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都認為本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就是中
美關係，而中美關係友好也是本世紀世界和平的
最佳保障。中美論壇出版將届一周年，促進中美

友好是我們重要的目標。本期Dr. Wordman提出了影響中美關係的不良態度
問題，吳章銓更提出改善雙邊關係的可行辦法。

印鐵林簡要的分析了中國周邊問題的另外一個痛處－南海問題，這個問題
遷涉之深；之廣，絕對比釣魚台列嶼更嚴重，但受重視的程度卻不及釣魚
台。

最近中國政府公布了45名日本戰犯的供詞，其實另外還有上千個供詞沒有
發表。吳廣義撿出另外三名直接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戰犯供詞，面對如山鐵
証，日本政府居然還能否認，這樣的國家怎能不蹈覆轍？

陳憲中,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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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及亞太事務專刊

中美合作，維護東亞與世界的和
平安全與發展，是最好的雙贏世界
格局。中、美雙方都應當從具體、
實際的項目著手，積極推動加強切
實的合作關係。除了已經在長期談
判中的國際性問題外，還有許多雙
邊的項目可以提到日程上來。

不可否認，中國在兩國關係上是
居於弱勢和劣勢，處於被動的多。
所以中國尤應主動地積極推動中美
合作的具體項目，避免兩國關係往
不利的方向滑落。

建立兩國相互認識與共識，沒有
比教育合作更基本。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每年發布
《中國人才報告》，年年預計專業
技術人才缺乏數千萬人。科研人才
不算在內，文科、法科、教育等人
才也不算在內。隨著社會經濟不斷
發展升級，缺乏的人才在數量上質
量上都十分驚人。質量尤其不是短
期間便可以突然提升的。往往是數
量急劇增加，質量隨之陡降。因
此，中國本身即有推動中美教育合
作的需要。

中美之間的教育關係淵遠流長，
從來就是中美友誼的根本因素。不
必細述。今後加強中美關係，教育
應當是核心環節。

教育交流有許多方式，本文的建
議是：邀請美國最優秀大學到中國
設分校、分院。中國給予種種特殊
優待條件，提供土地、交通、基礎
設施、研究經費，給予人員與設備
儀器入出境便利和免稅待遇等等優
厚條件；並提供大量獎學金，不僅
招收中國學生，也招收美國和世界
各地的學生來華就讀。

引進學校的益處很多，試舉要列
出幾點：

1. 中國年年有數萬留學生留美，
學生出國的費用昂貴，人數有限。
目前有很多高校已經與國外大學有
合作關係，但是規模不大，沒有形

成全面辦校，科系範圍窄，學生少，
影響小。引進美國優秀大學在中國設
全科的分校，則沒有能力留學的大批
優秀學生也將有機會不出國門而獲得
最優秀的高等教育。

引進學校和引進工廠不同。引進工
廠，多半不能同時引進關鍵技術，物
質產品仍是外國的產品，所有權屬於
外國，產品的利潤絕大部分為外資所
有 。 引 進 學 校 ， 其 “ 產 品 ” 卻 是 學
生，每個學生是屬於自己。物質產品
一旦賣出就沒有了。人才“產品”永
遠 存 在 ， 並 且 不 斷 自 我 精 進 ， “ 價
值”更高。教育本來就是最值得的投
資，引進優秀大學更是加倍值得的投
資。

2. 美國優秀大學和研究所各具有特
質 的 教 學 傳 統 、 研 究 方 法 、 研 究 制
度、研究風氣、以及研究特長，是世
界之最。留學生只有少數能進最好的
學 校 ， 而 引 進 的 則 都 是 最 優 秀 的 學
校，立刻提高教研水平到最高級。同
時，中國的高校因為與最優秀的榜樣
近距離競爭而激發活力，自我創新，
迅速提高教研素質。

高素質的高校對招收學生有較高的
要求，將刺激高中教育普遍進行必要
的各種教學改革。其重要性可能比高
校之提升質量更大。

3. 引進美國學校的各種物質建設、
設備、用品、實驗工作、科技活動、
教研工作，交流計劃，需要大量的人
力和物資；同時，教育合作必然帶動
大量中、美和與其他國家的教育、學
術、科研交流。這兩者將帶動強勁的
就業、內需、和經濟活動。而這些是
良性的、高科技的、知識時代的經濟
活動。新教育培養的人才，將迅速提
升各類產業的生產力，衍生產業科技
創新，長期而穩定地推動產業不斷升
級。

4．很多美國的學生，會選擇去中國

August 17, 2013 was the date the first issue of US-China Forum was 
published. August 9, 2014, marks the 52nd issue or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eekly publication. August 16, 2014 will begin a new year for this 
forum. Although this column, Mainstream and Organic, did not begin till 
October 12, 2013, but I felt equally excited to celebrate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is forum along with its founders, a group of dedicated volunteers - 
American citizens with Chinese roots, devoting their time and energy to the 
concerns and issues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Some political analysts 
have said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relation 

st
(for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21  century with profound impact to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I agree wholeheartedly with that statement. Today at 
our anniversary, I would like to discuss, what I believe, the attitudes that 
will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e will look at 
these attitudes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spectively. Correcting 'these attitudes' will improv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for the better of the world's future. If this column would 
draw further discussions on 'bad attitudes' it will be a good thing.

US Attitudes That Harm US-China Relation
1.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now bubbled over to hating the Chinese. It 

has been commonplace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for right-leaning 
political strategists to hypothesize China as the target enemy of the U.S.  
The effect is devastating to US-China relationship. Recently, in Fox 
News, “The Five” program, Bob Beckel in a surprising hate-crime like 
gesture and mannerism claiming the Chinese people being the single 
greates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typifies what consequences the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China will fest in the US-China relation. Beckel 
has no credible reason or proof for making such hatred racial remarks 
and he deserves to be fired by Fox News as demanded by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ies and those Americans having adopted Chinese 
children.

2. Demonizing Chinese students who are studying in the U.S. Regardless 
whether or not some of the students are descendants of Chinese 
communist officials. These innocent students are here to be educated.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educate them to become future leaders 
of a modern China.

3.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ivot to Asia Pacific' 
policy. These attitudes must be fair and sincere to involve China as a 
partner not targeted as an enemy. Pitting Japan against China is an evil 

attitude no different from agitating Muslims against Jews or blacks 
against whites. Cooperating with all major powers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is the right approach not only for a great US-China relation but 
also for a stable Asia.

4. Conducting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China to 
intimidate China into an arm race or to raise tension in the disputed 
Islands such as Diaoyu. However, a recent exercise inviting China to 
participate is a right approach provided it is a sincere gesture to 
improv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military force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can't be simply interpreted as the outcome of a 
successful armed race. The outcome of a new race is unpredictable.

5. Engaging not controlling Asian organizations such as ASEAN. 
ASEAN has ten member countries and ten Dialogue Partners with 
good reasons. Today, not many countries want to see a bi-polar world 
forcing them to choose one camp or the other. Keeping open-
mindedness towards creating multi-national alliances offers more 
transparency than having multiple bi-lateral secret agreements.  There 
is no good reason for the U.S. to create a TPP excluding any Asia-
Pacific member, China, in particular.       

China's Attitudes That Harm US-China Relation
1. Close-mindedness towards Western culture. Not everything from the 

West is degrading moral standards and causing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sex, drugs and divorces, perpetrated by her soft power. Open 
communication and let people raise their awareness and ability to 
make their own judgment will be good for US-China relation.  Let the 
'Love America' (people want to come to the U.S. and invest their 
money there) and 'Hate America' (Chinese remembered being 
discriminated and humiliated in the U.S. in her early history and to 
some extent still so today and those dislike to be targeted as the 
enemy) naturally reconcile by open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over the past one and half century so that the 
biased attitudes could be eliminated.    

2. Interpreting WW II and post-war history in a closed world only in 
Mandarin. Open all state secrets and let the Western world know the 
truth and the feelings of Chinese being victimized by various unfair 
treatie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Let Americans understand the desire 
of Chinese to recover their losses in respect and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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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healthy attitude towards the US debt held by China. Stop boasting that 
China is the largest holder of the US debt. Recalling that China through the 
1901 unequal treaty had to pay war reparation of 450 million taels (40 
grams) of silver, one tael ($26) per citizen and China paid it. With US 
GDP, assets and wealth, there is no reason she cannot pay her debt through 
financial arrangements. Currency war can lead to real war. The new 
development bank of BRICS should be a complimentary and cooperative 
bank working with the World Bank to maintain financial sta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world.

4. Complaining openly that the U.S. might not be able to repay her debt to 
China. China should think creative ways of using the debt money. Recall 
that part of the war reparation paid to the U.S. at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was used to set up a scholarship trust supporting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the U.S., the trust money had educated many Chinese to 
become elite members of the Chinese societies. The U.S. could afford then 
and was willing to offer the reparation money back to China for 
scholarships to sow good seed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 and it did. China 
can also afford to use the US debt money by giving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reasury notes in her hand back to the U.S. to set up scholarships for 
American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The American people need to know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he US-China 
comradeship during the war and the legal implication that the Potsdam 
Declaration by which Japan surrendered really means. Understanding the 
facts in history will make issues such as the Diaoyu Island dispute with 
Japan a non-issue.  

Conclusions
Naturall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d cultur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en the U.S. assumed the responsibility of 
governing a post-war Japan, she had made a serious effort in studying the 
Japanese culture (see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Ruth Benedict, 
written by the invitation of the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1946) but 
towards China, a 5000 years continuous culture, the U.S. has hardly scratched 
her surface. Chinese Have always respected and practiced 王 道  
(Accommodating and Conciliating in foreign policy) rather than 霸 道  
(Hegemony behavior relying on military power). T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had cost her dearly throughout Qing Dynasty (numerous wars and unequal 
treaties) and China's early Republic years (devastating wars resist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s) when China was in Chaos and victimized by the Western 
Powers. The modern history has taught all of us that hegemony and wars are 
not the solution to the world's problems. It is best for the two great nations, 
the U.S. and China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solutions to maintain world peace 
and promote human prosperity.

Ifay Chang, PhD,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and 
President, TLC Inform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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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 Attitudes Impact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吳廣義
在紀念抗戰爆發77周年之際，中

國國家檔案局網站開始公布判刑的
45名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其

姦

除了上述45名戰犯，中國曾經關
押的沒有判刑的1064名日本戰犯，
無不罪行累累，其中參與南京大屠
殺的3名戰犯的供詞如下。

日軍第六師團二十三聯隊第四中
隊 第 三 分 隊 分 隊 長 中 野 忠 之 壽 筆
供：“軍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針：
決定在南京城內及其周圍，將中國
抗日軍軍人及抗日愛國人民從東南
西北加以包圍，逐次壓縮包圍圈，
以實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殺。”他還
供述了執行屠殺令的過程：“我在
中 隊 長 尾 形 的 指 揮 下 ， 率 領 部 下
10名與中隊主力100名一同從破壞口
侵入城內，持槍侵犯中國和平人民
的住家240戶，將中國和平人民男女
老少2400名驅至下關，在下關及揚
子 江 上 的 舟 筏 裏 ， 以 重 機 槍 及 步
槍，將他們做了大屠殺。”

第十六師團第三十八聯隊炮手東
口義一筆供：“第三十八聯隊攻到
下關地區，第二大隊大隊長水谷少
佐命令炮小隊向江邊密集的人群開
炮。我以800多米的近距離，向江邊
待渡的人群進行掃射炮擊，大量殺
傷中國軍官兵和平民。”日軍攻進
南京後，東口義一參加了難民區的
抓 捕 和 屠 殺 ， 在 筆 供 中 寫 道 ：
“12月15日，根據聯隊本部增田大
尉的口頭命令：‘最高司令官松井
石根大將入城時，恐有中國人民反
抗，作為預防措施，對混入難民區
的可疑人，須全部逮捕。’第二大
隊副金星武夫中尉等60名，在南京

主要罪行包括，策劃、推行侵略政
策，製造細菌武器、施放毒氣，進
行人體活體試驗，掠奪資財，強
婦女等罪行。

讀他們本國大學的在華分校。其他發
達與不發達國家、特別是近鄰如東南
亞國家的學生，將大批地到中國來讀
美國著名大學和研究所，以及做研究
工作。他們在中國與中國學生共同學
習，共同生活，進入中國社會，將與
中國學生和一般國民相互瞭解和建立
友誼。這種來華學生與中國國民的相
互交流，最能建立深厚的國際民間友
誼。

5. 美國名校教授到中國授課，有的
長期，有的短期輪換，不但貢獻他們
的教學專長，將來很可能對各方面都
會有所貢獻。外國的學生畢業後很可
能有相當多會留在中國教學、研究、
就業與創業，等於是中國引進人才。
美國便是通過教育，大量引進外國人
才。中國引進美國高校，是開闢引進
外國精英的途徑。

另一方面，中國畢業生，將有較好
的國際適應能力，帶動中國的產業全
球化，文化全球化。現在留學生紛紛
“海歸”，將來本土人才將大批挾技
走向世界。

6. 教育是一種“產業”，它製造的
產品是“人才”，人才是帶動一切發
展的核心因素。教育又是無汙染的
“無煙產業”，最不浪費自然資源，
中國最需要的正是具有這些特質的
“知識產業”。引進“知識產業”，
中國將逐漸從生產低品質產品的打工
國，升級為培養人才的世界教育、科
研基地。留學生到國外讀書，等于是
個別地“購買知識”。把美國大學請
到中國來辦分校，是整體引進“知識
產業”，成本效益更大。

7. 最重要的是，中國引進美國學
校，是明白表示視美國為長期朋友，
將來兩國國民不可能對立。而美國學
校既進入中國，首先是美國的學界將
加深瞭解中國，增進友誼。學界能帶
動影響美國的社會和政府改變對中國
態度。日本深耕美國關係，切入點之
一就是與美國學校聯繫。美國主要大
學都有與日本合作的種種項目，天長
日久，自然形成親日風氣。這是日本
在美國投資、遊說團之外的軟實力。
中美教育合作將促成美國不再視中國
為潛在的對立者。教育合作創造雙方

美 國 自 從 戰 略 重 心 轉 向 亞 洲
（pivoting to Asia）以及亞洲再平衡
(Rebalancing Asia)政策以來，與日本
在東海的第一島鏈海域，大玩戰略權
謀，日本公然將中國領土釣魚島收為
版圖，美國竟然以美日安保條約維護
之，以恐嚇中國，中國亦不多讓，劃
東海識別區，故東海海域已成僵局；
美日乃移師南海，以為過去多年中國
在南海失去島嶼更多，政策空洞無
效，又無像保釣的青年或

社 會 群 眾 運 動 ， 欺 中 國 對 南 海
“尚無覺醒之男兒”，故在此發力。

2010 年美國務卿希拉裏公然宣稱
南海是美核心利益以來，討論南海問
題者多矣，筆者以為文章多蕪雜，少
全面論述，尤少戰略思路；筆者願以
拙文，大略論述南海問題之各個方
面，以及相關之思考。

南海問題筆者以為包括下述五個
方面。

一．島嶼被大量侵占，資源被侵
略者大量開發的問題

主要為越南與菲律賓的侵占，尤
其是越南為主要的侵占國，占領了
29個島礁，對整個南海地區野心極
大，意志極強；而且非法開采油氣井
最多，因此，多年來已成為石油出口
國，賺取大量外匯。

二．南海的掌控問題
此問題又分為兩部分。一為掌控

南海本身問題，一為掌控南海之戰略
地位問題。南海是全球最重要的海路
通道之一；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歐
非中東與東亞海路以此相交通。南海
以此重要之戰略地位，必成列強爭相
控制之地；美日全力爭奪此中國固有
之海疆乃當然之事，問題是中國如何
保衛，其要點是必要有強悍的意志，
高明的謀略，用兵的決心，缺一則
敗。

三．南海資源開發的問題
南海是中國的領海，南海資源是

屬於整個中華民族的資源，不得被任
何其他國家；公司財團或個人侵佔。

唯有在主權明確的情況下，才有可
能 談 共 同 開 發 ； 不 然 ， 誰 是 投 資
人，在誰的領海上開發？越開發，
只有海域越污染，失去的島嶼領海
越不可能收回；今日南海危局越困
難，越反證過去南海政策之荒唐無
力。

四．自由航行的問題
美國攻擊中國並宣傳其南海政策

時，有一主要論點就是要維護國際
航行自由；言下之意，如承認南海
為中國領海，則此世界最重要之航
道就沒有航行之自由了。其實中國
要收回失去的島嶼領海，就是要保
障此地區航行之自由；維護南海的
真正正義和平，可嘆中國人似乎不
善于宣傳。而美國為了戰略利益，
支持侵略南海島嶼資源之菲越，老
牌軍國主義者日本，與南海無關，
也來攪局，誠可笑也，然而亦國際
戰略之真理。

五．保衛南海與兩岸統一的問題
筆者多年前寫的“美國東亞父子

孫戰略”，即美必利用日本為其東
亞馬前卒，以對付中國，並拉臺灣
入夥為孫子，為其直接切入點，現
已基本實現；自東海南海風雲起來
以後，臺灣之曖昧表現，更顯出統
一問題之本質是民族主義，更是戰
略問題，因此，如果未來中國未能
處理好東海南海問題，則臺灣恐亦
不保矣。

一些感想-----代結論
南海遍布島礁，失去島礁，各國

應用200哩經濟區，則南海盡失，收
回失去的島礁乃最為基本，不能全
部收回，也必須震撼性地收回主要
島嶼，確定南海主權；萬不可為一
時權宜而再搞擱置主權爭議，共同
開發，中國海疆將一去不返，失去
一寸容易，奪回半分則萬難。

中國海權發展攔路虎，直接馬前
卒打手，北為日本，南為越南，此
文只談越南。中國多年來，似乎仍
顧 念 其 為 社 會 主 義 國 家 ， 儘 量 厚
待，或有可以為屏障之意，這就大
錯，越南狼子野心，想進一步 並吞
整個南海，這就是中國南方海域直
接的最大敵人，它隨時可與他國結
盟 對 付 中 國 ， 任 何 保 證 ， 信 誓 旦
旦，全為鬼話；中國必須下決心儘
快收復被侵占之島礁，方為上策，
任何其他想法均為養虎飴患。

臺灣的動向，與大陸未來在戰略
上的表現密切相關，而目前台灣缺
乏對中華民族之向心理念及動力，
故其動力必須來自大陸。

作者：印鐵林， 老保釣，專業工
程師，經常發表有關中日問題的評
論及對琉球問題的探討。

◎印鐵林

這種共識，優化中美關係，將是最重
要的新國際關係，是對世界和平的最
大貢獻。

中國的留美學生已經是中美友誼的
橋梁，引進美國學校更能與美國教
授、學生、教育界以致社會大規模地
建立友好關係，是促成兩國彼此成為
長 期 朋 友 的 最 快 、 最 可 靠 途 徑 。
(上)（下篇將於56期刊登。）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
釣中最早對美國歸還沖繩而產生的釣
魚台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
來的保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
的。

城東南部游園地區廣場，收容中國愛
國和平市民約10000人以上，侵犯了
所謂難民區。當時，該師團輜重聯隊
汽車20輛開來，將當作嫌疑者的男子
600名，送到南京下關工兵聯隊船舶
隊。之後，將600名市民押上船隻，
在江中爆炸殺害。我們分隊逮捕中國
和平居民80名，送到下關，最後被工
兵隊爆炸，虐殺。”

東口義一參與了對中國軍俘虜的屠
殺，他供述：“12月18日，聯隊本部
增田大尉聲稱，為教育見習軍官，將
10名 抗 日 軍 斬 首 。 我 和 分 隊 9名 隊
員，在南京城內軍官學校西北空地
裏 ， 挖 掘 了 深 1.5米 ， 寬 1.2米 ， 長
2.0米的埋屍坑。麻繩綁著的抗日軍押
送到現場。我將1名抗日軍的眼睛蒙
起來，並使之坐在坑前。增田大尉舉
著自己的軍刀說：‘就這樣砍！’在
10名見習士官面前，把他斬首了。其
他 9名 抗 日 軍 則 被 見 習 士 官 分 別 斬
首。當時，我和其他9名隊員在10米
外的位置擔任警戒，最後把屍體埋在
坑中。”

東 口 義 一 還 供 述 ： “ 1937年 12月
19日，師團兵器部某大尉稱：要實地
檢查中國步槍和日本步槍的殺傷力。
我和14名隊員，在南京城內軍官學校
東面飛機場中央道路上，挖1個埋屍
坑（深1.5米，寬2.0米、長10米）和築
兩個射擊台。用汽車拉來50名抗日軍
俘虜。兵器部某大尉命令步槍中隊，
使抗日軍士兵2列縱隊站在距射擊台
2米 的 位 置 ， 手 和 手 、 腳 和 腳 都 綁
著，眼睛用白布蒙著。然後，由兵技
曹長某2名對2列縱隊的抗日軍士兵，
用日本步槍和中國步槍各射擊1發。
結果，中國步槍打穿15名，日本步槍
打穿12名。然後將其餘的23名抗日士
兵，在30米外的場所，用輕機槍2挺
加以射擊。結果50名抗日軍全部被殺

害。”
東口義一還供述了集體強姦婦女的

暴行：“12月14至16日，在南京城中
盤踞時，小隊長市川中尉為了將中國
婦女作為小隊的慰安婦，指示10名士
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國民房，謊稱讓
婦女洗衣服，抓了10名婦女，強制地
由小隊全員60人進行了輪姦。我對
25歲和30歲左右的中國婦女進行了兩
次輪姦。”

日軍一面實施大屠殺，一面毀屍滅
跡，日軍第二碇泊場司令部部員太田
壽男少佐組織了在下關江邊毀屍滅跡
的行動。他供述：“我12月15日傍晚
到達南京下關，得到司令官命令：
‘第二碇泊場司令部與南京占領軍協
定，處理下關地區的中國人屍體，現
由安達少佐擔任，太田少佐協助。配
備小船約30只、卡車約10輛、陸上運
輸隊約800名。處理方法：大部分由
下關碼頭及其稍下游處投入揚子江，
一部分在浦口東約4公里處燒掉掩埋
（主要用汽油燒，利用窪地、地頭
等），南京市內的屍體由占領部隊用
卡車運到江岸，直接投入長江。屍體
中還有一些負重傷沒有完全斷氣的，
對這些人用搭勾向頭部及心臟部扎，
使之斷氣，然後運搬。5天內碇泊場
運往燒埋地點數約3萬，投入長江數
約 7萬 （ 內 有 負 重 傷 瀕 死 者 約 2100
名），進攻南京部隊處理數約5萬，
估計共15萬。上述屍體種類，被捕的
抗 日 軍 （ 估 計 約 3萬） ， 其 他 為 居
民，有男女老少。”

上述3名戰犯的筆供，揭示了侵華
日軍策劃、實施南京大屠殺並銷屍滅
跡的罪行。

作者：吳廣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
究員 

中美教育合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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