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Comparing Cold War and Cool War, anyone can see 
that Cold War is not an option.  If we started Cold War 
II, there would be no winner or loser but destruction 
for all. So, the U.S. and China must tone down the 
rhetoric of Cold War and face a Cool War.  In a Cool 
War, we must remember its principle, one must 
smartly select competition, if competition is not 
fruitful or rewarding, we must turn to cooperation.  If 
we follow this principle, we not only can avoid world 

war, but also can make progress for mankind.  Just like 
Olympic competitions, no matter who gets the gold medal 
or the silver medal, breaking the world record, mankind 
wins. Right now, the U.S. and China confrontation seems 
to be very fierce on the surface heading to a possible 
world war, but the smart people in the government on 
both sides must remain cool and follow the Cool War 
Principle. 

*Please visit us-chinaforum.com to read the whole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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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 8月  30日 最 後 一 架 美 軍  
C17運輸機飛離喀布爾機場，在耗資
兩萬億美元後，美國結束了歴時最
長的 20年阿富汗戰爭，誠如美聯社
的總結：巨大的失敗，無法兌現的
承諾，瘋狂的退場。 拜登想抽身離
開阿富汗的泥潭集中力量面對21世
紀中俄的挑戰，但是阿富汗前政府
的迅速瓦解，喀布爾機場的17天慌
亂的撤離景象重演了1975年的西貢
時刻。 這一切都充分暴漏了美國高
階層戰略、外交、軍事、情報各領
域的失敗，這些失敗以及阿富汗未
來局勢的不確定性都預示拜登的困
難才開始！ 他能否改變困局？ 如何
改變困局？ 

拜登上任以來面臨一系列的內外
挑戰：經濟困頓、通脹高升、疫情
持續嚴重、抗中統一戰缐雷大雨
小、塔利班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取得
政權... ，8月26日ISIS-K又發動自殺
炸彈襲擊造成美軍13人喪失生命，
超過170位阿富汗平民死亡，其中大
多數是死於美軍反擊的槍彈。 當天
美 國 陸 戰 隊 現 役 營 長 ， Stuart 
Scheller中校穿著制服，公開在臉書
上發表視頻要求高層軍官及國防、
外交高官承認撤軍的計劃和執行錯
誤、勇敢的承擔責任、並向執行任
務的軍人道歉，這是自越戰以來現
役軍官的首次公開向上級發難。 他
聲明願意提早三年退役，放棄超過
兩百萬美元的退休福利，講出許多
人想講卻不敢講的話，目的是喚起
民眾對政治將領和軍工複合體危害
國家利益的覺醒。 

雖然權力階級極力淡化此事，但
是他的視頻幾天內在各社交網站廣
為傳播，得到數百萬人以上的點撃
和許多認同，後續效應不可能會被
完全壓制，阿富汗問題的未來發展
可能嚴重威脅拜登的統治基礎。 真
是屋漏偏鋒連夜雨！ 

今天美國人民對於美式民主的信
心已經逹到歴史的新低！ 根據蓋洛

普從1973年連續迄今的民意追踪，
美國人民對美式民主的四大支柱：
立法、司法、媒體的信任度都在
20%左 右 ， 對 總 統 的 信 任 度 是
40%左右。 現在美國人民對國家權
力機構中僅存的信心是軍隊，幾十
年來一直維持在50%以上，1991逹
到最高的85%，2021仍有69%。  然
而，軍隊的骨幹，校尉級軍官及士
官，和退伍軍人大多對精英階層不
滿，因此在1月6日衝擊國會事件中
有不少參與者，而Scheller的視頻再
一次顯示出這個不滿，和美國內部
的危機。 如果拜登不能有效地處理
未來的阿富汗局勢並疏導內部的不
滿，民主黨很可能在明年的期中大
選中失去國會的微弱優勢，令拜登
未來的施政更加困難。 

8月 31日下午拜登在白宮爲結束
阿富汗戰爭發表講話，一篇典型的
美國政客自我辯白的演講：強調史
無前例的大規模撤出公民和難民的
成就、感謝軍人和外交官員的貢
獻、指責前阿富汗政府的腐敗及無
能 、告 別 替 外 國 重 建 政 權 的 努
力、避免將來用大規模地面部隊反
恐，未來將用外交折衝而非軍事手
段保障阿富汗人權和難民出境自
由，強調撤軍節省資源來面對未來
和中俄的兢爭。 遺憾的是對阿富汗
的未來願景和如何逹到這個願景的
方針沒有任何敘述，也沒有直接回
應百姓關心的檢討和追責問題，這
預示阿富汗問題將繼續困擾拜登政
府。 

阿富汗的未來不能成為極端恐怖
組織的基地和毒品的產地是絕大多
數國家的希望，也是中美利益的交
集。 但是要逹到這個目的塔利班組
建的新政府必須海納百川容納不同
的政治勢力、恢復生產、提高就
業、維持和平和安定的環境、而這

不僅需要塔利班的智慧更需要國際
力量的支持。 美國做為造成阿富汗
今天困局的主要因素有不可逃避的
責任做出積極的貢獻。 而拋棄舊冷
戰思維的意識形態鬥爭與中俄及周
邊國家合作是唯一的正確選擇！

塔利班的重新奪得政權與1949年
的中國共產黨的歴史非常相似，我
相信中共的發展經驗也是塔利班領
導階層學習的榜樣。 所以從7月以
來塔利班的高層與中方頻繁接觸並
在各種場合表逹善意：稱中國是偉
大的鄰國希望中國參與阿富汗的重
建工作、承諾絕不允許任何反中力
量在阿富汗存在、積極保護在阿中
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中國大使
館也是少數繼續留在喀布爾的使館
之一，中國在阿富汗的安定和重建
中也必將發揮重要的領導和示範作
用。  

阿富汗事件的意義遠超過阿富汗
本身，它象徵著二戰後第四個重要
的歴史轉捩點。 前三個重要轉捩點
是：1. 1945年聯合國的建立，和佛
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以聯合國憲章
爲基礎的國際關係準則。 雖然隨著
羅斯福的去世，美國逐漸的偏離他
的理想，形成美蘇兩大集團的冷戰
關系。 2. 1975年美軍撤出越南，美
國力量收縮，美中抗俄準同盟關系
的建立。  3. 1991年蘇聯及東歐共産
國 家 解 体 ，美 國 一 超 的 國 際 形
勢，和美國強力擴張西方的普世政
治經濟價值，也導致了美國的衰
退。  

2021年的阿富汗事件象徵美國過
去卅年政策的失敗。 美國必須改變
它的世界觀（Paradigm Shift），接
受一個新的事實：人類進入不同文
明的兢爭、借鑒和交融的時代。 如
果拜登政府能認識而接受這個大趨
勢，並重新回歸聯合國憲章所規定
的國與國交往原則，美國和世界的
未來才會更好！ 

◎張文基 

U.S.-China Cool War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今天(8月25)距離台灣的中國國民
黨主席投票日正好還有一個月，藉
此時機對國民黨做點建議，期望國
民黨能在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上作
出正面的貢獻。我雖然不是國民黨
黨員，但是家人朋友裏國民黨員極
多，對國民黨應該還算略知一二。

台灣現在處在一個要變但是還沒
有變的時刻，不論是島內的情勢或
是國際的大情勢，都已經累積了相
當的量變，到了接近質變的地步。
這也正是海外關心台灣局勢的華人
希望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人該把握的
時機，為台灣的未來做出應有的貢
獻。

由於歷史發展的緣故台灣多年來
就是一個隱性的美國殖民地，從李
登輝擔任國民黨主席後這個現象就
逐漸加強，到如今蔡英文擔任台灣
的領導人，這個趨勢就更為明顯。
為什麼說是隱性呢？因為宗主國美
國表面上仍然強調一個中國政策，
而中華民國的憲法也規定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然而不論現在執政的
民進黨或在野的國民黨都牢牢地被
美國控制著。你可曾見過哪個"總
統"候選人不到美國去面試的嗎？
美國不支持的候選人就別想當選。
2020年韓國瑜就是在海量作票的情
況下"落選"。我在2019年六月及
2020年一月回台投票，參加了兩次
韓國瑜的造勢大會，支持韓的人潮
踴躍到難以置信的地步。我們一夥
八個人參加2020年一月九日在凱達
格蘭大道的韓國瑜造勢大會，人潮
洶湧，竟然把我們給擠散了。然則
韓 竟 然 以 兩 百 多 萬 票 之 差 " 敗 選
"了！過去一年多來已經有多人提
出統計學以及電子計算程序的論
證，更有視頻記錄了開票所點票計
票方式的作票，蔡英文的817萬票
就是綜合了這些方式作票的結果！
然則令人詫異的是"敗選"後的國民
黨和韓都悄然無聲，沒有對計票有
任何質疑！這像是一個正常的、沒
被控制的政黨？或是一個沒有被威
脅的候選人？

前一 陣，東方之珠香港，一些
年輕人高呼，光復香港，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他們街頭衝擊破壞
的力度，幾乎把香港活鳳凰變燒焦
雞。領軍者，大不乏各大學學生會
的頭頭。問題是，他們都是九七回
歸前後的正港香港年輕人，成長在
香港快速 上揚的經濟金股的榮景
期，大好形勢在他們面前，他們卻
從心底下不滿現狀，寧可玉石俱
焚。 原因在那？為什麼呢？ 

由於香港回歸說明五十年不變，
教育制度內涵當然依舊不變。香港
學校有兩大類，中文和英文學校。
英文學校占大多數，其中，又以教
會主辦的學校多被奉為名校。這些
學校，財力雄厚，為殖民地培養公
務員和商業活動行政骨幹。香港近
一百年，是英殖民地治下的對外商
貿港，英語因之是主要文字語言，
香港人謀職就業，求官職，要做法
官、律師、會計師，英語能力是必
然起碼條件。教會主導的英文學
校，因此是所有香港仔女，謀生立
足的必由之途。這些殖民地治下的
教會英文名校， 當然無所謂愛中
國的教育，英女皇才是外來教會學
校主持人要效忠的對象。即然五十
年不變，這效忠精神就不用變。

錢穆、牟宗三，六七十年代在香
港，苦心經營傳道授課，也只能慨
嘆，中華文化在香港花果飄零，成
不了氣候。五十、六十年代，中國
大陸湧來一大批落難文人政客，他
們在香港艱辛辦報，辦雜誌，開學
校，自生自滅，總算為香港留下一
些愛國的火種。只是，這愛的國和
愛中共又大有不同。此所以，學校
教育和社會風氣，和2021的今天，
宣導愛國愛黨，存在一些先天的歷
史上的精神上的不協調。再者，老
一輩和今天香港文教界主導人物，
大都接受了所謂普世價值的信念，
自由民主，反極權，反專制。高舉
普世信條價值很容易，關鍵是如何
達成，何種手段，怎樣執行? 又怎
樣子，平貧窮，除文盲，掃落後，
保主權? 

接受了如此教育和風氣指導影響
的年輕人，稍經鼓動，就自以為真
理在握，把破壞發洩，視作是正義
的替天行道。 香港的行政團隊，
基於歷史原因，大多來自教會英文
書院，香港大學，一脈相承，這團
隊認識殖民地條文，遠高於認識中
國實況。這樣子的行政團隊，是受
過良好訓練的可以依規矩奉命執行
政策的隊伍，沒有為民請命的擔
當，更無為人民服務的情操。這些
人原本就沒有政治細胞，面對其實
是政治性質的亂局，自然就茫無頭
緒，束手無策。 

鄭月娥，港大高材生，香港最高
行政領導人，嚴守殖民地政府，高
地價，放任無為而治的政策主導。
香港貧富懸殊，高地價高屋租，港
府團隊，對之漠然淡然，黑暴亂
局，不知所措。到中央在香港嚴推
國安法，掛冠求去的港府高官中
官，時有所聞。如此行政團隊，缺
乏如何發展香港的雄心壯志，自私
保守謹慎，得過且過，典型的殖民
式的官員性格，面對港澳粵深大灣
區的空前大好機遇，這團隊無此宏
願，亦無此眼光，故屢失良機。終
而，大深圳的發展比下了大香港的
潛能。 

可慶幸的是，香港近六十多年，
生命力向來不來自香港本土的自然
成長。香港新界是正港本地人，百
年歷代在此成長，百多年，新界的
農地還就是農地。香港在四十年代
中期，人口才五十萬。到五十年
代，內戰甫定，香港人口狂增到二
百多萬人。到八十年代，三反五
反，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香港
人口再倍增到五百多萬。到 2020，
人口暴增到七百六十多萬。這些到
港的新移民，是戰火連年，階級鬥
爭的亂世中，有帶著錢財學識來港
的，但更多是年輕力壯，穿著底
褲，就來到香港揾生活創天下的赤
貧之民。但都能吃苦辛勤，來到這
個竟無福利，亦無醫保，不過是個
平安之地的香港，卻己足夠感謝上
蒼，僥天之幸。香港地產大亨，李
嘉誠、李兆基、吳光正等等工商地
產要角，大都不是香港土生土長，
他們沒有港大學歷，百億家產來自
善於把握機會，全力拚搏。肥佬黎
以一介小學程度新到的香港人，赤
手空拳，就打出蘋果報業的不世地
盤，可見香港真實具有能送出梟雄
的叢林法則的深厚潛能。 

香港這些工商骨幹要員，幾乎都
是新香港人移民。他們要求穩定，
賺錢安居，普遍沒有強烈的政治訴
求。因之，也沒有固執的認為：我
是香港人，一定要堅持港獨的身份
認定。雖然不一定擁共，但他們都
愛中國。不見得親共，但沒有強烈
的反共情緒。這樣子的人口結構和
人心背景，不論別有用心的人如何
撥弄，香港獨立的訴求，就註定引
不起普遍共鳴。年輕人破壞搗亂，
香港人初而旁觀視作街頭話劇，進
而大亂，影響到生活生計，要求鎮
暴保平安就變成是香港人的普遍共
識了。東奧世運，香港金牌，香港
人歡呼；中國得金，他們同樣興
奮。香港是中國的，中國是香港
的，哪來的彼此？在中華民國台灣

◎何步正

國民黨㆟如何站起來？國民黨㆟如何站起來？國民黨㆟如何站起來？
◎佟秉宇

蔡英文這三個月來因為疫情疫
苗處理的荒腔走板，支持率大為
下降。而趙少康的曝光度這一陣
子增加不少，他重回國民黨，雖
然因為黨齡的關係不能競選黨主
席，但看目前的態勢，他大有可
能代表國民黨參加2024年的台灣
總統大選。我們在海外應該清楚
地看到趙少康與香港蘋果日報的
黎智英的親密關係，黎在2019年
香港反中暴亂中所扮演的角色近
來在香港的法律審訊過程中已暴
露無遺。物以類聚，趙與美國的
關係就不言而喻了！也就是說美
國 眼 看 蔡 和 民 進 黨 的 支 持 率 低
迷，趕緊為一個替代者造勢！再
來一個獨台的趙英九！你可曾見
台灣的主流媒體為主張兩岸和平
的國民黨主席候選人張亞中說兩
句話？

台海兩岸何時統一取決於中美
兩大國間的博弈，這其中包含著
政 治 、 經 濟 、 軍 事 各 方 面 的 較
量。我認為我們在美的華人應該
在兩岸和平統一及美中兩國關係
的改善上盡我們綿薄之力。具體
可以做的包括：

1.堅決不反共：太多深藍的朋
友直到如今仍然深陷在反共的窠
臼裏，擺脫不了當年反共教育的
枷鎖。我建議這樣的朋友多去大
陸了解一些實情，看看孫中山所
倡導的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
國方略是否已在大陸落實，或者
已經更超前的發展到倡導"共創人
類命運共同體"？

2 . 促 進 美 國 朋 友 了 解 中 國 大
陸，敦促美國政府（包括民意代
表）放棄對台灣的"隱性殖民"控
制，停止對台軍售！

3.呼籲台灣島內的國民黨人別
再 做 美 國 的 跟 班 ， 挺 直 了 脊 梁
骨，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最後我殷切的期望張亞中校長
能當選中國國民黨主席！

島上，有不少人，看待China得金，
和ChineseTaipei摘金的興奮之情，
感情反應，就頗有區別，有鼓掌讚
賞的，有吐口水嘲諷的。香港和台
灣，在本質上，一國兩制，就是不
能類比。

六十年代，南度滯港的中國文化
人和政客，著實在香港播種了愛中
國護中華文化的根。香港六七十年
代的文社風氣，是在這樣子的背景
下，發芽成長起來的。在文社時代
到現在仍然活躍於香港教育傳播界
的，如邱立本、李焯芬、隆文龍、
關品方、劉文鴻、許悅漢，都是文
社時代的活躍學生。當時學生讀
物，中國學生週報，青年樂園，大
學生活，政治立場不同，但宣揚愛
中國的意志，養護中華文化的心思
相同。文社時代的不同文社社員的
愛國心，是這些南渡中國文人播放
的種。六十年代末，我在台灣軍訓
後回港和文社社友敘會，劉迺強、
文世昌、黃震遐等人，我們共同喜
歡高歌的是「保衛黃河」：風在
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我之
外，他們都在港大，中大讀書。那
時段的各不同文社社友，後來很多
都積極介入香港政圈，或文教報
界。他們到現今，日常表現的愛國
心，就遠高過時下港大中大學生會
的反中抗中的心態。 

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共產
黨這一次沒有階級鬥爭，沒有鬥地
主分田地，沒有資本家財產歸公，
沒有打倒地富反壞右。反之，新界
本地人的祖屋祖地，得到保障，隨
著香港高速發展，他們擁地分肥，
頓成百萬千萬富翁，他們不會反
共。 香港頂頭億萬富豪，無一不是
地產起家。港府高地價，完全放任
的管治政策，地屋金融服貿，幾近
是原始森林的競爭法則。有地有屋
有產業，他們也不反共，再了不
起，他們買飛機票，就一二 三，溜
了。而，香港今天的現實是貧富極

度分 化，削房住戶和半山區富人，
是貧富懸殊的兩個世界，港府卻視
若無睹。上街頭示威搞破壞的年輕
人，不來自半山區，不來自創房貧
戶，他們大多來自尚可溫飽的平民
小家庭，但生活前景險惡無助，他
們不怪罪港府放任無能，政客膚淺
短視。但在政客帶引，學風帶向，
外源暗助吹動，反中抗中變得時尚
好玩，竟刺激，又好似好正義。衝
呀，放火破壞,如此這樣的盲動，一
些淺易的口號型說詞，沒有為之犧
牲的革命勇氣，沒有認同的群眾基
礎，暴亂之所以仍然難以收拾，不
外乎是這裏有一個殖民地根性的無
能政府團隊，不知如何應對，星星
之火居然可以讓之燎原。 

香港現今大局看似甫定，官員政
客，大中小財主，律師、法官,要走
的人會繼續走。香港以前如是，現
在和今後，也應如是，來去自如，
自由選擇。決定留下來，為自己，
為香港繼續奮戰的香港人，期盼都
要保有雄心毅力，建做香港為粤澳
深港大灣區的領頭狼。香港因為是
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主權是中國
的，但香港團隊要有讓香港作為一
國兩制的世界試點的決心和慧眼宏
願，把香港打造成，有中國特色的

中國香港自己創建的獨持的政治
經 濟 架 構 ， 這 就 是 香 港 的 新 精
神！

鄧小平試點深圳，帶領中國改
革開放。鄧小平試點香港，一國
兩制是極具深意遠見的構思。全
世界都在看，中國的香港的今後
表現。這就是香港的機會! 香港首
要放棄的是放任政策，香港是一
個大城市，如何有效有節制的積
極管理，保護適度足以刺激動力
的各種自由，建立有自信的，能
合作互相尊重的公民規則。不用
迷信空有其表的一人一 票的投票
形式，要落實創建一個有中國香
港特色的有規劃的，積極有為的
民主政府團隊，提供公民有廣寬
公平自由的發展機會，規劃合理
的財富分配，健全的法制，融洽
的族群和互相敬重容納不同信仰
的康和的社會。一個新的港府團
隊，應該有宏願去創建香港是一
個 財 富 分 配 比 較 公 平 合 理 的 社
會，居民有住得起的房屋，有負
擔得起的醫藥保障，有健全的教
育培育出有自信有能力， 健康活
力的中國的香港人。 香港有這個
條件，有這個機會。就看我們香
港人，如何及時把握這個一閃即
逝的大好良機。

香港精神，香港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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