通、或不適
應，沒有解決一切問題之外、還造成
了天下大亂。二十一世紀是個轉變的
世紀，中國現行的 政與治方法造成
了中國快速的成長與成就，但這是否

兩周年社慶隨筆  兩周年社慶隨筆  
～周友道～

是長治之策，習近平與李克強的強人
政治，有人可以接替嗎？能長期推行
嗎？人選從何而來？能繼續推選出來
嗎？很多是我們看不到、想不通的問
題其中的變數、真是天意不可測，但
願他們走上「道法自然」順民保境。

講到我們現在生活的美國、美國
是一個美好的國家、一切政治、法理
上軌道、生活平穩、安定。但在這麼
多年生活美國中，也看到了他們民主
選舉受少數因數的控制、影響、國會
的無力、對抗。對外外交的主觀、本
利主義。最近因受到各地與種種的挫
折，慢慢轉變重心到亞州，到面對中
國，但對中政策是 共存、對抗、或
是共嬴，現時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決
定。希望九月習近平訪美之旅能有所
幫助美國設立一個和平、共利的政
策、不要讓小日本佔盡便宜還不肯認
錯。

最後謝謝各位讀者與我們同走了
二年的路程，希望我們一起共同繼續
走下去，希望我們的世界和平、共存
共榮的願景能實現。

美國有所謂的"主流媒體"。這在
電 視 方 面 包 括 CBS, NBC， ABC和
FOX。CBS 本身是一個龐大的娛樂綜
合體，擁有電視臺，廣播電臺，雜
誌，互聯網網站等等，當然包括無
數的節目製作。NBC本來是屬於GE，
後來賣給了Comcast，一個有線電視
公司，也是一個龐大的娛樂綜合
體。ABC屬於狄斯耐，其在娛樂界的
地位更是毋庸置疑。至於FOX，幾乎
無人不曉，是屬於梅鐸掌控的News 
Corp，輿論相當右，經常把其他三
家電視公司稱為主流媒體，而自居
反對派。

在報紙領域，主流媒體通常是指
《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華爾街日報》以及幾個大城市的
報紙，如《洛杉磯時報》、《芝加
哥論壇報》等。這些電視公司和報
社同時掌控了無數家廣播電臺和它
們的節目製作。另外，一家擁有最

多 廣 播 電 臺 的 公 司 ， 即 Clear 
Channel, 屬於一家私人控股公司，
即Bain Capital。而Bain 就是上一
屆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跟幾
個人合伙創立的公司，也是他賺到
第一桶金的地方。

簡單說，美國的媒體幾乎都是巨
大的企業集團的一部分。如果我
說，它們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團，
在其播報的內容中必需考慮到大企
業的利益，廣告客戶的利益，大概
不會有多少人提出異議。如果我
說，它們有能力左右民意，我想大
多數人也會同意。客氣一點，也可
以說，它們代表了美國的利益，或

者說，為了賺錢，它們會迎合一般
美國人的興趣，因此也代表美國的
廣大群眾。但是，我們也可以問，
在這種大企業掌控之下，美國的言
論自由是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呢？

 這是說，大企業不喜歡某些言論
的出現，例如尖銳的對抗性言論。
這是一。大企業也不會去照顧少數
族群的利益，因為它們賺不到什麼
錢。這是二。作為第一代少數族
群，我們有我們的特殊關切，而我
們的特殊關切不但得不到主流媒體
的照顧，並且主流媒體的意見也會
經常跟我們的關切背道而馳。因
此，我們必需有自己的論壇。這就
是我們的使命。堅持了兩年，頗為
不易。我們會繼續努力，也希望得
到更多的支持。

～水秉和～

“民粹"一詞，五十多年前我在台
灣讀書時沒聽人用過，此詞的流行， 
好像始於李登輝在台灣執政時期。

"民粹"應是英語 Populism 的漢譯，
它的定義不很明確，本人的理解是，

"民粹"是政客們利用一批民眾對現狀
的不滿，蓄意挑起他們的悲情和激
情，並將其轉化為對自身有利的政治
力量的一種手段。上述定義中， "蓄

意挑起" 四字是關鍵詞， 因為在一
般情況下，隨著時空的改變，民怨會
漸漸淡化；但一經政客們的炒作，不
但新怨難消， 連陳年舊恨都會給勾
起， 就像1947年發生的二二八事
件，在蔣經國時代已很少人提起，
1988年李登輝上台，不但將四十多年
前的傷疤再揭開，而且還誇大外省藉
官員的過失，使二二八成為外省人的
原罪！ 李氏的做法，便是典型的民
粹。 

舉目世界，政客靠玩弄民粹而取
得政權頗不泛人，著名的例子包括上
世紀三十年代德國的希特勒，五十年
代阿根庭的裴隆夫婦，及本世紀委內
瑞拉的查維斯。他們的民粹政策為他
們國家帶來災難。

美國史上，也有一位政治人物利
用民粹，幾乎當上總統。此人名為布
瑞恩（Jennings Bryan), 1896年他
年方36，身為眾議員，在共和黨總統
提名大會上，他盜用一個名字就叫

"民粹"的小黨政綱，滔滔發言三小
時， 竟然獲得提名。那次大選他輸
給麥金萊。1900及1908年， 他又代
表民主黨出征， 但每次均失敗，民
主黨從此將他放棄。但此公不甘被泠
落，會不時製造點新聞。 1925年，

田納西州發生著名的"猴子審判"，田

州政府對一名非法傳授進化論的生物
老師提出控告，這時布瑞恩看出便
宜，竟去田州客串檢察官，想借此機
會重震聲威。不料他敗在辯護律師手
下，露相出醜不說，自身也在審判結
束後數日後悴逝。 這位布萊恩先生
的作風，令我想起台灣的一位宋先
生！

總而言之， 民粹能傷人，更能傷
己， 用者不可不慎也！

僅以此文，祝賀"中美論壇"成立二
周年。

漫談民悴      漫談民悴      
～張紹遷～

兩年多以前 ,湘濤兄介紹了中美
論壇的構想,我立即贊成並戲稱這
是別人搭台讓我們唱卡拉OK 。 兩
年來中美論壇風雨無阻按期發
行,在世界各地華人圈初步建立了
品牌,湘濤兄的領導和努力功不可
沒。 我們都希望他能繼續擔任社
長帶領論壇繼續成長,然而他堅持
建立一個社長兩年一換的良好的傳
統,他也可專心總編輯的工作。 

我去年五月退休 ,在湘濤兄的堅

邀和社友的支援下,接受了下任社
長職務的挑戰 。 我將盡全力支持
總編,與社友們共同努力將中美論
壇這個品牌打造的更好,更有影響
力。 

不論是權力結構 ,經濟秩序和政
治理念各方面,世界都面臨一個關
鍵性的轉折關頭 。 今後幾年兩岸
關係,東亞局勢,及中美關係都將充
滿挑戰和機遇,這是智者發揮影響
力的時代! 中美論壇社友的共同特
點是早年都受到中華傳統的薰
陶,在海外求學工作幾十年,對中西

從卡拉 OK邁向品牌團隊 
～張文基～ 文明和制度有深刻獨到的理解。 我

們的最大優勢就是我們的知識和智
慧。 我們必須思考如何發揮我們的
整體優勢,而不僅僅是個人單打獨
鬥,更有效的影響兩岸華人,海外華
人及美國主流社會。 

我們的另一個重大優勢是社友都
已經退休 ,沒有生活和經濟的壓
力 ,因此論述事件少有功利的考
慮,更容易撥雲見日看到問題的本質 
。 孔夫子名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逾矩 。 」 齊白石畫作在七十以後
達到更高的境界。 為什麼? 就是他
們在那個年紀已能跳出 功利的誘惑 
。 以此自勉並與大家共勉。 

這兩年來幾乎每周我都會將當期中
美論壇出版的信息用電子郵件發給朋
友，兩週前在通知大家論壇第一百期
已出版時，我的確感到相當的興奮，
我們竟然已經出版到了一百期，這是
一個不小的里程碑，想想再過一個月
我們就要出第一百零四期，那就是從
發刊期起整整兩年，一週也不差。 
然而在興奮之餘，看著過去一年在台
灣發生的大小事，由不得你不憂心。
最近高中生對課綱微調的違法行為暴
露出相當嚴重的問題，民進黨幕後的
操作，經費上的支援已昭然若揭，台
灣的未來在哪裡？如果蔡英文當選，
她會給台灣帶來安定和繁榮嗎？

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是我們論壇的
理念之一，我們會不斷地為這個理念

吶喊，相信會得到讀者們的支持。
一直以來很為國民黨的懦弱感到氣
惱，幸在台灣面臨危難之際，阿柱
毅然挺身而出，有如黎明前呼之欲
出朝陽，給台灣帶來了希望。我將
呼朋喚友明年一月赴台投洪秀柱一
票，為台灣社會的祥和發展做點貢
獻。

兩年來我們論壇的同事們所做的
努力有目共睹， 尤其是我們社長
范湘濤的敬業與負責，讓人泛起由
衷的敬意。每期的出刊工作像鐘錶
一樣的準確，從不脫期。對投稿文
章的作者們， 我感謝能有機會閱
讀大家的文章，從中學到了很多。
對支持我們的朋友們讀者們，表示
衷心的感謝，謝謝你們的支持與砥
礪！

我 們 的 新 網 頁  (www.us-
chinaforum.com) 已經開始運作，
盼望我們的讀者上網瀏覽，在每篇
文章後都有留評語的空間，無論是
批評、建議、還是反駁都歡迎。網
頁增添了英文版面，將面對廣大英
語讀者，歡迎踴躍投稿。

不小的里程碑
～佟秉宇～

敬告讀者:
本期出版，適逢兩週年，出此特刊，以示紀念。(英文

稿暫停一期)。
社慶活動與二次大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合併於八月十四

和十五兩天，在霍甫愛國大廈舉行，活動詳情將於106 期
報導，敬請注意！

中美論壇　敬啟

小
 啟

我們的論壇很重要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中美論壇己成立兩年，出版了一百多期。回願這段

時間，總有一個感覺是 “中美論壇之成立，正生逢其時” ，在國際舞臺
上，大陸 - 美國 - 臺灣間發生了特別多非常重要及令人特別關心的事，
從美國的重返亞州再平衡，到習大大的決心反貪，一帶一路的創新理念並
加上亞投及金磚銀行的發起，中日間釣魚島的爭端到中國南海填島以保衛
固有領土壯舉，到近來臺灣洪秀柱突出參與2016年總統選舉，給國民黨帶
來一些生氣，以及希臘經濟災難給我們有機會對民主及民悴有深度的認識
等等。

在這許多事件中，一件使我悲觀就是台灣的未來，不管下屆總統是洪秀
柱或是蔡英文，台灣年青人在不久前佔立法院到近日入侵教育部的行為及
思考邏輯都使人擔心，如果臺灣的教育在陳水扁改革後如此一落千丈，再
加上馬英九居然對去中化的教育毫無作為，請問以後台灣的前途在那？另

一件使我比較樂觀的是刁大大提出的”一帶一路”的理念，他在對處理國際

事務上建議用一種”共贏方法”來取代西方歐美近年經常使用的”零和方法” 
。這是高招，近年美國對許多國家發動以各種名義的戰爭，彩色革命，及
貨幣戰爭等，都無法帶來預期的結果並且勞民傷財，大傷國力，這種方法
決對不可能再玩下去。

再回到中美論壇報，兩年來我很有幸同秉宇及立家兄共同處理英文篇出
版，謝謝Dr. Wordman提供了許多高水準，公平及俱深度之文章。在發表文
章前我們也做了許多功課，力求文章內容的真實性及客觀性，希望讀者會
喜歡並給我們支持。我個人覺得英文版對我最大的效用是將它與我的孩子
們分享，他們從英文中也比較容易瞭解到我們生活中所關心的問題

祝 “中美論壇” 兩週年紀念
 ～馬在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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