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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Zbigniew Brzezinski (ZB),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hroughout President Jimmy Carter's Presidency, was interviewed 
by Foreign Policy's Editor, David Rothkopf, on the subject of 
today's worldwide turmoil. The entire conversation was published 
on FP, July 21, 2014. The key thrust of this interview was: Why a 
return to global order may r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is interview naturally draws the 
attention of this column writer, who is eager to understand the 
"Why" and offer any comments if appropriate.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re is the hypothetical 'China 
Threat' theory that may have been the source influencing the current 
foreig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marketing tool' for 
justifying the US foreign policy continued from the Cold War 
strategy seeking a new enemy target. In this sense, Mr. ZB, a 
brilliant mind even at 86, a well regarded strategic thinker, a 
seasoned expert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a prolific writer is in an 
excellent position (currently not holding any government job) to 
speak on the issue of world turmoil.

It is clear from Mr. ZB's interview, he is concer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losing the ability and leadership at the highest level to 
deal with the world turmoil, resulting in the devoid of will and 
sense of direction in managing the unstable world. He call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 historically unprecedented instability with huge 
swath of global tension being dominated by unrest anger and loss of 
State control”, which challenges the leadership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Mr. ZB offered an alternative vision, essential for stabilizing 
the current unrest; a vision cal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embrace one another as the “twin centers of power” to deal with the 
changing modern world. Following this interview, there are several 
commentators who have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e comment 
under the name, Professor Enki, who wrote a long essay with 
somewhat scattered thoughts but giving an extremely pessimistic 
view about the world (hopeless climate change, food, water, fuel 
and electricity problems) and denounced Mr. ZB's 'two state' 
leadership solution and blamed the world problems to a 
dysfunctional United States and an over populated China with 
severe pollution issue. Many other commentators disagreed with 
Professor Enki's view and supported Mr.ZB's diagnosis of the 

problem and vision. 
After reading this interview and its reader comments, I am 
pleasantly surprised, other than Professor Enki's remarks belittling 
China's rise, there were no 'China threat' argument. However, there 
are concerns whether China will be willing to si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aking up the 'Two State' or the “Twin Center of Power” 
role. The BRICS alliance was mentioned as an example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superpower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and 
possib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as cautioned. In the 
following, I would like to offer my opinion.

Perhaps the simpler way to look at the world turmoil is to first 
examine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by 'index of chaos' in ascending 
order, namely, America, Africa, Asia, Europe and Middle East. 
America and Africa present the lowest index of chaos. Under the 
'Two State' solution, these two regions can be easily managed 
without leading to higher chaos. China has been extremely active in 
Africa engaging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int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mining industries. It would be a no brainer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hand with China to help Africans to 
rais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In America, chiefly the South 
America, it was historically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he global economy, nations are 
eagerly exploring business, trade and joi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wherever possibl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China is 
exploring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South America. Instead of 
viewing such activities as stepping into US territory, it is 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lead a 'Two State' model in 
guid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merica for raising her 
standard of living. Poverty is the source of unrest and is the cause 
for the acute illegal immigration problem facing America.

Asia being higher in the index of chaos than America and 
Africa is somewhat artificial. Over all in Asia, economical 
development has come a long way. A few decades ago, only Japan 
was enjoying a developed nation status with GDP being the envy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by Asian countries. Then came up with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Now wit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South Korea, 
India, and Indochina States in their economy, the prosperity Index 
should be rising in Asia not the index of chaos. Yet, the tens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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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 has been built up making Asia the next 
serious trouble spot ranked below Easter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regional situation has been artificially created and its 
tension unnecessarily heightened,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a 'Pivot to Asia Pacific' strategy. Worse of all, it encouraged an 
ambitiou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Japan to create a 'China threat' 
theory, to allow Japan permitting her defense force to attack first and 
to initiate a territorial dispute with China. The 'Pivot' policy' is 
being questioned by many political analysts as counter-
productive to the long-term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ing Mr. ZB's analysis and my own, I can say this policy in 
its current form is definitely counter-strategic to the 'Two State' 
model for dealing with the world turmoil.

In East Europe,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Peninsula and 
the continued unrest in Ukraine is certainly raising to an international 
level. Denying recognition of Crimea and Sevastopol as subjects of 
Russian Federation and placing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Russia 
seem to be ineffective, especially without China. As Mr. ZB pointed 
out that EU is simply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The 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simply driving Putin to get closer to 
China. Will China be willing to mediate the problem in Europe is 
highly dependent on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adopt a 'Two State' model to deal with the Ukraine Crisis.

Mr. ZB was correct in saying that it is the rising of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as the principal motive for political actions causing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roblems there 
have been in existence for a long time and are spreading widely 
without solution in sight. I fully agree with his view; the two 
countries that will be most affected by these disastrous 
developments over time are China and Russia – especially China 
with her vulnerabilities to terrorism, dependency on stable global 
energy market and unrest in Muslin world affecting her minority 
population. Therefore it makes sens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work with China (and Russia likely to cooperate) to define a 
necessary viable precondition for Israel and the rest of Middle East to 
accept, rather than assuming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managing a 
region that the U.S. can't control.

A stable 'Twin Center of Power' of the U.S. and China or a 
'Two-State' or 'Tri-State' including a willing Russia, should be a 
sensible solution to deal with the world turmoil. 

據港報媒體和網路消息報導，經
過劉源將軍的實名舉報，習近平上
臺以後，派了他手下大將鍾紹軍深
入軍隊調查貪腐情況，經過將近一
年多時間的明查暗訪，終于不負厚
望，交出了一紙驚世罪狀——中共
軍 隊 僅 僅 2012財 政 年 度 軍 費 共
6700億元，超過一半數額被五十名
中將以上的軍頭私分。並且這個共
犯集團的總頭目，正是把持軍委多
年的郭伯雄、徐才厚。雖然習近平
早有心理準備，但聽到這樣巨大的
貪腐案情，還是令他大驚失色。鍾
紹軍跟隨習近平，從浙江到上海再
到中央，現職是中央辦公廳主席辦
公室主任；習近平深知冰凍三尺非
一日之寒，軍中反貪必須從長計
議。于是在去年3月，把鍾紹軍空
降中共軍委辦，坐上了副主任的位
子。中共軍委辦公廳是中央軍委核
心機構，其作用極為重要。鐘紹軍
上任軍委辦副主任的同時，仍然兼
任習近平的主席辦公室主任。所以
鐘紹軍的出現，幾乎被視為習近平
的化身，軍中支持反貪清洗的一派
大受鼓舞，紛紛揭發舉報，提供貪
腐證據。 

3400億軍費，50名上將、中將為
了吃掉這塊蛋糕可謂是各逞其能，
他們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名目，和
手中的權利，把這份國防軍費變相
侵吞；更可怕的是這3400億軍費並
不是貪官們貪污所得的全部，這只
不過是他們手中的重要財源之一而
已，除此之外，更多的財源還包括
劉 源 所 說 的 "貪 污 軍 產 、 倒 賣 軍
火、買官賣爵"的收入，單單以谷
俊 山 為 例 ， 他 把 上 海 一 塊 報 價
2000萬元一畝的軍地提價百倍，以
20億一畝賣給地產商，百分之九十
九的錢都進了自己的腰包，這一筆
倒賣生意就賺了將近百億，所以軍
中大貪官們，個個富可敵國。郭伯
雄，徐才厚掌控軍委多年，如果每
年貪污一半軍費，其貪污所得少說
也超過萬億；以這樣的爛貨色領導
的中國軍隊怎麼能打仗呢？難怪安
倍不把中國看在眼裡。

談完了 bad news，現在再來說說 
good news；就在海外媒體紛紛報
出徐才厚被抓的消息時，習近平于
3月15號上午，主持了一次"軍委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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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兩個月，冬天就會慢慢降
臨到北半球，因此也會降臨到天
然氣逐漸短缺的烏克蘭。烏克蘭
的天然氣很可能在冬天來臨的時
候用光。這是因為俄國已經停止
供應，並且表示，不還債就不供
應。當然，在這場逼進冷戰邊緣
的鬥爭中，美國與北約總會想點
辦法，例如通過美國控制的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來償還大約160億美
元的債務。可是，即使還了債，
還得另外議價和簽約，而在目前
的局勢中，俄國怎麼會跟基輔政
權簽約？當然，不但烏克蘭需要
天然氣，歐洲的天然氣有三分之
一以上也來自俄國，並且短期內
沒 有 其 他 來 源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下，美國逼著歐洲制裁俄國，行
得通嗎？

美國很奇怪，認為自己在烏克
蘭事件中佔了上風，尤其是因為
馬航17號班機被擊落後，普京處
於 被 動 ， 所 以 認 為 只 要 加 緊 制
裁，普京就會低頭認輸。有些右
派論者甚至說，不認輸的話，普
京本人也可能被逼下臺。可是，
這些人肯定看到普京光著上身騎
馬的姿態，他們難道不自問，普
京是會低頭認輸的人嗎？此外，
他的支持率高達85％，誰能逼他
下臺？老實說，這些人的頭腦有
點匪夷所思（這方面的一些評論
可 參 看 最 新 一 期 的 《 世 界 事
務》，World Affairs）。對美國經
濟而言，制裁俄國雖然不算什麼
大事，可是對歐洲經濟和它的能
源供應來說，卻是茲事體大。這
就突出了另一個日期－五年－的
重要性。如果烏克蘭事件發生在
五年以後，根據多方面的報導，
美國的頁岩氣的產量不但將會自
給自足，並且可以批量外銷。如
果烏克蘭事件發生在那時候，那
麼 ， 整 個 歐 洲 ， 包 括 烏 克 蘭 在
內，都不必因為能源問題而受到
俄國的要挾。可惜，遠水不救近
火，國際事件時常不發生在最有
利的時段。

歐 洲 跟 美 國 之 間 有 個 北 約 組
織。在冷戰結束後，這個冷戰時
期的建制不但沒有解散，並且在
美國推動下繼續擴大，延攬了波
羅的海三小國和波蘭與羅馬尼亞
等原來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內的國
家 。 烏 克 蘭 事 件 之 所 以 攸 關 世
界，就是因為普京絕對不能容許
烏克蘭加入北約，而證據顯示，
美 國 是 烏 克 蘭 政 變 的 背 後 推 手

（美國的國務卿、助理國務卿、
中情局局長等都曾出現在基輔的
廣場上，其它暗中的支持傳言甚
多，事實如何就只能等待歷史慢
慢揭曉了），目的正是要把烏克
蘭拉進歐盟，甚至北約。所以，
從博弈的角度來看，普京把克里
米亞搶回去，對俄國而言，是絕
對必要的。當然，他這麼做對歐
洲的威脅性也隨之增加，所以北
約照理會更加團結。我們的確看
到，歐洲的幾個大國終於同意對
俄國施行進一步制裁，而波羅的
海 三 小 國 和 波 蘭 的 態 度 更 加 積
極，對俄國發出嚴厲譴責。不過
我們也注意到，在俄國有許多大
項目投資的德國，態度就始終比
較曖昧，而法國也表示，它會遵
守合同規定，按時向俄國交付兩
艘軍艦。就在這個雙方都不肯示
弱的時候，烏克蘭東部的戰事仍
然激烈，我們要問，隨著冬天的
到 來 ， 民 眾 受 凍 ， 到 底 誰 會 下
臺 ？ 或 者 說 ， 到 底 是 誰 在 制 裁
誰？

英國的《獨立報》於7月31號刊
登了一篇報導，題目是"土地換天
然氣：默克爾與普京之間的暗盤
交易，可能解決烏克蘭危局"。報
導說，實際參與談判的人說默克
爾提出的條件是：俄國需要跟烏
克蘭當局談判，解決供應天然氣
的問題，並且停止對烏克蘭東部

武裝份子的財務和武器支持，而另
一方面國際社會承認俄國對克里米
亞的主權，也承諾不讓烏克蘭加入
北約，並且給予東部親俄派更大的
自主權。內容大體如此。

我們知道，默克爾對美國的情報
機構偷聽她手機的事非常氣憤，後
來又因為中情局收買德國人為間諜
的事件更引起她的反感，乃將中情
局駐德的頭頭驅逐出境，非常不給
美國面子。德國的西門子等大公司
在俄國有龐大的投資，所以對俄國
制裁損失最大的是德國。默克爾想
要和平解決烏克蘭事件是有道理
的。此外，烏克蘭的天然氣危機是
燃眉之急，必需解決。對此，普京
知不知道呢？天然氣來自俄國，他
怎麼會不知道烏克蘭還有多少存
量？所以，他會擔心美國的制裁
嗎？

困難在於，美英兩國對俄國兼併
克里米亞的行動作了大規模炒作，
指其為在二十一世紀採用十九世紀
的手段，違背歷史潮流等等。要它
們承認俄國擁有克里米亞的主權，
的確不易。不過，默克爾的條件
是，俄國必需支付十億歐元給烏克
蘭，以補償由租用到佔有所帶給烏
克蘭的損失。如果這個"和平計劃
"能夠得到雙方和烏克蘭的同意，
則世界可以避免新一輪的冷戰。由
於時間緊迫，我們很可能在短期內
看到結果。（b.h.shui@gmail.com）

改組"全體會議，會上正式宣布立案
審查徐才厚。這個"軍委深改組"是
習近平為了擺脫軍中各派勢力的干
擾，為了對軍中腐敗利益集團進行
大清洗而量身訂做的。在這個"軍委
深改組"的首次亮相會上，習近平以
谷俊山案為引子，大批軍中腐敗，
並且反復強調說，軍隊中還存在著
範圍更大、性質更惡劣的”谷俊山
現象"，要求采取行動"深挖產生谷
俊山現象的土壤"，並說要把"大大
小小的谷俊山"拉下馬!文章寫到這
兒的同時，新聞及電視廣播又傳來
了大貪周永康被正式立案調查的報
導，足見習近平的反貪腐鬥爭是動
真格的！

習近平上臺之初曾感嘆中共的腐
敗程度有如一九四九的國民黨，上
任以來一連串的打老虎蒼蠅羸得了
廣 大 群 眾 的 贊 揚 ， 但 如 果 體 制 不
改，痼疾難除，相關單位再怎麼疲
於奔命，貪官是打不盡的，最好的
辦法是建立有效的預防腐敗體制，
比如公示財產，媒體監督，權力制
衡，司法獨立等等。

中共是一個有自清能力的黨，華
國鋒和葉劍英的上下聯手鏟除了禍
國殃民的四人幫，讓中華民族有了
浴火重生的機會，希望習近平和劉
源的上下呼應，能鏟除前二十多年
留下來的貪腐風氣的遺毒，這樣才
會有機會讓中華民族復興 !

在國內外廣大群眾對中共雷厲風
行打貪掃腐大大贊賞的時候，居然
有些西方媒體和中國異議人士出來
指責中國政府違反剝奪了那些被抓
貪官們的人權，狗咬耗子的行徑，
不亦怪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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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 Forum editors:　
I can identify myself with your background totally.
I'd like to support you folks with $500.00 donation. Many thanks !

7月28日李登輝接受英國BBC中
文網訪問時說："年輕時研究馬克
思'資本論'，擔任台大農學院學生
會會長，組織'新民主學會'，有一
段時間被共產黨吸收了，隨後覺
不好，退出，因此並未加入共產
黨。

美國現在沒有錢而且欠了中國
許多債務，因此也很難發揮很大
的 力 量 ， 一 旦 臺 灣 出 現 任 何 問
題，美國也不敢做什麼了。

解決南海爭議要靠美國。日本
解 禁 集 體 自 衛 權 ， 美 國 感 到 安
心。

釣魚臺是日本領土，日本早在
明治六年就已佔領釣魚臺。"

李登輝加入共產黨又退出共產
黨已經反覆論證不知多少次，這
是鐵證如山的事。時至今日他竟
然 說 '有 一 段 時 間 被 共 產 黨 吸 收
了，隨後覺不好，退出，因此並
未加入共產黨'。那一段'被共產黨
吸收了'，不是'加入'是什麼？吸收
不是加入是瞪著眼睛說鬼話。他
不但加入過共產黨，在被捕後還
出賣同志以自保，五位同志因此
被國民黨槍殺！

既說美國現在沒有錢又欠中國
許多債務，-------一旦臺灣出現任
何問題，美國也不敢做什麼了。
接著又說，解決南海爭議要靠美
國 。 前 後 兩 說 自 相 矛 盾 語 無 倫
次。

李登輝堅持釣魚臺是日本領土，
理由是早在明治六年日本就已佔領
釣魚臺。歷史事實是，在清日關係
緊張甲午戰前三個月日本政府就偷
偷把釣魚臺納為領土。甲午之戰日
本大獲全勝吞併臺灣，大清國對釣
魚臺自然無能為力。真相就是日本
先偷釣魚臺後搶臺灣島。日本二戰
失敗吐出臺灣，今日李登輝說釣魚
臺不是臺灣領土，是說先偷的和後
搶的是兩碼事，先偷的屬於日本後
搶的不屬日本，其實他心裡是認為
偷的搶的都是日本的，叢林蠻荒世
界本來就是這個理兒。

2013年李登輝有'生命之旅'，在
花蓮玉山神學院座談。李斥責馬英
九的'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臺灣
是臺灣，不是中國一部份。馬英九
不是在臺灣長大，是很空洞的不知
臺灣史的，馬英九不可違背臺灣老
百姓的想法。

又談他接任總統秘幸：當晚睡不
著與太太祈禱上帝指引。回憶蔣經
國說「我是臺灣人」，「蔣家不會
再有人接任總統」兩句話，肯定讚
揚蔣經國本土化的心意。

蔣比馬與臺灣淵源更淺，更不是
在臺灣長大，更加空洞更加不知臺
灣史，為何李如此貶馬捧蔣？這全
攏是政客反覆自己打臉的言論，裝
神弄鬼唬弄老百姓，不愧為一個老
魔頭、老番癲。

李老魔頭狂言瘋語       
～阿修伯～

謝謝梁先生的支持與贊助 , 我們會更努力充實內容和加強
網頁上的影響力,以不負先生的期望。                                   

 中美論壇社 敬啟

梁博先生來信 :

謝 啟

的

解
決

Jim


	頁面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