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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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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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論壇在范湘濤社長的領導
下，作者的嘔 心瀝血寫作下．讀者
的熱情支持下，一年很快的過去
了。

能暢所欲言，不受政治干擾、不
看政客臉色，不畏世俗褒貶，唯有
我們這些人辦的中美論壇是也。

從加州日報，到加州論壇報，論
壇報，長青新聞，至今中美論壇一
脈相傳，大家都看在眼裡，不是俗
不可耐的為了臭錢，而是有恨鐵不
成鋼的愛國之心。

很多人都在偷笑，這些傻瓜從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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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五月，筆者參加了臺灣僑
聯舉辦的大陸參訪團，團員中有好
幾位是老朋友，如李慰華，江啟
洸，兩人都是美國華文新聞界的領
軍人物。慰華兄的美南新聞報系擁
有美南新聞，達拉斯日報，華府新
聞日報三家大報，啟洸兄的偉博文
化公司也擁有中國日報和臺灣時報
兩大報，從東到西，從南到北，這
五大報的發行網可以完全涵蓋，為
美國廣大華人同胞提供了美好的精
神食糧。參訪團員中還有一位老朋
友陳憲中，因他常常為保釣事業到
處奔走而被朋友們封了一個綽號
「陳保釣」，在旅行途中仍然沒有
忘記賣他的「膏藥」，他要大家幫
忙，合力辦一份保釣刊物，立即得
到了李江二人的支持，願意在他們
的報紙上提供版面作為刊物的平
臺，我們幾個人在旅途中，經過幾
次溝通討論，最後在他們三人的聳
動下，把辦刊物臨門一腳的任務交
給了我。

回洛杉磯後，把辦刊物的動機
和來龍去脈與幾位老朋友，劉冰，
張紹遷，周友道，傅建烈，張文

基，佟秉宇，馬在莊，電話商量
並尋求他們的支持，沒想到他們
答應如此爽快，連同陳憲中和本
人，很快成立了社委會，確定了
我們刊物的名稱，目標和宗旨，
於去年八月十七日正式發刊，到
現在己經已整整一年了。在這期
間，水秉和，張一飛先後加入了
社委會，更加強了我們的筆桿陣
容。我們論壇有一持色，就是我
們每四期就有一期是保釣特刊，
由陳憲中主編，讓大家知道「陳
保釣」決非浪得虛名。

中美論壇發刊一年以來，我們
可以感覺得到我們日漸增強的影
響力，從美東到美西，從北京到
臺北，從倫敦到維也納，到處都
有我們的讀者和作者，我們促進
中美相互瞭解合作，促成海峽兩
岸和平統一，倡導和諧平等多元
世 界 的 宗 旨 也 受 到 許 多 人 的 認
同 ， 有 些 人 來 信 為 我 們 加 油 打
氣，有些人為我們寄來一點小額
贊助金，讀者們的熱情和鼓勵，
讓我們點滴在心頭。

回想三十多年前，同水秉和一

起幫陳憲中辦新土雜誌，後來同劉
冰，張紹遷及一些其他的朋友辦加
州日報，論壇報， 更後來幫劉冰辦
長青新聞，每次都是因為印刷及發
行的費用不勝負荷而停擺，現在的
中美論壇能夠老神在在，不必再為
這兩項巨大開支而焦頭爛額，不得
不感謝慰華兄及啟洸兄為我們論壇
提供的這個美好的平臺 !

從前有一位得道老和尚對他的徒
兒們說 :「老夫三十年前，看山是
山，看水是水；老夫現在看山還是
山，看水還是水」，足見一個無欲
無求的人，才能堅持自已的信念，
不會因為時空轉變而改變心態，才
可以唸同樣的經，一唸就是幾十
年。筆者相信，中美論壇的社委
們，從年青時代到現在，也沒有改
變我們的信念，更沒有減低我們的
熱情，大家對中美這兩個偉大的國
家，都有一顆愛心，我們的建議，
我們的批評，我們的呼喚都出自這
顆愛心，年少的時候如此，現在也
如此，如果大家要問我們為什麼要
辦中美論壇，這可能就是答案吧 ?

頭髮做到白頭髮，頭腦大概都壞掉
了。不，我們只是在做一個知識份
子應當做的事；如果你說我傻瓜，
那我要說你傻瓜都不如。

中美論壇己經一週年了，我雖然
掛排頭，但至今沒有寫過一篇文
章，因為怕言之無物，讓社委們，
讀者們恥笑，影響中美論壇的聲
譽，對不起大家。趁今天週年慶的
日子，寫出心中的幾句話，祝中美
論壇同志們，繼續努力，馬到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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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Turmoil Viewed Through Brzezinski and Wordman

  我們為什麼辦中美論壇？

～ ～傅建烈

～ ～張一飛

～馬在莊～

如果沒有這次的社慶活動，我
很難相信”中美論壇”這份刊物已
發行一整年。說來非常慚愧，過去
一年，我雖忝列社務委員，卻對社
務無絲毫貢獻，也未曾為本刊寫過
文稿。我的長期無作為甚至引起外
地友人的關切，詢問其他社友我是
否安好! 

所幸靠著社中其他委員們的努

民主制度的探討       
～張紹遷～

力，特別是范湘濤社長的堅毅領
導，中美論壇得以平穩地，普受
敬重地，度過了它的頭一年。在
這裡容我對范社長，諸位社友，
及各位熱心為本刊義務服務的朋
友們致敬，並為我的不盡職致
歉。

在將開始的新一年中，我想總

該為本刊貢獻點力量了。多年以
來，我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那便
是:如果民主制度是普世公認的最
好政治制度，為何實施起來如此困
難，而且在世界大多地區弊病百出? 
即使像有久遠民主傳統的美國，近
年來政治品質亦呈下降之勢，問題
到底何在? 是民主理念本身不夠健
全，還是實施時有些環節容易產生
弊端? 我打算提出一些個人愚見供
大家參考，屆時尚盼刊內，刊外朋
友們賜教及參與探討。

我本身不是位新聞，政治人物，自從來美後，因為生活、求學、交友等
事必須有所選擇，自然而然開始有自已的思想與思路，同時開始發覺一切
自我的決策與選擇，自已都要負擔起成敗得失的結果。經過50年的實踐、
養成了一套自已的理念與判斷，因此常對選舉、政策、外交、政治、國事
等有我自已的看法與論調。去年七月時范湘濤打電話問我關於參加中美論
壇之事，此事正合我意，能和志同道合，又有相同背景人士一起辦一份時
事論壇實在是件快樂無比的樂事。一年後的今天、我還是認為這是件: 其
樂無比的雅事。

其樂無比的雅事    
～ ～周友道

小時候我曾目睹東洋鬼子怎樣欺侮咱們中國人，隨
家遷台後，台灣的教育也沒有刻意教學生如何仇日，
那小時的記憶雖漸漸淡去，但卻沒有完全忘懷。後
來，來美進修、謀生，數十年來都沒忘記過真正屬於
自己的故土與親人，覺得自己的根永遠是在太平洋的
那一邊，這種血濃於水的深情，一直不曾稍減。

數十年間，心痛海峽兩岸雖然各自進步但依舊分
裂，看到日本軍國主義漸漸復活，也看到某些世界強
權仗勢欺人，這些不合理的情況繼續不斷，也一再發
生。只希望有識之士能登台高呼，或用他們犀利的筆

觸來喚醒世人，這世界應該是和諧平等的世界，誰也
不能成為其他國家的主宰。也讓全體中國人知道只有
自己團結了才有前途，唯有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國，
才不怕外國來欺負，那時雖然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
活，但又能奈我何。

「中美論壇」正是這種刊物，社長是五十年好友湘
濤兄乃文壇長青樹，文筆犀利而幽默，他的辦刊經驗
與領導能力，使這論壇自創刊起便欣欣向榮，版面活
潑。文章的內容包羅了增進中美友誼並相互瞭解，也
鼓吹促成兩岸的和平統一，並且每月還有釣魚台特
刊，親朋好友們每期讀後都覺得內心澎湃，穫益匪
淺。

現值出刊週年，還希望「中美論壇」內容增加，版
面從一版變為兩版，英文部份增大字體，以嚮廣大讀
者。

血濃於水的深情         

聽說范湘濤的大名是四十 多年
前的事，然而，和他的密切接觸開
始于90 年，那時正是李登輝逐漸
暴露他的台獨面目時，反對台獨的
共同理念使我們走到一起 。他也
是華夏政略研究會的創會成員之
一，他，王中平和我共同在中華之
聲主持晚間的空中交談節目達三年
之久，按照老闆巴山的原話，是第
一個在該電臺客觀評論大陸事物的
節目。紹遷兄和劉冰兄也是同志，
一起主辦了許多討論會，不少是在
劉冰兄的長青書店舉行的。之後，
我們又共同創立了扶貧教育基金
會，在大陸開展扶貧工作。

然而 ，多年來 湘濤兄念念不忘
的最愛就是重新辦一個類似80年代
論壇報的組織，而我常以工程巨大

潑他的冷水 。一年多以前，他介紹
了中美論壇的構想，我立即贊成這
絕妙的構想，因為，它可以發揮我
們書生的長處，而不需分心于發行
和廣告等工作。一年來，在范兄的
領導和各位社友的支援下，中美論
壇得到了華人社區的廣泛認同，獲
得初步的成功。

在社友中我是小老弟 ，但是，
我也于六月從南加大退休了，我相
信我們都希望以齊白石為榜樣在今
後的日子創造新的輝煌! 最後，我
用1971年10月洛杉磯中國同學會聯
合會報紙的發刊辭標題“風聲雨聲
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
事事關心”自勉並與大家共勉。

書生的愛---中美論壇
～ ～張文基

中美論壇出版以來已經一年有
餘，這第一年是不容易的，從這一
年的體驗中我要特別對范湘濤社長
及陳憲中，劉冰，張紹遷，張文
基，周友道，水秉和，張一飛，馬
在莊，傅建烈等社委表示的最高敬
意，沒有他們的組織、撰稿、邀
稿，審稿，恐怕本論壇早已不能為
繼。 在這一年中我收到不少讀者
對我們論壇的支持讚賞電郵，由衷
的感謝，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本論壇的三條宗旨（請看刊頭）
中尤其是前面兩條（推進中美相互
了解合作，促成海峽兩岸和平統

一）是我參與中美論壇工作的動
力，我希望中美兩國能夠早日形
成合作共贏的中美關係，也希望
在中美大國博弈的背景形式下海
峽兩岸能早日和平統一。

在中美關係方面以我們華裔美
國公民的身分，我們應該可以在
這方面提出較為實際的貢獻。我
在美生活多年對美國的制度有長
久的觀察與實際生活的體驗。這
制度不斷的在變，尤其是近一二
十年來變化的速度異常驚人，然
而變化的方向卻不盡令人滿意。
例如：對金融界的監督管理約束
逐漸鬆弛，讓華爾街對於財富的
搜刮更加方便裕如；對媒體所有
權的集中程度不再限制，形成寡
頭壟斷的媒體局面；對競選捐款
不斷提高上限，甚至最高法院判
定公司法人與自然人一樣可以對

候選人捐款，且不設上限；美國國
會最近在以巴戰爭方案投票上全體
通過，無一跑票，支持以色列（這
在任何其他法案方案的表決上是絕
無僅有的，為什麼？值得深思）等
等。我希望中美論壇能夠將這些變
化的情況多向華人朋友們介紹，同
時也希望由我們的英文部分喚起更
多美國人的覺醒，不然美國的民主
制度將逐漸名存實亡。美國制度如
此的變化趨勢對中美關係的發展甚
為不利。

在兩岸和平統一方面，我們來自
台灣，對大陸也不陌生，我期望我
們能夠有深度的介紹一國兩制對台
灣未來發展的有利方面，儘量消除
台灣同胞對大陸的敵意與戒心，增
進相互了解，早日實現統一。

～ ～佟秉宇

由於我大半輩子從事太空工程設
計及研究，寫作不是我的特長。因
過去工作上長久的訓練，已善于研
判事實之真相及其因果關係來找出
解決的方案，主因是事大錯不起。
但退休後，我興趣研究的對象由科
技轉變為中美台的局勢發展，想找
出一條未來中美和平相處及兩岸和
平統一的途徑。當湘濤兄電話邀請
我參加中美論壇社委一事，正合我
意所以馬上寫支票加入。

中美論壇的精華是言論開放，評
論不站邊，分析合邏輯，作者大多

打造美好前景

西方宗教詞彙中常提到“感召”
（calling）一詞。它指的是上帝在
冥冥中向某些具有慧根的人發出的
信息。我們不同。我們從來沒有感
受到神的召喚，我們感到的是一種
世俗的召喚，是一個飽受痛苦的民
族的召喚。很可能這個召喚只發給
了我們哪一代，也就是還勉強跟抗
日、國共內戰的歷史掛的上勾的哪
一代，因為雖然我們沒有身受，可
是至少我們的父母曾經親身經歷了
哪一個時代，而他們感染了我們。
當然，也可能是台灣早期的民族主
義的教育感染了我們。總之，現
在，就在我們自已的時代走進尾聲
的時候，我們意猶未盡，想做點什
麼事，而《中美論壇》就是我們做
的事。

很可能在海外謀生的一大批華夏
子弟們，或多或少，也受到類似的
感染，所以這個論壇有它的讀者
群。他們跟我們一起關心國事、留
意世界。跟我們上一代不同的是，
我們居然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中國的
復興。這使得我們的討論更多了興
奮的成份，而不是像過去兩岸三地
的論述那樣，總是充滿了批評或抱
怨。並且，由於不受兩岸三地的報
刊或多或少受到的約束，我們在

《論壇》中可以暢所欲言。這可說
是一種享受。轉眼間，它已經成功
地走完一年。我們要祝賀它，希望
它繼續傳遞海外華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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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召喚     民族的召喚     ～ ～水秉和

退休以後，我就在找一個新目標
和新生活的方式，想想如何能把我
人生經驗用在新目標上，真是好的
運氣， 就在我打算用寫作和製作
電視節目作為我的新目標的時候， 

US-China Forum 在范湘濤，陳憲
中， 馬在莊，傅建烈， 劉冰，張
紹遷，佟秉宇，  張文基，周友
道， 幾位籌劃下誕生了。 我有幸
被邀為中美論壇寫一個英語專欄 - 
Mainstream and Organic by Dr. 
Wordman。中美論壇就佔據了我新
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了。 

時間過的很快， 中美論壇就已
經一週年了， 我就以個人的經驗
和想法來向大家報告一下為什麼我
認為中美論壇是一個值得做的新目
標，為什麼會充實一個新的生活。
讓我簡短的歸納一下：

1. 古人說天下事，匹夫有責，  
為中美論壇服務是盡一己之責，  
盡責任就能達到自己所定的新目
標。

2. 分工合作，眾志成城，中美論

壇在大家合作下，很有成績， 也
會更有成績，有成績就能充實新
生活。

3. 美國愚民多， 知識份子較客
觀并接受意見，美國政客大多數
沒有多年政治，外交，和戰略經
驗。以我們七十年人生經驗和學
術背景， 用我們的充份學識和不
斷研討精神來教育，辯駁，和引
導美國民眾和政治人物對中美關
係有正確的了解和建立良好的關
係 。 這 樣 我 們 會 有 充 實 的 新 生
活。

4. 華人媒體內向，影響力小，
中美論壇替華人媒體打出和超出

"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
霜"的境界。我們要為論壇爭取更
多篇幅，出刊次數，多家報紙和網
路媒體，以更能發揮我們的力量。
這樣我們可以不斷提高新的目標。

5. 以我們的新生活和新目標來吸
引年輕人參加我們的工作，使美裔
華人能減小代溝，為兩岸和中美未
來前途作出有效貢獻。讓美籍華裔
后代及全球華人以有華人血統為驕
傲。

以上就是為什麼中美論壇值得我
們共同努力， 有錢出錢和有力出
力。 希望大家都來為中美未來打
造美好的前景！

我找到了新目標！            

中美論壇週年慶餐會，謝謝朋友們的光臨，尤其謝謝

以下幾位朋友的贊助捐款：

張菊華 $1000.00　毛衛立 $500.00　佟秉亞 $200.00

殷正言 $ 100.00　黃友菱 $100.00

張一飛

深度瞭解美國，中國及台灣的文化
思維。另一特色是每期都有一篇英
文文章，寫的都是我們關心中美台
三邊的議題，希望美國主流媒體能
瞭解我們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們
的下一代能從這些文章中體會出我
們所關心的大事以免造成代溝。

最使我高興的是結交了一些志同
道合，背景相同，看法接近的朋
友。我在與他們的交往中學習到許
多，受益匪淺，謝謝。希望大家共
同來為中美台的未來打造一個美好
的前景!

謝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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