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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folksy thoughts on US-China relation existed for decades but 
now being questioned as the two great nations took a sharp turn in their 
current relation towards a cliff facing a deadly fall. In the U.S., folks 
used to believe that their nation is so great, far more advanced than 
China; the US way of life will induce Chinese people to follow their 
footsteps to convert China to become more like the U.S. in ways 
similar to most Atlantic nations and some Asian countries like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folks used to believe that 
their nation has been so weak, far weaker than the U.S.; they must work 
hard to become a middle income nation and keep focus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ike many other developed nations did to become as rich 
as Americans. These folksy beliefs however were somewhat countered 
by a different 'official', 'elite' or 'think tank driven' notion. In the U.S., 
the notion is that a communist system is a dictator system which will 
never change unless the leader is toppled or the regime is changed, 
hence a communist country will always be an enemy of the U.S. This 
notion is repeated in every 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 with Russia and 
China being the targets. In China, the official notion is that the U.S. will 
always behave like an imperial nation trying to dominate the world, 
putting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far above everyone else's.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will ask you to do what they say but not to do 
what they do.

Therefore, the US-China relations had never gotten more than a 
lukewarm mutual recognized relationship.  China tried seriously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but cautiously concerned with the US China 
policy treating Taiwan more as a US military outpost than a province of 
China making Taiwan as a thorn on China's sea fare side. The citizens 
of two nations interacted fairly well with exchange students, inter-race 
marriages and grad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However, the interactions of citizen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ies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U.S. with their 
media ignoring their citizens' opinion in different ways. Therefore, the 
official US-China relation remain to be lukewarm but it didn't get any 
worse for decades until now. China was very cautious (low-key) in her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and the U.S. was pre-occupied by many other 
international issues until she had recognized that China's economy had 
surpassed Japan to be the number two in the world in merely two decades. 
Surprised and envious about China's rapid rise may have stimulated the 
government's strong reaction.

For three or four decades, the US-China relation has indeed been 
seesawing up and down when encountered wi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t 
never broken. But today, the headline news in the U.S. about the US-China 
relation tends to paint a hostile story - China is a threat. China is rising too 
fast using unfair practices. China is the culprit causing the US domestic ills 
by stealing her manufacturing jobs. Thus, the U.S. is launching a trade war, 
specifically against China and her developmental plan – China manufacture 
2025, to prevent China catching up with the U.S.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claims that she deserves to have their Chinese dream, rising peacefully. She 
is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prosperity by working diligently 
since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China claims that she 
will never kneel to imperialism like a century ago (forced to sign unfair 
trade treaties under the naval gun power of the imperialists) and she will 
rigorously defend her sovereignty and hard earned achievement by 
retaliating against any tariff war or any war. Therefore, the U.S. and China 
appear now pushing each other towards a dangerous cliff. Histories have 
taught us world wars had been started under such a sentiment. Citizens of 
two countries cannot help be concerned that the U.S. and China may break 
out an all out trade war hurting each other even possibly a military war 
leading to mutual destruction.

War can be started by emotional flare but it also can be avoided by cool 
logical thinking. It is time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do just that. The best 
way to obtain a fair and logical analysis is to conduct a 'reciprocal thinking 
process' (RTP). Of course, this RTP should not just be applied on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where the thought process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willing a military war. The RTP must be applied on a higher strategic level 
where the objective is to understand the thinking of the other side, why the 

two nations develop tension and how the tension may be reduced to avoid 
war, even possibly finding win-win solutions to improve the two nations' 
relation and to obtain mutual benefits. Put in a folksy description: We must 
put ourselves in each other's shoes and wear each other's hats to think, walk 
and act so to feel how each may appreciate how the tension is generated and 
how it may be reduced.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try to conduct a RTP on the 
US-China relation in technology and trade.

The U.S. claimed her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 colonial control by 
revolution. She became a great nation through 'acquisitions' more or less 
justified by imperialistic behavior prevalent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America 
1492-1820 World 1492-1945 Decolonization 1945-1999). To some degree, 
the U.S. has refrained from being an aggressive colonial power like U.K, 
France, Germany, Spain, Portugal, Japan and other nations. The U.S. did 
acquire territories through border conflict or acquisition but she ultimately 
maintained peaceful relations with her two major neighbors, Canada and 
Mexico. Thus, the American citizens were taught not to think their country 
as an imperial nation but a country welcoming immigrants against 
colonialism. The U.S. is rich with resources and blessed with huge amount 
of farm land allowing them to become a big agriculture exporting nation. 
The U.S. is a big nation with relatively a small population; hence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s meet more than her own needs.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e surplus is huge. The US government uses subsidy to regulat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to maintain prices of farm goods to allow farmers to 
make a good profit. That policy is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U.S. not for the 
needy countries or world food supply. The U.S. led the allies to fight WW II 
and was the only country spared with war damage on her continent other 
than the surprise attack of Pearl Harbor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The WW II 
victory had propelled the U.S. as the de facto world leader strong militarily 
and in most areas of technology. Her persistent fight against the expansion of 
communism not only collapsed the Soviet Union but further secured her 
position as the strongest nation leading the world.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the U.S. treasures and desires to preserve her leadership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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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北韓核武開發加速，不斷試爆飛
彈及核爆，對亞洲甚至全球產生危脅。
日本借此機會大力治軍，增加國防經
費，并邀美國加強返亞力度, 並與美國
舉行軍演，對北韓施壓。當北韓飛彈成
功飛越日本上空時，日本百姓自然不
安，但是日本政府政策，似乎并非針對
問題癥結所在， 那就是為什麼北韓需要
核武，為什麼北韓政府感覺不安？日本
強佔南北韓多年，難道不知道南北韓人
本是一家，只因美俄對持，引起韓戰，
解決南北韓問題實在是「解鈴還須繫鈴
人」，要從根本來解決問題。

美國所謂返亞，實際上是針對中國軍
事力量在亞洲增強，以亞太和全球安全
為由，組織類似北歐（NATO）式聯防
體系，來阻止中國的發展及對亞洲以至
世界的影響力。美國自二戰勝利以來，
自許全球領導者，抗俄反共，推崇民主
國制，以求全球成為單極（Uni-Polar）
體系。殊不知全球開發迅速，雖然蘇維
埃崩潰，但是世界仍然是崇武競爭，嚮
往強權，甚至像日本這樣的戰敗國仍然
要復軍稱強。這當然是美國強勢作風的
影響。以此趨勢下去，世界局勢必然重
蹈一戰和二戰前情況，數強爭霸，最后
發生大戰，所不同的是如今核武已漫
延，大戰結果，多為同歸於盡。這個預
景是否會節制啟戰，未可預料。北韓以
此心理，開發核武，以求自保，是不難
理解的。

美國自二戰至今，雖然保持最強軍
力，但經濟上已從佔有全球經濟的百分
之四十降至百分之二十的份量。顯然已
不能用紅蘿蔔（carrot）來引領世界。中
國之崛起，雖以共產主義起家，但早已
在六十年代就察覺錯誤，但世局兩強對

立，中國共產黨騎虎難下，以致屢犯錯
誤，至到鄧小平晚期才開帆試航自我修
正，韜光養晦，走自發自強之路。韓戰
越戰給中國教訓良多，對西方政治戰略
以及資本主義瞭解很深。幾十年下來能
取長補短，以東方哲理助西方思想，達
到異常成功。如今北韓核武問題發生，
中美皆不願見其成為核武國家，但對問
題看法，了解大有不同。美國拿不出辦
法，無奈，只有與中合作，但有點心不
甘情不願。

去冬，南北韓就冬季奧運在韓國平昌
舉行，雙方達成共識，一齊以一個隊伍
參賽冰球比賽。北韓組織數百人團員由
北韓名義首領金永南及金正恩胞妹帶團
參加冬季奧運。此舉乃空前舉措，對未
來南北韓關係有重大影響。美國對此持
保留態度，不做善意表態。美國總統川
普去年十一月訪韓曾在其國會發表演
說，警告北韓不要低估也不要試探美國
底線，但南北韓3日重啟斷了近2年的兩
韓熱線，對長期倡議兩韓對話與和解的
南韓總統文在寅來說，是兩韓關係的一
大突破。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一方面對南
韓遞出橄欖枝，另方面卻和美總統川普
彼此惡言相向。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特
使向南韓總統文在寅轉達了金正恩邀請
他早日訪問北韓的一封信。青瓦台一位
發言人說，文在寅建議雙方努力促成他
的訪問，為他能接受這項邀請創造必要
條件。但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參加南韓冬
季奧運時仍未表示善意。后來，南北韓
首領在板門店相會，互表善意，美國不
得不改鉉更張，才有特金新加坡的會
談。會后，特朗普居功，聲稱北韓會廢
核，實際上，特金會談有賴中國輔助，

習金會先定下腹案。
美國的出發點當然是站在美國立場，

但是對於解決北韓核威脅美國并無良
方。首先不論北韓核導彈能不能打到美
國本土，或美國是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
握用衛星防空系統來攔截進擊導彈，目
前最關注北韓核武問題的四方，南韓，
美，中，日都不願看到任何核動作，但
對解決方案有不同想法。在此前題下，
美中必須要做更深層的研判和合作。首
先，中美對南北韓的切身利益要重新定
義， 如今南北韓都在釋放和談善意的時
侯， 在朝鮮半島上他國利益應當比兩韓
的利益高嗎？更重要嗎？由中方目前較
低調的反應來看，似乎中方已了解到南
北韓的和談有助於北韓核武問題之降溫
和解決，而美日似乎不希望南北韓和解
以至統一。美國的強硬表態會不會阻止
南韓與北韓的雙邊交流是當今的十萬萬
元的大問題。南韓總統文在寅的壓力極
大，他對金正恩的回應希望北南韓致力
於創造交流的條件，實際上是點明了交
流上有阻礙來自美國。這時侯國際上包
括中國，俄國及歐盟國家都應該表態幫
助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談談美國的利
益倒底是什麼？美國的利益應當比兩韓
的利益更重要嗎？原則上應當不是！

大家不妨想想並假設：如果南北韓走
向和解甚至統一，與南北韓繼續分裂對
抗，會有什麼樣不同的結果？就目前
中，美，日，南，北韓領導人的個性及
全球政局來看，前者的走向要比后者的
走向要對各方及全球有利的多！全球輿
論應當對此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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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持續火熱，不論是WTO框
架內的大使辯論，還是美國拒絕中方
高層赴美協商，還是與歐日達成逐步
零關稅協定，還是雙普會，都是特朗
普新思維的具體體現。

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出，特朗普不
是傳統的政治家，而是傳統的資本家，
用經濟達成政治目標，這目標就是讓美
國在未來的一百年保證美國的領導地
位，同時改變美國現有的中低端製造業
真空化的格局。

與中國的貿易戰是消除未來的競爭對
手，與歐盟與日韓是要求他們成為一致
行動人，必要時還要做出犧牲，確保美
國老大的地位，特朗普的承諾也就是老
大好你們就好，要不一起衰退。

現在看來特朗普的強勢，達到了初期
的目標，也贏得了中下層美國人的支
持，從長遠來看，若不獲得主流精英階
層的支持，特朗普的努力還是會半途夭
折，是否能成功還是要看與中國貿易戰
是否能達到預期目的。

在此輪貿易戰，美國目的很明顯，消
除貿易逆差是表像，因為中美之間沒有
實質性的逆差，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大
多是低端產品，購買的大多是飛機及電
子零件或奢侈品，還要美國的大宗農產
品，貿易是互補性的，中方幾乎是用勞
動力或者低微收益，換取美國高附加值
產品，而這些僅有的利潤，還放在美
國，投資於美國國債，支持美國經濟與
政府運作。可以說在中美貿易上，中國
是輸出資源和勞動力，換來大部分用不
出去的綠紙而已。

真實目的還是限制中國的競爭力，從
而削弱綜合國力，原有的WTO規則已經
被中國玩的滾瓜爛熟，已經不能在束縛
現在的中國，特朗普期望能用新的規則
限制中國發展。

問題還是出在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
2025上，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的"馬歇爾計
畫"和"曼哈頓計畫"。同樣，美國也認為
是中國在圈定自己的勢力範圍，並撬動
歐洲，中國製造2025全面提高科技核心
競爭力，這樣，中國不再是美國廉價品
供應國，美國也沒有在科技上對中國掐
脖子的能力，這時不遏制中國，再過
10年就沒有遏制的實力。因此特朗普現
在發難是不得已而為之。

貿易戰對於中國利大於弊，通過一帶
一路，順帶產能轉移，配合中國製造
2025國內產業提質換代，核心問題是國
內金融的穩定，相信頂層還是有大智慧
的，既使美國怎麼打臺灣牌都是沒有
用，島內反台獨力量還是雄厚的，最壞
的結果也就是武統，其實在大陸的大多

數人還是主張武統，有利於長治久
安。

再說回朝鮮，種種跡象表明，"特金
會"之後，朝鮮半島局勢可能確實不如
外界預期那般順利。

首先，各方對"特金會"本身期望過
大。半島問題由來已久，具有非常高
的複雜性。寄望一次會談就能全面解
決半島問題是不現實的。美朝雙方時
隔一個月關係出現反復，實屬正常現
象。

其次，美國勢大壓人。特朗普政府
希望朝鮮在短時間內實現無核化，但
結合兩國的歷史淵源和目前的實際情
況， 這種想法本身就不切實際。特朗
普的做法也有其他的政治目的——有
意利用對朝強硬態度為11月份的中期
選舉造勢。

再者，在美朝峰會後，朝鮮一直期
待美國能夠給予自身一定的安全保障
和經濟援助。但除了承諾暫停美韓軍
事演習外，來自美國一方的其他實質
性回應幾乎沒有。而朝鮮一方則已經
銷毀一定量的核設施，釋放了美國人
質並打算歸還朝鮮戰爭的美國士兵遺
體。如今，朝鮮對美國此前的承諾感
到失望，雙方的互信再次受到衝擊。

目前來看，美國暫時沒有打算退讓
的跡象，在美國一方不作出一定回應
和改變的前提下，這種僵局將會持續
存在，美朝會談的停滯期將會持續。

朝美關係不會一帆風順，但半島和
平進程一旦開啟就沒有回頭路。對朝
鮮來說，在與美國無法建立互信的情
況下，指望外部援助改善國內經濟顯
然不切實際，通過自力更生發展經濟
才是必然選擇。

同時朝鮮已經宣佈改革開發，在美
中貿易戰背景下，朝鮮不僅在政治上
夥伴關係，在經濟上也是夥伴關係，
雖然初期的貿易額不會很大，朝鮮猶
如在改革開發初期的中國，會成為產
業轉移的基地，何況朝鮮還有數量龐
大的有良好教育的人口，必將在受益
於中國的投資，同時也會拉動中國東
北經濟的發展，相信中國政府不會不
抓住這契機。開放的發展的朝鮮，就
是對東北亞和平的貢獻，如何撤銷對
朝鮮的制裁，讓朝鮮融入國際社會，
那麼就是半島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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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會」之後，大家期待的半島上空祥雲一片並沒有
出現，倒是看到一個新版的貓戲老鼠。金正恩這次是鐵了心
棄核，所以雖然「特大炮」還沒有想好該如何去面對新局面

時，就把核設施先撤了。其實朝鮮既使不棄核，也擺不出多大的場面，只是現
在箭在已離弦，收不回了。好在金小弟還有個後手，找到習大哥給他撐腰。中
國這次幹得漂亮，低調沉穩，不在台面，又無所不在，金小弟有底氣多了，就
不知道他將來會不會忘恩負義，過河拆橋。但是，現在該做什麼還做什麼，以
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一出手就攪得全世界亂套。也真的不能不佩服特
朗普，以一己之力讓全天下的人跟著他團團轉，到底是天才（他自詡是stable 
genius）還是瘋子？

王文軍的文章指出長期的痼疾不是靠診斷一兩次就能解決。張一飛更指出
各方對半島問題的解決都有自己的算盤，大家能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嗎？

「半島危機」之後，又有一個「全島（台灣島）危機」躍上台面。特朗普
上台之後，臺灣領導人像打了鷄血一樣，想出各種點子炮製「全島危機」：邀
請美國陸戰隊進駐美國在台協會，提供高雄碼頭設施給美國軍艦，把太平島租
借給美國海軍軍艦停泊。還不要臉到直接要求美國保護台灣。管（中閔）爺說
民進黨人吃相難看，那是對內，對外就不只是吃相難看，而是從頭到腳，從裏
到外不忍卒睹，恨不得把台灣這個愈來愈難收拾的爛擹子整個送給美國爺爺來
接手。

如此發展下去「全島危機」會比預期來得早，來得猛。本期開始，本刊特
闢「台灣時事短評」，近距離瞭解台灣現狀、園地公開，希望大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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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時事短評（㆒）
裝睡的㆟是叫不醒的！

當日本安倍首相的內閣、宣佈自今
年九月，各國民中、小學教科書將釣
魚臺列嶼、編入載明為日本國固有領
土，迄今，台灣執政當局一付難得糊
塗的樣子，裝聾作啞、噤若寒蟬，崇
美媚日、搖尾乞憐，莫此為甚。

台灣執政的民進黨，以為裝睡的人
永遠叫不醒嗎？

這種置國家尊嚴、國格於不顧的行
徑，真是匪夷所思，令人百思不得其
解。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係政府
應恪遵憲法誓死捍衛的責任和義務。

行政院不吭聲、外交部也一幅渾然
不覺的樣子、駐日代表處處長謝長廷
（在台灣幹過行政院長）更是忙於媚
日、認祖歸宗，連屁都不敢放一聲。
這種丟人現眼，自喪國格、只能讓更
多日本人瞧不起，自取其辱、自我作
賤，難怪日本膽敢竊取我國固有領
土。

執政黨當局明知，自明、清以來海
圖上，明白註記釣魚臺烈嶼諸島為我
國固有領土，非但不據理力爭、向日
本政府提出嚴正抗議，還公然媚日，
置台灣島內漁民生計於何地？

若任此一行徑繼續，長此以往，自
取滅亡為期不遠矣！

執政當局能不慎乎？

台灣時事短評（㆓）

新聞異像看門道
     由青創總會主辦、全國小英之

友會協辦的（挺改革、拼未來）社團
高峰會，於2018.07.21.下午假圓山大飯
店舉行、府、院、黨三巨頭聯袂出
席。

    詭異的事是、次日台灣地區的報
紙新聞、卻破天荒的首次不分藍、
綠、統、獨、其中尤以中時、聯合、
台時等挺藍統派媒體，一律以頭版頭
條新聞加以報導。依以往慣例此種綠
色行動，藍色媒體從來不會加以聞
問，此番不但是頭版頭，還輔以巨幅
的（小英、清德、菊姊、顏總會長）
等人的合影、及長篇大論的活動內容
豐富詳盡的文字報導，寧非怪哉？！

幾經思量之後、終於窺見其中之奧
妙，蓋因於此之同時，回鍋的陸委會
主委陳明通銜命赴華府僑社演講，
（表像是如此、暗地裡必然攜帶小英

致川普之秘函）。雖然新聞報導說陳先
生在美演講內容遭美方涉中、台、官員
否認，但明眼人細思量之後即明白此次
陳主委訪美必然是遭到美國高層打臉，
緊急覆電給小英總統，國安高層會議
後，緊急由執政黨中央出面協調島內媒
體，而有以致之。

可想而知，被美方打臉的議題必然
是兩岸問題，尤其關係到：當中共武統
台灣時，美國會否出兵力挺台灣？美國
政府很明白的指出，那是您們的家務
事。基於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及國格，
當然島內必須要不分藍、綠、一致對
外。因此才會出現藍媒挺綠的怪異現
像。

然而，我也要借此機會、再一次呼
籲執政黨當局，應該慎重考慮目前的兩
岸關係，我們每年編列龐大的國防、外
交預算，做凱子外交、凱子軍購，划不
來吧！如果能把外交、國防的龐大經費
省下來、那麼島內又何必去搞吃力不討
好的年金改革、啥子軍、公、教、警、
消，的18趴（18%）退休金等等的爭
議。

要求中共以對等、尊嚴的談兩岸和
平統一，為台灣2300萬同胞的身家性命
財產安全考量，這才是正道。

兩大之間難為小，如何取得槓桿平
衡的那個支撐點，必須要有大智慧。天
祐台灣!

時事點評(㆔)

蔣㈪惠vs林俊祐
是非分明、善惡立判！

台灣島內最夯最熱門的公眾議題有
二，其一為屏東縣議員蔣月惠的善行義
舉，贏得全民一致的喝彩。其二為花蓮
地院地檢署林俊祐檢察官爛用職權公器
私用遭致全民撻伐！

喝彩與撻伐？均係一念之差
蔣月惠議員長期將薪水，僅留幾千

元做為個人生活費用、其餘五萬多元悉
數捐給蘿藤園、用以照顧孤苦無依的弱
勢身障者，這種心懷：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悲天憫人的胸
襟、經由媒體播放之後，贏得全國民眾
一致的讚賞。

非但如此而已，蔣議員以小蝦米對
抗大鯨魚的大無畏精神，為屏東縣民的
健康確實把關，對長年排放含有重金屬
污染的工業廢水，孤軍奮戰，絕不向惡
勢力低頭，讓屏東縣民的身體健康得以
受到安全的保障。蔣議員這種熱心公
益，主持正義、伸張公理的勇氣經由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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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導之後一夕之間爆紅，成為全國
人盡皆知的公眾人物。且善名滿天
下。

另外一則新聞卻是令人不敢恭維，
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祐，僅因其女
兒在幼稚園疑似遭同學欺凌，為了幫
女兒出氣討回公道，竟然公器私用、
光天化日之下率2名警察、擅闖幼稚
園對2-4歲的幼兒大聲咆哮、責問：您
很偉大嗎？！

嚇得小朋友當場尿失禁及脫糞，雖
經幼稚園園長出面試圖緩頰，林某卻
恐嚇園長要求交出監視錄影帶，否則
要關人等具威脅性的語言。且林姓檢
察官不止一次到幼稚園侵門踏戶，其
分別於6月21、26日，兩次帶警察到
幼稚園大耍官威。我們不禁要問，今
夕何夕、今年何年，解嚴都已經將滿
30年了，怎麼還有當年國民黨一黨專
政時期，警備總部抓匪諜的場景重
現，寧非怪哉？ 也將司法院、法務部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在人民心中的司法
改革的新形象，破壞殆盡。

證諸以上兩則新聞報導、吾人得
知，蔣議員在屏東縣60席議員中（她
係無黨籍）、只有她個人捐出每個月
的薪資所得、用在蘿藤園的弱勢團體
照顧上，因此我們認為今年底的縣、
市議員選舉，人民應該主動覺醒，將
神聖寶貴的選票，多多投給無黨籍或
小黨推薦的候選人，千萬別迷失在
藍、綠兩大黨之間，因為權力容易使
人腐化，有些連任3-4屆的議員，大多
是黨意凌駕民意之上，甚至於和利益
團體掛勾，將選票用來支持小黨或無
黨籍的候選人，讓他們多當選幾席，
才能平衡議會生態，真正落實民主政
治的監督與制衡。

至於那個耍官威的林姓檢察官，人
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經由媒體的撻伐
之後，相信司法院、法務部將會盡速
解除其職務，並依法嚴辦治以應得之
罪。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社會是有公
理，有正義的，這兩位的行為舉止，
一經攤在陽光下接受 全民的檢驗之
後，是非善惡，高下立判。蔣議員贏
得全民喝彩，林檢察官為全民所唾
棄。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
看。能不慎乎？

連石磊，商工統㆒促進會主席
2005~2013，現任商工統㆒促進會榮
譽主席，㆗華保釣㈿會常務理事兼發
言㆟，經常主持電台及電視台的政論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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