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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loves to say the words that Americans believe in and what Americans 
want the world to have under her leadership. As a world leader, the U.S. advocates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regardless whether her example is acceptable 
or not in a different society and whether or not her example is not yet perfected. The 
U.S. preaches a global vision and value system based on her belief including the 
concepts of American firs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s well as religious and social 
doctrines supported by her constitution.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U.S.,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re often used to attack non-aligned regimes to the 
point of exercising 'regime change' to maintain 'world order'. Unfortunately, the U.S. 
Administration is currently surrounded with key staffs like John Bolton, Peter Kent 
Navarro, etc. holding such hawkish Views.

In a TED speech, Dr. Dambisa Moyo convincingly challenged the Western (US 
led) presumpt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being the pre-requisi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she proclaim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majority of 
population achieving middle class status) is the pre-requisite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 She cites China'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a model that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and replicate. Dr. Moyo was 
born 2 February 1969 in Lusaka, Zambia, grown to be an elegant African lady. 
Moyo holds a bachelor's degree in Chemistry and an MBA from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an MPA from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a DPhil in Econom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She is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st and author who 
analyzes the macro-economy and global affairs. She serves on many corporate 
boards including Barclays Bank, the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Seagate Technology, 
Chevron, Barrick Gold and 3M Company. She also worked for two years at the 
World Bank and eight years at Goldman Sachs before becoming an independent 
author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speaker. To her credit, she has published four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books: Dead Aid: 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 (2009), How the West Was Lost: Fifty Years of Economic 
Folly – And the Stark Choices that Lie Ahead (2011), Winner Take All: China's Race 
for Resources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 (2012), and the latest (2018) Edge 
of Chaos: Why Democracy Is Failing to Deliver Economic Growth – and How to 
Fix It (2018). Dr. Moyo's books and speeches are very convincing and credible 
observations and statements.

Dr. Moyo is not the only scholar who has done a rational analysis on the West 
preferr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ystems, but she did it with the China model as a 
case study. In 1992, then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Kuang Yao, in a post-

speech Q/A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answering then Hong Kong governor 
Chris Patten's question: What is your view regarding the progress of British de-
colonization has made? PM Lee's answer was that "I don't think democracy 
made economic progress" (for the Asian colonies). In fact, he said democracy 
was repressiv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cited the reason as that an 
elected short-term official with insecurity always places his personal interest as 
the first priority whereas a good government requires a strong leader (or a king 
in a royal system) to place the people's interest as his or her highest priority.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7 with the stipulation that Hong Kong 
will maintain its political system (democratic except the governor not elected by 
the citizens with one man one vote). Now twenty two years passed, Hong Kong 
maintained her economy (prosperity) with China granting her all kinds of 
privileges; but Shenzhen, Guangzhou and Shanghai made far more and faster 
economic progress making Hong Kong people feeling stressed. Sadly, an 
ignorant few of Hong Kong people blame this competitive pressure to Hong 
Kong on her political system for not having a full democracy (one man one 
vote). Thus, with external support and agitation, Hong Kong now has a small 
group pushing for Hong Kong independence. If PM Lee were alive today, he 
probably would laugh his head off since he knew what the real pressure being a 
small independent country trying to please two giants was really like.

In the Mainstream and Internet organic media, there are lots of studies and 
reports discussing China's model and/or China threat. Unfortunately, the 
mainstream scholars dominate the floor thus the discussion is often biased with 
the Western view stated in the opening of this article. However, there are a few 
rational analyses in the organic media that can be summarized here. The readers 
are urged to evaluate these points and make your own assessment about the 
China model or China threat. The main points made abou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or China's Ri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listed as follows:

1.China is a socialist country but does not reject capitalism; although China 
is an one-party ruling system but she does not reject accountability to her people 
or other monitoring parties.

2.China has her self-develop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 mixture of 
government controlled and market driven economy, quite effective thus far.

3.Majority of her citizens are patriotic, sensitive and responsive to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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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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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保釣會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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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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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區的劃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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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少傑 ），1980年生於
河南長葛。㈳會公益活動實踐者。世
界華㆟保釣聯盟大陸分會會長。長葛
市禁毒㈿會副會長。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於2011年1月2日在香港籌備，
2012年4月19日獲得正式批覆同意成立。其成員由來自
中國大陸、澳門、香港、台灣、美國的保釣人員組

成。聯盟總部設在香港，首任會長是臺灣黃錫麟，第二任會長由香港陳妙
德擔任。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保釣宗旨:以中華民族利益爲最高利益，精誠團結並
凝聚全球優秀之中華兒女，爲捍衛東海利益和釣魚島（又稱釣魚台）主權
而作出不懈努力與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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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別選登三篇在論壇上發表文章，代表兩岸年輕一
代的新保釣人士對保釣運動的認識與期盼。

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梁智

釣魚島問題經歷了近五十年，從海
外到港臺、到大陸，保釣運動經歷三
次 大 的 波 動 。 七 十 年 代 海 外 保 釣 運
動，經歷了兩年多，九十年代中期港
臺保釣運動掀起一個高潮，開始了以
出海宣誓主權的保釣行動，經歷的時
間也不長，2003年，保釣運動在大陸
展開 ,使保釣運動的發展得到一個飛
躍。保釣運動是一個持久的愛國護土
運動，這需要考驗我們的耐心、恒心
和決心；首先民間保釣運動自身的定
位：純民間、低調、推動和輔助解決
釣魚島問題。

我們首先要對釣魚島問題做分析：
釣魚島問題是三國四方問題(中國、臺
灣、日本和美國)，釣魚島是領土主權
問題，最終解決問題一定是政府。由
於釣魚島問題涉及到三國四方，錯綜
複雜。釣魚島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
到解決。因此民間保釣運動就有長期
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從地域上來說，它屬於區域性質，
具有針對性。也就是單一和專一性，
專門針對釣魚島列嶼。

時間上決定了中國民間保釣運動應
該是一個階段性的，它將隨釣魚島問
題的產生而出現，同時也將隨著釣魚
島 問 題 的 解 決 和 結 束 他 們 的 歷 史 使
命。

而對我們保釣者來說，具有自主
性，保釣愛國是自覺自願的行為。也
都是階段性的。我們保釣者在這場保
釣運動之中有早有晚的加入到這個行

列中來。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發揮不
同的作用。

民間保釣運動已經成為抗日愛國運
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純民間的愛
國運動,也是憲法賦予的責任和義務(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　公民的基
本權利和義務:第五十五條:　保衛祖
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
個公民的神聖職責。)。

釣魚島問題最終解決是政府,但政府
的態度也決定了民間保釣的角色,在初
期階段,由於政府態度曖昧,不願意直接
站在解決釣魚島問題的第一線,因此在
很長一段時間,民間保釣運動扮演了主
角的作用。2012年9月開始,中國政府開
始正式走到解決釣魚島問題的前臺,民
間保釣角色開始轉換,成了配角,我們必
須適應這個新的角色 ,是輔助性的角
色,是推動性的監督性的角色.這也決定
了民間保釣運動一定要與政府形成相
呼應的關係。

在釣魚島問題上,最終還是要大陸政
府來解決,這也決定了大陸民間保釣在
全球華人保釣運動中要起主導者的作
用。

民間保釣運動首先是喚起民族的凝
聚力，喚起國人的危機意識，領土意
識，提高民族抵禦外辱的抗爭精神。
保釣的成敗關乎中華民族的復興。

國際大環境在變化，國際上普遍重
視民意。我們就是要向全世界傳達一

個體現中國民意的聲音：釣魚島是中
國的，日本妄圖竊奪釣魚島，中國人
民是絕不會答應的。通過保釣行動來
推動保釣運動的發展，輔助政府扭轉
在釣魚島問題上被動的局面。

釣魚島問題是現實問題，和歷史問
題有區別。歷史問題可以談，但釣魚
島問題是領土問題，是不能退讓的。

釣魚島是臺灣的附屬島嶼，是中國
領土，是全世界中國人的。

保釣運動始於海外，發展到港、
澳、台，只要參與過保釣運動的，都
深深記住了這段歷史。

保釣運動經過四十多年，各地都還
有保釣團隊在堅持，還有很多人為釣
魚島光復在奔走，這就是我們中華民
族堅強不屈精神的體現。
保釣在愛國領域的㆞位、作用和意義

保釣有別於對日索賠等歷史問題，
是現實、直觀的抗爭。

保釣是愛國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大陸保釣力量的參與已經逐漸發
展成為愛國領域中的不容忽視的力
量，成為了愛國領域的一面旗幟。保
釣號召力之大，影響面之廣，超出了
一般範疇的愛國行動。很多人沖著保
釣而來，聚集在保釣的旗幟下，極大
地推動了保釣運動的發展。保釣成為
了當代愛國運動的新的切入點。

保釣運動的開展，提升了愛國的層
次，使愛國行動實實在在地展示在了
世人面前，激發了全球華人的愛國熱
情，極大地鼓舞了全球華人的鬥志，
增強了民族認同感。

保釣的性質決定了保釣是全球性的
愛國行動。保釣超越了黨派之分，超
越了政見之分，成為了全球華人的共
識，成為了全球華人共同的愛國主
題。（李義強，世界華㆟保釣聯盟㊙
書長。）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保釣運動自美
國發端，那時參與者多為臺灣留學
生，當年，年輕的馬英九是一個積極
參與保釣運動的熱血青年。如今，半
個世紀過去，民間保釣運動已經發展
到兩岸四地，甚至海外，在臺灣的境
況卻是一年不如一年！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我認為這
與臺灣民眾目前嚴重的媚日反中情緒
密切相關。李登輝曾厚顏無恥地說：
"台灣人為日本祖國而戰，台灣人沒有
對日抗戰"。他還大言不慚地表示：
"釣魚台列嶼是日本的"；馬英九當政
8年，曾經數次拜訪李登輝，並一度
成為臺灣民間保釣運動的最大阻礙。
蔡英文上臺，更將親美媚日反中發揮
到了極致。

筆者多年前發起成立『台灣人民抗
日協會』，在大家的支持下擔任理事
長一職，那時曾經邀請一些國民黨籍
的朋友參加，可是，他們完全不認
同。多年前日本人曾經做過一個民
調，有高達近七成的台灣人民對日本
是友好的，討厭日本的屈指可數。而
民間保釣的根本是反日的，在政府民
間主流媚日的大環境下，難以施展身
手，每況愈下就不難理解了。

是不是民間保釣運動在臺灣缺乏生
存土壤？我認為不是，相反，臺灣是
真正需要民間保釣運動的。它甚至對
改變目前臺灣甚囂塵上的媚日反中情
緒，促進兩岸統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
用。

首先，從地理位置論，釣魚島是臺
灣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得失直
接關乎臺灣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臺灣
人民捍衛釣魚島主權，無論是從自身
利益，還是整個中華民族利益而言，
都義不容辭。

其次，台灣島四周環海，不少人靠
捕魚為生。釣魚台列嶼及沖之鳥礁是
台灣島周圍兩個重要的漁場。而這兩
個漁場都被日本人強迫控制，台灣漁
民去了，不是被驅趕就是被逮捕，處
罰上千萬的罰金，這讓台灣漁民恨日
本人恨的牙癢癢。所以說，釣魚島及
其附屬海域的主權回歸，最大的受益
者是臺灣人。

從這兩點來看，港、澳、大陸及海
外的民間保釣運動，更多的是手足相
幫，是民族大義的愛國行動，而臺灣
和臺灣人才是真正的最大受益方。臺
灣應該衝在保釣運動的最前面。但事
實正好相反。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臺灣人媚日反
中呢？前年(2017年)筆者到大陸參加
交流活動，一些大陸學者問到這個問
題 ， 當 時 我 也 是 十 分 納 悶 。 去 年
(2018年)某次交流活動中，我終於想
通了這個問題。現在台灣島內嚴重的
反中，源於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教育。
國民黨根本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吳敦義競選國民黨黨主席前還要支持
統一的人滾回大陸去。更多的外省人
有所謂的『外省人原罪』，反共因此
就成了反中的先鋒。而媚日則為政府
訴求，原為親美，後被綠營不斷自我
矮化、洗腦，並與反中互相混淆，因
此造成了大量媚日反中份子產生。這

從當年熱血保釣的馬英九到當領導人
時候媚日的馬英九，反差之大，可見
一斑。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保釣運動如
何促統？保釣促統與媚日反中又有什
麼關係呢？

筆者認為，推動保釣促統，首先就
得反「媚日」，反「反中」。臺灣人
媚日本沒緣由，也沒土壤。日本殖民
佔領台灣島51年，根據日本人自己的
紀載，其間屠殺臺灣人民超過40萬。
這些台灣先民為何要反對日本的殖民
統治？正是因為『寧為中華魂，不當
亡國奴』的中華英雄氣節。我們應該
讓更多台灣人民瞭解歷史，認識先民
的英雄氣節，從而喚醒島內民眾的中
華民族魂。這樣，民進黨和李登輝等
鬼扯的「釣魚台列嶼是日本的」、
「台灣人為日本祖國而戰，台灣人沒
有對日抗戰」的媚日鬼話即不攻而
破。

另外，我們應該發起支持漁民爭取
漁權與生存權。釣漁臺列嶼是臺灣漁
民的基本利益所在。目前，大陸漁政
船和軍艦的常態化巡航，讓臺灣漁民
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安全。剩下的就
是臺灣政府方面的強力支持和他們對
祖國溫暖懷抱的眷戀。做好這些，將
會大大削弱島內反中勢力，為促統打
下了良好的民意基礎。

另外，民間保釣運動自誕生之時
起，就飽含著促統原動力。上個世紀
70年代，以臺灣留學生為主體的留美
學界「保釣運動」，在經過一段時間
的遊行抗議後，逐漸認識到「保釣運
動」的直接目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
現。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思考如何維
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宏觀問題。
他們認為：捍衛釣魚島主權，只有依
靠國家的統一富強。今天的事實證
明，他們的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因
此，民間保釣運動這個原本基於民族
主義的「愛國守土」運動，從一開始
就生發出"促進國家統一"的原動力。

目前，兩岸四地與海外的民間保釣
組織多有交流和互動，大家本著捍衛
釣魚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單純目的，
卻都有著希望祖國統一富強的強烈願
望。這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台灣
島內目前雖然缺乏一批具有中華民族
魂的人士，缺乏推動統一的力量。但
在島內保釣力量的堅持下，在島內漁
民的利益基礎上，在來自港、澳、大
陸及海外等各方力量的驅馳下，台灣
民眾效仿先烈，誓死捍衛家園的血性
會越來越強，臺灣島內促統的力量也
會越來越強！

俗 諺 說 ： 「 前 人 種 樹 ， 後 人 乘
涼」，希望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共同努
力，為打造一個統一富強的祖國而奮
鬥，為下一代中華兒女開創偉大復興
的願景而奮鬥，這才不枉我們身為中
華民族的一員。

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願我們一起，誓死捍衛釣魚島的領土
和主權完整，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為實現祖國統一，共同努力！

(鄭建炘,台灣㆟民抗㈰㈿會理事長)

national conflicts concerning China's interest, despite of some minority unrest.
4.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s extremely sensitive and accountable to 

people's interest, exhibited by its effort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taxation, 
removing poverty, disaster recovery, etc. ; China's Government despite of some 
corruption is the world's most effective government, seemingly able to 
accomplish any goal. China's successes were measured by her five-year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which were developed with long-term and persistent views 
containing amazing measures to prevent, judge and solve problems.

5.China has a unique personnel system for promoting able administrator, 
executive and political leader with scrutiny by people and party spanning decades 
with no interest group controlling or interfering.

6. Education system is practical focusing on producing cre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leadership (management) people in large number; currently 
China's leadership class has an average age below forty with high percentage 
being repatriates from overseas.

7.China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and manufacturing supply chain system in 
most domains (from commodities, technology products to military equipments); 
China learned fast in making her superior products into global brands, applying 
network technology to create value and now leading in wireless and mobile 
products and business models.

8.China has enormous savings, financial bank and trade reserves and the 
largest holdings of US treasury bills (US debts). China is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financial crises as exhibited in her response to Asia and World financial crises. In 
2008, China was able to not only solve her own but also help solve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9.China has a huge internal market thus being able to promote a consumption 
based economy. She is taking careful steps to steer her economy to increase 
domestic consumption as well as to foster innovative industries and remove 
harmful markets.

10.China has maintained sound strategic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s over at 
least four decades spanning several leadership succession cycles all based on a 
simple doctrine - serving the people, gradually learning from and opening to the 
world and pursuing constant reform and stressing peaceful rise in all domains if 
possible.

The above ten points describe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and reasons for her 
success, but perhaps they are also perceived by some as 'China threat' since no 
other nation seems to be able to match. Competition is unavoidable in the world. 
Human civilization should be matured enough to understand that humans must 
embrace competition in a healthy way so that humans learn from competition thus 
advancing civilization.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www.us-chinaforum.or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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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保釣回顧與展望

China Model Or China Threat Your Call

淺談民間保釣運動淺談民間保釣運動淺談民間保釣運動
◎李義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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