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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s review the bi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three world 
leaders before discussing the subject – does the leader's dream 
match the people's dream? 
 Shinzo Abe, 60,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and leader of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came from a lineage of 
Japanese political families who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responsible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attack of the Pearl Harbor and the WW II in Asia Pacific. 
Shinzo's father Shintaro was the longest serving Foreign 
Minister (1982-1986) and a leading member of LDP. His 
grandfather, Kan, was a house representative (1937-1946) of 
Yamaguchi Prefecture, a strong base of Japanese conservatives. 
Shinzo's maternal grandfather, Nobusuke Kishi, Prime Minister 
(1957-1960), was a member of the Tojo (WW II criminal 
sentenced to death) cabinet. After being released from prison, 
Kishi formed the anti-communist Japanese Democratic Party 
which eventually merged with the Liberal party to become the 
LDP. So Shinzo came to power owing a lot to his inheritance 
rather than his own ability. He graduated with a political science 
degree from Seikei University (1977) and continued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but dropped out in 1979. 
After three years of work at Kobe Steel, he went into politics 
and grew like a vine clinging to the LDP. He became the PM in 
2006 but his short-lived first PM tenure failed. He became the 
PM again in 2012 and enjoyed the backing of the extreme right-
wing conservatives and the people who were disappointed by 
Japan's decade long stagnant economy. 

Vladimir Putin, 62, the current President of Russia for a 
six-year term (2012-2018). He served as the Prime Minister 
(1999-2000), President of two 4-year terms (2000-2008), the 
Prime Minister again (2008-2012) and as the chairman of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In his reign from 1999-2008, Russia's 
GDP rose 72%, wage tripled (real income 2.5X) owing to a flat 
13% tax and the reform of Russia's military, police and the 
energy policies. Russia is an energy superpower and a developed 
country today. Putin came from an ordinary family, mother a 
factory worker, father a navy sailor and grandma a chef. He 
worked for KGB 16 years gathering intelligence then went into 
politics from his home state St. Petersburg then to Moscow. A 
charismatic person who is interested in sports (Sambo and Judo) 

and exhibits a strong will. His dream is to build and sustain a 
strong Russia. 

Jinping Xi, 61,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irman of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and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the son of a 
revolutionary hero; his father, Zongxun, rose to a high level in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was demoted and punished by the 
party which affected Xi's youth years. He was not admitted to 
the CCP until 21. His father was eventually exonerated but Xi 
made his advances through hard work from the bottom, having 
the experience of hardship and close connection with ordinary 
people. When Xi was 10, his father was purged and sent to work 
in a factory in Luoyang, Henan. At 13 (1966), Xi's secondary 
education was cut short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15, his 
father was jailed and Xi went to work in Yanchuan County, 
Shaanxi, one of the poorer province in China. He later became 
the Party branch secretary of the production team. Xi studied 
chemical engineering (1975-1979) at Tsinghua, a Chinese 
prestigious university. Xi went through the rigorous selection 
and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CCP serving at various levels of 
governments to prove his ability. He has personally endured the 

Tribunal after World War II) were not war criminals in the eye of 
domestic law. His political goal had always been to build up 
Japan's military strength. He attempted to revise the Japanese 
peace constitution to allow Japan to make first strike with 
Japan's self-defense army. Recognizing that he could not get the 

hardship and mishap under China's early communism and later 
reform process. He is keenly aware of the continued 
transformation the CCP needed. His dream is modest, simply to 
doubl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majority of 1.3 billion Chinese 
who still live below the standard of the developed world.

Know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above leaders, we can 
then analyze further whether their dreams match their people's 
dreams. Abe appears to be brought up with 'brain wash' from his 
ancestors and their war-time associates. Abe's dream can be 
revealed from his public statements, notably 'to restore Japan's 
past glory (his family's honor)'. Hence, not surprisingly, he is 
denying the WW II history, worshipping war criminals at 
Yasukuni Shrine and in his book published in 2006 saying that 
Class A war criminals (who were adjudicated in the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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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ed support of 2/3 of Congress, he cleverly made the cabinet 
to reinterpret the Article 9 of the constitution instead, essentially 
giving him the freedom to attack first in the name of defending 
any of Japan's allies. 

Japanese per capita income is one of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the people is living peacefully and contently. The ordinary 
Japanese is not interested in becoming militaristic or subjecting 
Japan to war. Despite of Abe's effort in pumping nationalism or 
his brand of patriotism into Japanese youth, his dream obviously 
does not align with the dream of peace-loving Japanese, an aging 
population simply want to keep what they have and live in a 
peaceful society with job opportunities.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have a similar dream but 
with a lower expectation due to their worse situation measured by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e Chinese had suffered many decades of 
hardship and they simply want to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ir 
lives. Xi had personally lived through the same hardship with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In his youth, Xi worked with the poorest 
peasants and was one of them, hence he could identify, 
understand and share fully with the Chinese people's dream, a 
dream to elevate themselves from poverty, to have a little higher 
standard of living even still far below that of the Japanese or 
Americans. Thus Xi sets a goal of doubling their per capita 
income by 2020 as the main thrust of Chinese dream.

Putin as a strong leader, having had a successful record in 
the past, also understands his people's dream for job opportun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and Xi are realists pursuing 
practical dreams aligned with their people's dreams; this is 
different from Abe's dream which is more driven by a family 
mandate and a right-wing ideology to restore “Japan's past glory” 
rather than fulfilling the Japanese people's peaceful dream. Putin 
and Xi seemed to desire political stability (no external influence 
or crisis) in order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as Abe 
seemed to welcome world crisis so Japan c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and exert her military strength.  

Xi understands that the economic goal of doubling per 
capita income could not be achieved if corruption would take 
away all the gain. Hence he must deal with corruption as a first 
priority. Through Chinese modern history, he also understands 
clearly that China needs political stability, no external influence 
or agitation, in order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Hence, his pledge of China will be rising 
peacefully is genuine. 
Assessing the above and current events, it seem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artnering with Japan in drumming up a 'China Threat' war 
game, is either making a gross mistake or executing a devious 
strategy playing right into Abe's dream rather than righteously 
standing behin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people's peaceful 
dreams. What is Americans' dream? Igniting WW III?!  

近代中國人從小就從課本學習到
造紙術、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
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此一說
法最早由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提出並
為後來許多中國的歷史學家所繼
承，普遍認為這四種發明對中國古
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
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且這些發明經
由各種途徑傳至西方，對世界文明
發展史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
而，我認為西元前七世紀出現的鑄
鐵技術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造成
之後中國與歐洲不同發展軌跡的重
要物質因素，因此是中國古代最重
要的發明。

歐洲和中國擁有相近的土地面積 
,相似的緯度，兩種文明從開始到
成熟大約在同一時間。然而，什麼
使這兩個文明如此不同呢？讓我舉
幾個例子：1.中國可耕地面積比歐
洲小得多，然而，從春秋以後中國
的人口就開始超越歐洲,並且差距
愈來愈大。2.自秦以來，超過 2200 
多年內大多數的時間中國都是一個
統一的國家，而歐洲到如今仍獨立
存在的許多國家才開始邁向一體化
的進程。3. 在遠古時期西方文明是
超越中國的，然而，從西元 2 世紀
到 16 世紀，中國文明領先整個世
界。什麼原因導致中國文明在西元
2世紀超越了西方文明? 4.歐洲古劍
被通常短于60釐米而中國劍可達
1米長，為什麼 ?

當然，估計古代國家的人口是困
難的。另一種方式是審查參與歷史
上關鍵戰役的兵力大小，而由此估
算各參與國的人口。西元前490年
25000到100000萬波斯軍與11000希
臘城邦 聯軍發生了著名的馬拉松
戰役。西元前216年著名的軍事家
漢尼拔(Hannibal Barca）指揮大約 
40,000 重 型 步 兵 、6,000輕 步 兵 和
10,000 騎兵的迦太基軍隊在東南義
大利坎尼鎮擊敗了數量上佔優勢的
羅馬共和國的 80,000 步兵和 2,800 
騎兵。西元378年羅馬皇帝Valens率
領10,000步兵和 5,000騎兵在阿德里
安堡戰役(Battle of Adrianople)被包
括 5,000 騎兵在內的 12,000野蠻民
族哥特人擊潰，Valens也陣亡，此
戰役也導致西羅馬帝國之後的滅
亡。 根據以上的例子，從西元 500 
年到西元 400 年間歐洲戰場兵力投
入的規模變化並不明顯，每一方都
不超過 100000人 。

然而，在中國就完全不同。西元
前632年晉楚城濮之戰，晉國以戰

社務委員：劉 冰 張紹遷 周友道 傅建烈 水秉和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張文基 范湘濤 兼社長

有的時候我們普通人用肉眼就
可以看到的現實，當權者卻視而
不 見 ， 這 是 很 奇 怪 的 現 象 。 因
為，當權者身邊圍繞著一大批著
作等身的博士，隨時隨地向他們
起草政策宣言，他們似乎應當比
我們更清楚才對。特別是美國，
它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智囊團隊
（不完整的計算，至少在100個以
上）。為什麼美國的政策有的時
候－至少在我們平凡人眼中看來
－是錯的那麼離譜呢？

且讓我們對比一下。就在奧巴
馬和克里為烏克蘭的馬航墜機事
件和以色列的坦克長驅直入，闖
進加沙而大傷腦筋的時候，習近
平正在訪問拉美四國，和參加在
巴西舉行的金磚國家會議。一邊
是為戰事奔忙，另一邊是為談生
意而受到最高等次的接待；一邊
是譴責、制裁加威脅，另一邊則
是馬隊迎接，握手言歡，討論橫
貫拉美的鐵路、成立以金磚國家
為主的開發銀行等。在過去三十
年間，這種圖景已經重複了好多
次 ， 其 結 果 是 中 國 經 濟 突 飛 猛
進，而美國經濟停滯不前。僅以
平常人的認知能力，我們是不是
可以感覺到，不但過去三十年如
此 ， 並 且 這 種 一 邊 不 斷 應 付 衝
突，另一邊不斷擴大商機的情況
還會長期繼續下去？那麼，既然
我們都感覺到，難道美國的當權
者會視而不見嗎？

自 從 所 謂 的 伊 斯 蘭 宗 教 國
（ISIS）以雷霆萬鈞之勢打跑了接
受了250億美元軍援和軍訓的伊拉
克部隊之後，許多評論者追塑其
根本原因，指出，都是一百年前
英法兩大殖民主在劃分疆界時把
不同族群的人湊成不同的國家所
造成的。現在，遜尼族的人要跟
遜尼族的人成立國家，科爾德族
的 人 要 跟 科 爾 德 族 的 人 成 立 國
家，十葉族的人要跟十葉族的人
聯合在一起，禁止其他族群的獨
立自主，所以才有今天的亂局。
這是遠因，近因則毫無疑問是美
國摧毀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和
支 持 反 對 敘 利 亞 政 府 的 武 裝 行
動。以我們平常人對這種亂局的
瞭解，特別是經歷過百年亂局的
中國人，我們知道，社會轉型，

由亂而治，不是短時間的事。中
東的動亂不可能在十年八年之內
解決。

這裡還牽涉到兩個更棘手和需
要更長時間才可能解決－或者根
本不能解決－的問題，一個是以
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間的衝突，另
一個是恐怖主義份子發動的小規
模、防不勝防的恐怖事件。

我們不妨簡述以色列跟巴勒斯
坦 之 間 的 問 題 。 巴 勒 斯 坦 在
1948年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當
地大多數居民是阿拉伯人，其中
也有幾百年間分五批進入該地的
猶太人。由於猶太人在歐洲一直
受到歧視和迫害，尤其是二次大
戰期間被納粹大規模屠殺，他們
渴望成立自己的國家，由是產生
了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有人說，
二次大戰期間，這個組織和支持
它 的 猶 太 銀 行 家 跟 英 國 達 成 密
約，向英國提供大量作戰經費，
換取戰勝後英國幫助他們在巴勒
斯坦建國。總之，英美合作，在
聯 合 國 通 過 決 議 ， 讓 以 色 列 於
1947年在巴勒斯坦立國。成立國
家的第二天，四個阿拉伯國家聯
手進攻，想要奪回這塊他們居住
了兩千年的土地，但是戰敗，數
十萬巴勒斯坦人被掃地出門，在
西岸、加沙和約旦建立難民營，
接受國際援助，一直到六十多年
後的今天。

為了增加猶裔人口，以色列不
斷從歐洲、俄國和非洲吸收猶裔
移民。為了安置這些新移民，以
色列不斷在加沙和西岸兩地，違
反安理會決議，建立殖民點。巴
勒 斯 坦 人 的 土 地 本 來 就 已 經 有
限，並且被以色列全面封鎖，對
此當然更是怨恨在心。哈馬斯被
西方指認為恐怖組織，但是受到
加沙人民的擁戴，在加沙組建政
府，但聲稱永遠不接受以色列的
合法地位，並且要消滅它。

請問，這個衝突有解決的可能
嗎？我說不可能。美國既然取代
了英國而成為全球霸主，它也就
繼承了英國留下的包袱。

關於小規模恐怖主義事件，我
們每次乘坐飛機都已經身受，不
需要多作解釋。起先是要把筆記
本電腦拿出來，接受過境檢查，
後來要脫鞋子，而現在則連手機
也非充電不可。我們現在已經要
高舉雙手，在電子儀器前等於祼
體通過檢查。下一步，如果恐怖
份子又發明了新的手段，我們更
不知道要如何旅行了。

恐 怖 行 動 是 所 謂 的 不 對 等 戰
爭 ， 也 就 是 以 弱 敵 強 的 戰 爭 方
式。震驚世界的911事件可說是把
這種戰爭方式發揮到最高境界。
今後數十年，不知道什麼時候，
也不知道在什麼地點，突然會爆
發 一 次 可 能 影 響 到 千 萬 人 的 襲
擊 ， 也 可 能 只 涉 及 幾 個 人 。 但
是，最苦惱的是，它防不勝防，
我們的行動自由將長期受限。

這些沒完沒了的麻煩事已經夠

美國頭疼了，可是，就是在這個背
景之上，我們很奇怪，美國為什麼
不設法跟普京妥協，共同解決烏克
蘭問題，尤其是它在敘利亞和伊朗
問題上還需要俄國合作。為什麼在
烏克蘭事件上妖魔化普京？

如果你看主流媒體，你一定覺得
美國是站在正義、民主和維護世界
穩定的這一邊，而普京是個大野心
家，手段蠻橫，意圖恢復當年前蘇
聯的勢力範圍。在馬航17號班機被
導彈擊落之後，這似乎已經成為西
方媒體的定論。可是，我在上一篇
評論中介紹了一位保守派俄國問題
專家的反對意見，此處且讓我介紹
一位自由主義派提出的反對意見。

Steven Cohen 是普林斯頓大學和
紐約大學的資深教授和俄國問題專
家。他在8月4號的《國家週刊》
（The Nation,早兩週出版）寫了一
篇文章，題目是“基輔的暴行和鷹
派 的 沉 默 ” （Kiev's Atrocities and 
the Silence of the Hawks）。他說，
5月2號在奧德薩（Odessa, 烏克蘭
南部港口城市），基輔政府的武裝
人員把一棟樓放火燒掉，裡面40多
人被活活燒死，想逃出來的人也遭
射殺。這其實是一樁違反人道主義
的慘案，可是奧巴馬和美國政府保
持沉默，沒有加以譴責。並且，自
5月起，以政變奪權并得到美國和
歐盟承認的基輔政權向東南部親俄
的 居 民 發 動 猛 烈 進 攻 ， 據 Cohen
說，至少有2000人被殺，超過十萬
人逃到俄國。因為親俄的武裝份子
沒有空軍，所以被政府空軍炸的很
慘（對此，西方媒體基本上保持沉
默）。當然，普京不能坐視俄裔烏
克蘭人大批被屠殺，所以他顯然暗
中運送了人員和武器，所以基輔方
面的戰機紛紛被擊落，至今大概擊
落了近20架。就在馬航班機被擊落
以後，基輔方面立即又繼續向百萬
居 民 的 大 城 Donetsk 和 50萬 人 的
Luhansk 發動攻擊。Cohen指出，基
輔政權不僅僅包括親歐的自由主義
者，還有相當數目的新納粹份子介
入，並且有5名極右的Svoboda 團伙
已經被任命為州長，管理了20％的
烏克蘭土地。他擔心的是，普京絕
不會拋棄東南邊的俄裔居民，也絕
不容許烏克蘭加盟北約，而美國與
北約又堅決不肯停止向俄國實施制
裁和向基輔施援，所以烏克蘭會成
為兩方的代理人戰爭。

果如此，則這將是新冷戰的開
始。就像當年的越南一樣，打仗的
是烏克蘭人，可是背後都有人操
縱。美國要加強對俄國制裁，可是
德國和法國有切身利益，多半不會
跟進。問題是，美國值得這麼做
嗎？並且，誰都知道，烏克蘭基本
上已經破產，誰接這個爛攤子誰倒
霉。再說，美國不是要重返亞洲
嗎？這邊一打起代理人戰爭，它還
如何重返？它拉攏中國都恐怕來不
及了，因為俄國更需要中國。我們
當然瞭解，中國將會左右逢源，從
中獲益良多，但是同時又覺得，為
什麼美國的決策者會那麼愚蠢？

車 七 百 乘 、 兩 萬 多 兵 力 擊 敗 楚 、
陳 、 蔡 、 鄭 、 許 五 國 聯 軍 十 余 萬
眾。西元前529年(魯昭公13年)平丘
之會，晉有兵車4000乘,120000人。
西元前484年,吳齊艾陵之戰雙方各
自出兵十萬。西元前 262 到260年，
秦趙長平之戰六十萬秦軍殲滅四十
五 萬 趙 軍 。 西 元 前119年(元 狩 四
年)，漢武帝以十四萬匹戰馬及五十
萬步卒作為後勤補給兵團,跨大漠長
征出擊匈奴。漠北之戰 擊潰了匈奴
在漠南的主力，逐漸向西北遷徙，
十幾年內再無南下之力。 這是中外
歷史上 定居民族對北方遊牧民族規
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討伐。 顯然
的，在這幾百年其間，中國的 生產
力發生了根本性的提高，才能支援
急速擴大的戰爭規模。這原因就是
鑄鐵技術的發明!

西方的冶鐵技術開始于西元前十
二世紀，這種稱為塊煉鐵的技術是
在較低的冶煉溫度 (700 ℃)下，將
塊狀鐵礦石還原獲得海綿鐵，再經
鍛打成的鐵塊，是含碳量極低的熟
鐵。這種技術幾百年後傳入中國，
之後西元前七世紀左右中國人發明
了本土的冶鐵技術，鑄鐵。中國在
春秋時期就發明了鼓風爐，因此可
將冶鐵高爐內的溫度提高到1140 ℃
以上，從而可將含碳量高的生鐵熔
化，鑄造便宜有效率的工具，特別
是農具。生鐵農具不僅提高了農業
生產力，也加速了荒地的開發，人
口的快速增長。“華夏第一相”管
仲(西元前 719 －西元前 645 年)著
名的鹽鐵專營政策也說明了那時冶
鐵業的發達。而西方的塊煉鐵最大
的缺點是無法批量的生產工具，歐
洲直到17世紀才開始使用生鐵鑄造
的犁，在此之前歐洲的單位面積糧
食 生 產 力 遠 低 於 中 國 。 西 元 前
200年時古羅馬的一個三條腿的鐵
鍋與 12頭乳牛或是3個女奴等價，
而當時的中國農民已經廣泛的使用
鐵鍋了。鑄鐵技術的發明使得古代
中國的貧富差距遠低於同時期的西
方。 

透過化學和機械的手段生鐵和熟
鐵都可以被轉換成鋼，然後打造成
各種兵器和盔甲，由於中國古代的
鐵劍含碳量較高，因此較硬，適合
製造比較長的劍。古代的優良兵器
是能工巧匠的精心設計和製作，基
本上是貴族，高官或有錢人的專利
品，因此東西方都能不缺優良的兵
器。

～ ～張文基

～彭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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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Leader's Dream Match People's Dream?
-Comparing Abe, Putin and Xi's Dreams

Steve Cohen 教授看烏克蘭亂局 Steve Cohen 教授看烏克蘭亂局 

改變遠古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發明 改變遠古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發明 

秦始皇是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
關鍵人物 ，而提供他統一中國的
物質基礎的是秦國的三大水利工
程：西元前 256 年到 231年的都江
堰，西元前 246 年(秦始皇元年) 
到236年的鄭國渠，西元前 219 年
到 214年的靈渠 。前兩者使得成
都平原和關中成為秦國的糧倉，
而靈渠連接了湘江和灕江，因此
打通了由北方到珠江流域的水運
通途,使得秦始皇迅速征服嶺南，
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生鐵工具
給水利工程的建設作出了重要的
貢獻。

綜上所述,對我而言鑄鐵技術是
中國古代最重要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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