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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樂(白狼)談統獨
～周固猷～

最近在臺灣電視訪談節目中,看到白狼在台灣大談一國兩制，對他那種雖
千萬人吾往矣的氣度十分佩服 !
白狼一語道破美台的關係，段宜康（ 民進黨的代表）的反應真的十分有
趣，我沒有張安樂那麼厚道，什麼 " 把台灣丟掉 " ， " 是美國的棋子 "，太
客氣啦！我一直乾脆說實話；美台之間根本就是 "主僕、主奴、主狗 " 之
間的關係。段宜康說 " 台灣可以選擇不聽美國的 "，白狼一句 " 敢嗎？ "，
道盡一切台灣的蒼白與無奈！我喜歡看臺灣兩大黨和 2300 萬人聽完 " 敢嗎
" 以後茫然與尷尬的臉！一國兩制對台灣的政治層面當然是不好，變矮
了，變小了，可是在大格局上，到是變硬了，變廣了。重要的是；經濟
上，巿場大了，腹地厚了，民生不可能比現況壞。更重要的是領導國家的
人，一路跌跌撞撞到如今，苦頭已經吃過，什麼鬥爭，文革一類之瞎胡
鬧，以目前民智已開的狀態下，不太可能再玩，再賭啦。兩岸之消長，愈
來愈明顯，中共愈壯大，美國愈減少為台灣賣命的決心，吳廷琰的南越就
是不遠的例子。美國的軍火販子腦中，豈有道義、盟約？僅有暴利而已。
不然近年全球各地烽火連連，那一樁和美國的軍火商無關？那一椿又是真
正為當地百姓福祉的正義而戰？台獨和共產主義有何區別？都是永遠作不
到的理想，脫離現實的 fantasy , 精神上的嗎啡、烏托邦爾！不管閣下怎麼
看，我個人很欣賞張安樂的精神和幹勁，即使他混過黑道，可是，當年在
青幫跑龍套當小弟，向黃金榮，杜月笙打躬作揖的人，後來還成了總統和
民族救星咧！
讀者朋友如對訪談內容有興趣,可上下列網絡查看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_7ZZUBR1NA

奧巴馬 VS.普金

美歐打壓俄羅斯的聯想
俄羅斯疆域遼闊，橫跨歐亞兩
洲，其東端直臨西太平洋，是當今
世界國土最大的國家。在沙俄東擴
之前，其位于亞洲疆域之絕大部
分，原屬中國所有。讀蔣老先生
“蘇 俄 在 中 國 “一 書 者 ， 必 能 清
楚，沙俄是如何一步步侵吞我國疆
域的。因此，無論是提起沙俄，蘇
聯，或現今的俄羅斯，許多國人仍
懷有深深的心結。但冤家宜解不宜
結，俄國侵吞中國領土的歷史，年
代久遠，且部分具有合法的形式外
表，若認真追究起來，必曠日持
久，糾纏難解，實不利中俄關係之
改善，更遑論建立兩國間的全面戰
略協作關係。因此大陸政府從
1960年開始，花了四十餘年時間，
與俄國(包括其前身蘇聯)就從新確
認兩國疆界走向，進行了談判。幾
經周折，終于于2008年10月，在解
決最後黑瞎子島與阿巴給圖渚洲地
區歸屬問題後，宣告完成了此項艱
巨任務，為中俄關係之改善打下了
重要基礎，建立了前提要件。
中俄關係最密切的時期有二。其
一是孫中山先生1922年主張中國革
命應以俄為師，並提出了聯俄，容
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1924年，
在俄國人與中共的參于下，共同成
立了黃埔軍校。1925年俄國人並出
資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山大學，吸收
國共兩黨青年入校學習。這應當是
中俄關係最密切的時期之一。另一
密切時期，應是大陸建國初期，至
文革爆發， 尤其是1969年止。兩年

～謝芷生～
(寄自維也納)
後即有尼克松派基辛格秘密訪華，
投石問路，欲建立聯華抗蘇的戰略
方針之舉。
中 俄 兩 國 邊 界 線 約 有 7.600公 里
長，其中東段有4.300公里。就戰略
地位而言，有著比日本對中國更具
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國在任何時期
都應極力避免與兩國同時發生衝
突，否則將會是中華民族的一場災
難。既然目前日本完全受美國控
制，聽命于美國，心甘情願充當其
遏制大陸崛起的馬前卒，則除了與
同樣受美國打壓的俄羅斯搞好關係
外，更有何選擇呢?
俄羅斯國土雖跨越歐亞兩洲，其
東端甚至已深入東亞，但中國人一
般仍把俄羅斯人純視為歐洲人。而
同樣的情況，歐洲人也很難將俄羅
斯人看著是純粹的歐洲人。這是地
緣上的因素，造成歐洲人在心理上
產生對俄羅斯的隔閡。此外宗教，
文化上的差異也構成了雙方之間的
巨大鴻溝。俄羅斯人信封的東方正
教，雖也屬基督教的一支， 但卻很
難被信奉天主教(舊教)或基督教(新
教)的西歐人所接受。
俄羅斯人從科巴喬夫，葉利欽到
普京都曾希望，在放棄其原有制度
後，能被美歐所接納。但一次又一
次“熱面孔貼冷屁股“的教訓，卻
讓他們看清了，美歐是不會因俄羅
斯放棄原有制度，而接納其進入西
方陣營的。二者之間歷史，文化的

1978年8月，少小離家老大歸，
我前後在大陸停留了四十天，走過
十多個城市，探訪了幾十年未見或
從來未見的親戚。我所看到的是一
個民生凋疲，人們冷漠而毫無生氣
的國家，街道上只有寥寥幾家門市
部，而百貨公司其實是一貨公司，
因為每一種商品只有一個式樣。想
到三十年革命，經過一些翻天覆地
的變化之後，國家被弄到這個地
步，一股冰涼之氣從我的頸椎一直
穿透到尾閭。興沖沖地回去，徹底
失望地歸來，離開時我心理想：
“中國完了”。在教條和一人專政
之下，整整三十年，積重難返，就
是天仙也無法扭轉了。
當然，誰也沒有想到，鄧小平
有那麼大的毅力和決心，有那麼深
謀遠慮的智慧，居然起死回生，在
數也數不清的阻力之下，硬生生地
把一個瀕臨于崩潰的十億多人口的
國家給扭轉了180度。從積重難返
走向積重能返。這種功業，老實
說，不管是在全國各地樹碑立傳，
還是把他老人家放進水晶棺裏，都
不為過，可是他情願把骨灰灑向大
海。偉哉斯人！
可是，逐步轉向市場經濟之
後，又過了三十年，財富像潮水一
般湧入中國，真正是勢不可擋。這
就給無數大大小小的官員幹部提供
了“尋租”的機會。官越大，收的
租就越多。有權就有錢，有錢就有
豪宅，美女，就有夜夜笙歌。當這
批人在黨內和在國企之內拉幫結
派，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的時候，
他們杜塞社會進步的力量是無與倫
比的。說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某些
中國官員豪奢荒淫的程度，在短短
的三十年裏，已經超越了資本主義
國家。于是乎，中國又到了一個積
重難返的時刻。
誰也沒有想到，習近平，一位
在黨的培育下長大，一步步從基層
幹起的元老子弟，卻沒有被權力腐
化。他跟王岐山等一批志同道合

巨大差異，是造成雙方難以接近
的最大因素。而過去表面上的所
謂 “社 會 主 義 “， “資 本 主 義
“的對立，只是拿來反對對方，
打壓對方的一個藉口罷了。難道
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
主義制度還有那麼大的差異，乃
至水火不容嗎? 其實 美國是需要
有象俄羅斯這樣一個有分量的對
手的，即使是假想敵也好。俄羅
斯一旦融入西方，美國的軍工企
業又怎能維持發展得下去呢 ?
俄羅斯固然想融入歐洲， 而烏
克蘭則更為積極，無非都是想過
上更 好的日子。他們誤以為一旦
加入西方陣營後，美歐必然會在
物質上大力援助他們，讓他們能
過上與西歐人一樣的好生活。但
這有可能嗎? 看看那些已經加入到
歐盟多年的原東歐國家吧， 他們
起初固然獲得了西歐國家一定的
物質援助，有些市區的馬路與房
子獲得了修繕，確實給人面目一
新的感覺，但那只是表面的改
變， 生活實質的提升，不是靠著
修繕幾條馬路或房子，就能實現
的。東西歐之間的差距，並沒有
根本縮小。如果問，有沒有哪個
東歐國家有顯著變化的， 那麼唯
一的就只有原來的東德了。但那
是西德付出了令其經濟放緩十
幾，二十年的代價所換取來的。
美歐面對經濟落後的烏克蘭等
國，願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嗎?

～水秉和～
者，深知專權加上貪腐的危害，
居然表現出極大的決心和毅力，
以及深謀遠慮的智慧，向老虎、
蒼蠅以及兩者之間的雞豬蟲蛇開
刀。我們歡呼：中國又有救了！
中國又發揮了積重能返的優越
性！
一黨專政與民主體制之間存在
著許多差別，其中一個極為重要
的差別就是民主制度有輪替機
制。當一個政黨幹的不好，選民
就會投票給其它政黨，讓其它政
黨來糾偏。如果一個政黨幹得
好，它就可以連選連任。繼續幹
下去。我們看到當前中東的亂
局，它的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獨裁
者，不論是在伊拉克、埃及、突
尼斯、利比亞，或者敘利亞，在
毫無實際意義的選舉制之下，掌
權長達四十年，僵化的社會終于
無法應付多變的世界局勢和國內
累積的民怨，因而激發了暴力革
命。暴力革命其實就是因為當政
者積重難返，想要扭轉它的社會
力量別無他途，逼得走向極端，
而其後果時常更壞。中東的亂局
凸顯了積重能返的難能可貴。
高瞻遠矚的鄧小平在一黨專政
的格局之下開創了任期制，這不
是一般的了不起；如果這不是千
秋萬世的功德的話，至少也是奠
定了中國一黨治國制的基礎，功
莫大焉。任期制使一個社會不必
等到老頭子死了以後才有機會改
弦易徹。它的確是中國體制上的
一大特色。
當然，與民主制對比，一黨治
國制也有一些優點。第一，就像
美國的大企業大多是由董事會設
立甄選委員會，四處物色最杰出
的經理人才一樣，（這個委員會
對人才的確認能力比廣大股民要
優越的多，除非他們搞裙帶關係
或拉幫結派，但是這就會不利地
影響到企業的業績），中共的中
絕無可能。 那麼為什麼，美歐目
前又拼命搶著想把烏克蘭拉入其陣
營呢? 其實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
那就是想以此打擊削弱俄羅斯。
從科巴喬夫，葉利欽到普京都
曾幻想過，只要他們放棄了原來的
制度，西方必能接納他們成為其中
的一員，從此便能過上與西方人一
樣美好的生活。但無奈一次又一次
無情的現實，卻敲碎了他們的迷
夢。要想改善生活，確實有必要從
改變制度著手，但卻不能把希望寄
托在西方的容納與援助上。這既不
現實，又滅了自己的威風，成了毫
無出息，遭人嘲笑的對象。科巴喬
夫，葉利欽與普京，先後 遭西方
欺騙玩弄後，又被無情排斥，甚至
打壓。相信普京的感受與領悟應當
是深刻的。美國糾集西歐與日本，
利用馬航mh 17于7月19日在東烏克
蘭境內發生的空難，加大對俄羅斯
進行打壓，這顯然是沖著普京而來
的。普京是一個頑強而堅毅的政治
領袖，一心欲肩負起俄羅斯復興的
使命。歐巴馬要想制服他，迫其就
範，絕非易事。
對普京而言，烏克蘭一旦全面
變色，投入西方懷抱，則俄羅斯即
將直接面對西方威脅，再沒有可緩
衝的空間。兩個大國之間，或兩大
陣營之間，緩衝地帶是十分重要
的。而俄羅斯人對此似乎特別敏
感，特別重視。我們一定不會忘
記，二戰結束前夕，美蘇于雅爾達

Why Does Japan Keep Denying Her War Atrocities?
- The Nanking Massacre, Comfort Women and Unit 731 Biological Experiments
WW II is a shameful act of mankind exhibiting all the evil spirit
of human beings in their meanest form. Hitler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W II in Europe and the horrible holocaust which mass murdered 5.8
million Jews. More than 50 million death occurred in Europe throughout
WW II. Japa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WW II in Asia, killing more than
30 million Asians and 20 million Chinese alone as well as atrocities
including mass murder, sex slavery and biological experiments on
innocent humans. Hitler killed himself by suicide when the war ended
and Germany had admitted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German
army. The German people had shown remorse to the Jews and to the
world publicly and through offering compensation to the victims the
Germans were able to live with the history and moved on. The world
was able to forgive Germany as well. On the contrary, Japan, to this day,
is still in denial of her war crimes. The Japanese officials repeatedly
deny the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during WW II. Why? We ask.
Why does Japan keep denying her war atrocities? The Japanese
war crimes were clearly documented, including the horrific mass
murder, the Nanking Massacre (killing at least 377,000 Chinese), sex
slavery program (known as comfort women, forcing Dutch, Chinese,
Korean and other Asian women to be used as sex slaves for the Japanese
Army), and biological experiments on innocent children, men and
women (even with entire Chinese village being secretly fed with bacteria
loaded water supply to obtain medical statistics). The repeated denials of
these atrocities by the Japanese officials not only anger Asian people but
worse they can never heal the wounds. Therefore, the Japanese will not
be forgiven by 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Historians have often been puzzled by the 'Why?' in the titl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not likely a simple one, but as human beings we
must seek the answer so we can help the Japanese to live with the
history and move on. More importantly, by understanding why, we will
never let those atrocities occur again. In the following, an attempt is
made to list several plausible reasons that may explain the why question.
Hopefully, through an open and candid discussion, a clear answer may

emerge.
First, the answer may lie in the Japanese culture, a culture with
high regard for honor and loyalty, typified by Samurai or Bushi spirit.
Japanese like Chinese have the 'face' issue also (which is quite known
to the Western people). For the sake of saving face, the Japanese does
not easily admit mistake or guilt. Many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of WW
II were very much shamed by their criminal conduct and yet could not
muster the courage to admit their war crimes in front of their parents,
wives or children. They kept the guilt inside and lived in denial. The
same 'face' issue also inhibited the victims, for example, the women
suffered from the Japanese sex slavery program to come out and tell in
the open. This fact encourag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minimize
the extent of the Japanese war crime.
Second, the made-up story for justifying the aggression of the
Japanese against Chinese may be another culprit for Japan's denial of
her war crimes.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was preaching their
invasion to China as a war between civilization, a civilized and modern
Japan, against a primitive nation, a backward and corrupted Qing
Dynasty. Japan wanted her people to believe, she launched a holy war
to save the poor Chinese from misery. This story was so deeply
entrenched, when WW II ended and Japan defeated, she would rather
live in denial than giving up this false story. This is also a consequence
of 'Face' issue. Today, facing a rising China, some Japanese still believe
that the large population of Chinese must be saved by Japan.
Third, the biggest mistake responsible for Japan's denial in war
crimes perhaps was that the allied command exonerated the Japanese
emperor from war crimes. Hirohito was singly responsible for
permitting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o pursue the aggression plan to
conquer China and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thereof. Hitler took his
own life - a fact essentially meant he 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the
war crimes committed by the German Army. Shielding the Japanese
Emperor from punishment for Japan's war crimes essentially provided
the Japan a way out of admitting her guilt. Hence, to this day, some
Japanese officials, especially the militant right-wingers, still want to

央委員會就像是一個甄選委員會，
它的成員對誰適合當總書記比一般
黨員清楚，而一般黨員又比老百姓
清楚。所以，從治國的角度來說，
由黨內推舉選出具有長期執政經驗
的領導人應當是比較好的體制安
排。第二，權力集中好辦事，一黨
治國制的優點是，一旦作出了決
定，執行起來就比民主制有效率的
多。目前美國的政黨對立，不論是
處理邊境的非法移民、健保、政府
預算、赤字上限等內政問題都出現
嚴重分歧，僵持不下，在國際問題
上更是莫衷一是。民主制需要政治
領袖和人民都具有基本共識，當共
識不存在或者淡化時，民主制就缺
乏了一個政策運行的主要條件。
舉 一 個 缺 乏 共 識 的 例 子 。 1860
年，當美國南方拒絕廢除奴隸制度
而北方堅決要它廢除時，南方就準
備宣布獨立，而這是一個民主制無
法和平解決的矛盾，所以只有訴諸
戰爭。這個例子說明，有些問題是
民主制無法解決的。同理，如果中
國現在實行民主制，我們毫無疑問
會看到好幾股要求獨立的力量冒
頭，而它們必然會點燃內戰的火
焰。
對一個需要從低水平趕超或者和
一個國內存在族群衝突的的發展中
國家而言，民主制會帶來衝突，並
且它的執政效率也會較差。我們可
以這麼理解：民主制是兩百年前設
計出來的制度，那時的歐美諸國不
存在類似中東或者非洲那樣嚴重的
族群矛盾，而且那時對執政效率的
要求也不高，所以可以實行民主
制。對當時的社會而言，它是非常
理想的制度，因為它維護人民的權
益。可是今天，不論是民主還是集
權，政府需要快速解決比兩百年前
要複雜千百倍的問題，行政效率變
得極端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
制很可能，尤其對新興國家而言，
已經逐漸過時了。
這絕不是說，中國已經找到了比
民主更好的制度。因為到今天為
止，中國的體制進行了兩次糾偏的
大動作，如果將來沒有鄧小平和習
近平這樣的領袖，而仍然需要每三
十年就來一次積重能返的大動作，
那麼中國的前景豈不堪憂？到底目
前正在推動的“深化改革”是否能
帶來長治久安的制度呢？我們拭目
以待。（b.h.shui@gmail.com）

密約中共同出賣了中國利益，強迫
中國答應，讓外蒙于戰後獨立，以
換取蘇軍向當時已瀕臨滅亡的日本
關東軍發起進攻。這件事，毫無疑
問是蘇方主導的結果。他們看重的
倒不是想拼吞外蒙，而是，外蒙能
在未來俄中間發揮緩衝地帶的功
能。我曾不止一次聽說，外蒙中有
人希望能重歸中國版圖。但以俄羅
斯人如此看重其緩衝作用，一旦外
蒙真有了回歸中國的舉動， 難保
不會引爆一場亞洲版的烏克蘭事
件。
美國不是要重返亞太嗎? 無奈今
年對美國而言，正是一個多事之
秋。除了烏克蘭外，以巴，阿富
汗，利比亞等地也都紛紛動了起
來，美國還能對付得過來嗎? 其實
美國想執行重返亞太政策，主要為
的是擔心中國國力迅速崛起， 迫
使其屈居老二的地位。這純粹只是
個面子問題，而並非安全問題。若
就安全問題而言， 中國的崛起對
美國，對世界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的。她可以分攤美國在全球的許多
維和工作。這一點美國是應當看得
清楚的。但中國采取維護世界和平
的方法卻與美國完全不同，而效果
卻更為顯著。這些辦法中國目前正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按部就班地推
行著。它們是經濟的，互利的，和
平的，而非政治的，軍事的，暴力
的。美國人應睜大眼睛，向中國人
好好學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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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hip the war criminals at the Yasukuni Shrine, wanting to return
Japan back to her 'past glory'.
Fourth, the Japanese who accept the facts in WWII are a minority
in Japan. For example, Prof. Saburo Ienaga, a 2001 Nobel Nominee, is an
author of Japanese textbooks on Japan's military atrocities; he su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censorship barring his books to be used.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in Japan only recognized the unit
731committing crime of performing biological experiments and upheld
the censorship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politicians in Japan can
influence their education policy, hence, young people are taught with
false history. This is a vicious cycle going on for several generations
producing a majority of Japanese living in denial of Japanese war crimes.
Fifth, the world has not been holding the justice regarding Japan's
war crimes. The United States had essentially turned a blind eye post
WW II to the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Even when a Japanese American
Congressman, Mike Honda, of California introduced a bill denouncing
Japan's war crimes, it did not make the U.S. Government take any
meaningful action to clarify the facts. The U.S. government should
release the documents in her possession pertaining to WW II and Japan's
war crimes. The huge contrast between holocaust and Nanking Massacre
being treated in this country is another reason for Japan to keep denying
her war atrocities.
Recently, there are some civil organizations in Korea, China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Japanese war crime. For
example, monuments have been built in California and New Jersey in
memory of Comfort Women. Ironically, the monument erected at
Glendale, CA, was challenged by a group of Japanese. Fortunately, the
district court rejected the complaint and the request of removing that
monument as frivolous. Apparently the party brought the lawsuit was
associated with Japanese right-wing organizations or politicians not
having the rights to bring a lawsuit in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On the question, “why Japan keeps denying her war atrocities?”
the above discussion does point out a plausible approach that may help
Japan to accept and live with the history and may help the world to
forgive those horrible war crimes. The approach is that all countries
suffered from the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must join hand to bring out all
the facts and truth to the world. Through worldwide awareness, it will
make Japan to break out from her cocoon to 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stop fabricating and denying WW II history,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