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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only two months away and according 
to all kinds of polls, the Democratic candidate Hillary Clinton leads 
Republican Donald Trump by four to six percentage points. The gap 
doesn't mean much at this time even though some political pundits and 
the media talk show hosts have predicted Mr. Trump's defeat come 
November.  I do not know in which crystal balls these "experts" see, but 
definitely I do not agree.  As a famous quote goes: "The opera is not 
over till the fat lady sings," similarly no one can foresee the winner of 
an election until final results come in. Therefore the prediction about 
Mrs. Clinton's so-called landslide victory over Trump does not hold 
wate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however, that quite a few American voters 
believe that the electoral system is a selection of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o far proves to be no different.  The 
two candidates seem to enjoy the same unfavorable rating of 50 percent 
each.  Like it or not, this is a recurring phenomenon facing the 
American electorates every four years.  

　Let's talk about Donald Trump.  He may be a megalomaniac, a 
loud mouth, an unethical businessman and so on and so forth. You 
may even conclude that he is not a moral person.  But, as history 
shows repeatedly, good character does not automatically make a 
good leader.  For instance,  Liu B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Han 
Dynasty (206 B.C. -220 A.D.), was a two-bit hood while young but 
ended up being widely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best Chinese 
emperors by historians.  Good character makes a good man, but 
vision and guts make a great leader.  I believe Donald Trump is that 
kind of a leader.  His campaign 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emphasizes homeland-building as the first step; he believe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capable of solving the world's problems; he 
vows to do his utmost to resolve the illegal immigration issue, 
which Hillary Clinton doesn't dare to touch with a ten-foot pole; he 
wants to fight for US interests, even to the point of breaching 
existing contracts; he pledges to work with our competitors instead 
of destroying them with nuclear weapons...  Yes, Donald Trump 
sounds a little crazy sometimes, but he does have charisma and can 

inspire a multitude of fans and followers in a very short time.  He 
is indeed a different kind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his is why 
the 2016 race is so hard to predict.  

　As for the crooked Hillary, she may be one tough cookie to 
have weathered her husband's sexual escapades, but she hasn't 
demonstrated a bit of vision in her life.  While a US Senator, she 
went along with sending troops to Iraq; while as Secretary of 
State, her policies toward Libya and Syria was catastrophic.  And 
don't forget her Email-gate that is still very much in the news 
today.  To top it all, what about the appearances of quid pro quo in 
her messy involvement with the Clinton Foundation?  Hillary 
maybe currently leading in the polls, but her way to the White 
House still faces many roadblocks: 1) Her Email scandal may get 
her indicted by the federal court.  2) Even democrats may get 
tired of watching reruns of a TV soap opera starring an 
uninspiring prima donna. 3) Hillary health may very well be a 
problem.  

　Currently, the Republic Party is in disarray.  Quite a few party 
elites still hold grudges against Trump for a number of perceived  
slights.  It is believed that most of them will sooner or later return 
to the Republican fold.  There are also signs showing the African-
Americans and the Hispanics may re-think which way to cast 
their votes that have long been taken for granted by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y may answer to the poll one way and vote 
the other.  This is why the poll results can be misleading.

All in all, though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looks like an 
evenly matched game, I am betting on the can-do Trump to be the 
eventual winner.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今年八月十二日，也就是中國時
間的十三日，是中國宣示全面抗戰
決心也是抗戰期間最大的一場會
戰， 813淞滬會戰，79周年的日
子，中美論壇社非常榮幸的與 洛杉
磯郡軍人和退伍軍人事務部在洛杉
磯市 Bob Hope Patriotic Hall 共
同主辦了 紀念二戰勝利結束 71周
年，向二戰軍人致敬的典禮。 典禮
後是「美中合作為了更好的世界」 
學術討論會。 

這是繼去年八月為期三周的二戰
勝利 70周年紀念活動後和洛郡的第
二次合作，非常感謝郡政府，特別
是退伍軍人事務部的部長，Ruth 
Wong將軍的支持。 為什麼我們堅持
每年舉辦這個紀念活動? 主要是感
恩和崇敬，因為沒有二戰中美軍人
的犧牲奉獻和美中合作就不會有今
天人們，特別是世界各地華人，的
和平安樂和有尊嚴的生活。 此外，
我們有責任將美中合作的歷史，特
別是當那一代人正逐漸凋零時，繼
續傳揚下去。 

百年來中美人民一直維持著良好
的傳統友誼，然而最近的一些發展
使得我們擔心。 中美論壇做為一個
受過高等教育，對美中文化，歷
史，政治和經濟都有相當瞭解的美
籍華人組織，我們覺得我們能夠也
必須承擔起做為一個促進美中兩國
人民相互理解的橋樑，這就是我們
在這個對美國軍人和退伍軍人都非
常親切的歷史性建築，Bob Hope 
Patriotic Hall ，舉辦這次討論會
的原因。 

超過八十位不同族裔人士參加了
典禮，包括總統任命的西點軍校六
位 民 間 顧 問 之 一  ， Bob 
Archuleta先生, 代表美國退伍軍人
組 織 的 退 役 空 軍 中 校  Robert 
Johnson 等，華裔人士包括蒙特利
公園市前市長 Betty Chu ， 現任
市長 Peter Chan，華裔美軍後援會
的代表們及許多僑界知名人士。 廿
多位九十多歲的二戰美軍退伍軍
人，許多坐著輪椅，及許多中國抗

戰老兵的子女們代表他們的父親接
受紀念章。 

Robert在典禮中提及他小時候住
在阿根廷，常聽到鄰居一位中國退
休將軍， 黃埔軍校一期生李默
庵，講抗戰故事，所以他心中的第
一位戰爭英雄就是李默庵。 因
此，他覺得今天參加這個活動特別
有意義，也深深希望美中兩國及人
民永遠友好，這才是世界的福氣。 

陳立家兄主持用英語發言的討論
會，引言人包括 Ruth Wong 將
軍，Bob Archuleta 及本社理事 
陳憲中， 張一飛，馬在莊， 和 
佟秉宇。Ruth和Bob都以自己的經
驗說明美中合作的重要性，Ruth 
更半開玩笑的說她就是美中合作的
最好例子，因為她做為一個波蘭裔
的美國人有幸的在空軍服役時結識
來自洛杉磯中國城的華裔丈夫，因
此有一個美滿的婚姻，事業和幸福
的人生。 憲中兄用翔實的資料介
紹南海問題的歷史，現實和解決之
道。 

討論會激發起臺上和台下聽眾的
熱烈交流，因此本期我們請一飛、
在莊、秉宇諸兄用中文將他們的論
點在論壇上與廣大讀者分享。憲中

兄和立家兄因為遠在國外不能在本
期發表各自的文章。 

影響將來美中關係的一個重要因
素是誰是下任美國總統？ 由於希拉
蕊和川普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世
界觀，全世界都關注誰將勝出，大
安兄和湘濤兄的英文稿做了精彩的
分析。

寫此文時正值 20 國領導人峰會
在杭州出色的閉幕，中國以卓越的
領導力，前瞻性和包容性將 28 個
國家（包括中國請的 8 個特別來賓
國）及七個國際組織領袖的意見和
觀點總結成共識，為停滯不前的世
界經濟注入新的方向，措施和希
望，這是中國的和平軟實力的充分
展示，它也得到世界各國領袖的積
極評價。 美中之間也達成許多共
識，其中之一就是在20國會議正式
召開前，九月三日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國秘
書長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氣候變
化《巴黎協定》批准文書交存儀
式。這為《巴黎協定》儘早生效做
出了重大貢獻。

正如奧巴馬在G20會後所說“過去
八年的經驗告訴我們，應對21世紀
的複雜挑戰，必須採取集體的行動 
”。 換句話說為了更好的世界美中
必須合作。 

◎張文基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類似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沒有較多的彼此互信，
不可能友好相處。互信是隨著雙方
的言語及行動而消長，具體表現在
雙方的媒體報導及軍事行動。也就
是說，不但要看你說什麼，還要看
你做什麼。由對中美之間最近一連
串事件的觀察，我們來看看中美之
間互信這個因素最近的變化。

軍事方面，今年以來隨著美中博
弈的加劇，尤其是菲律賓提出的南
海仲裁案，在位於荷蘭海牙的臨時
仲裁庭接近宣布結果前的日子
（2016.7.12），美中雙方劍拔弩
張，大有衝突一觸即發之勢。美方
不惜花大本錢，派了兩個航母戰鬥
群在南海附近巡弋。中方亦不甘示
弱，除了各類導彈就位之外，更於
七月五日至十一日在南海舉行大型
軍演，劃定軍演範圍，明示各國船
艦、飛行器須避開，以免發生意
外。雙方的軍事行動毫無疑問的減
低了彼此之間的互信。

值此緊張時刻，美國再來個火上
添油，美韓於七月八日共同宣佈將
於2017年底之前美國將在南韓佈署
薩德導彈防禦系統 （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 
(THAAD) System)，表面上的理由
是防禦朝鮮的飛彈攻擊，但明眼人
都明白，這是針對中國大陸及俄羅
斯的舉措。計畫的薩德佈署地點在
韓國南部的星州，其距離韓國首都
首爾有300公里之遙，然則薩德的
有效防禦範圍僅為200公里，無怪
乎首爾居民抗議道“說是防禦朝鮮
的飛彈，卻連首爾都覆蓋不了！”  
美方的算盤並不在此，反導有效範
圍雖然只有200公里，但薩德的X波
段雷達卻有超過2000公里的探測半
徑，可覆蓋中國大陸的東部、中
部、北部、東北、內蒙等地，同時
包括俄羅斯的亞洲地區。從這些地
區發射的洲際導彈可被薩德雷達及
早發覺，從而啟動其它防禦系統。
這是中國大陸及俄羅斯反對在韓國
佈署薩德的主要原因。美韓此項措
施嚴重地破壞了中韓以及中美互
信。

再來看看媒體如何報導有關中美
之間的事件：

七月十二日海牙的臨時仲裁庭宣
佈仲裁結果之後，美國及其它西方
國家媒體是如何稱呼這個臨時仲裁
庭的。讀者可在不同的媒體看到這
樣的稱呼：

聯合國海牙國際法庭 或海牙國
際仲裁庭 或 國際永久仲裁法庭 

事 實 上 這 個 臨 時 的 仲 裁 庭
（Arbitral Tribunal）是專門為
這個菲律賓提出的仲裁案而成立
的，它的五位仲裁員是臨時聘用，
他們的報酬由參與國支付；它向位
於 荷 蘭 海 牙 和 平 宮 （ Peace 
Palace） 的 永 久 仲 裁 庭
（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PCA）有償的購買了
PCA 的秘書服務，其中包括所用
“法庭”房間，對外聯繫服務等。
這個PCA是一個多國參與，成立於
1899年的仲裁機構，而非法庭。它
租用了海牙和平宮內的一些房間做
為工作地點。容易讓人混淆的是聯
合 國 組 織 內 的 國 際 法 庭
（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也位於海牙和平宮
內，在同一座大樓裏。這給有意扭
曲報導的媒體一個絕好的機會，這
不，各位就看到了對這個臨時仲裁
庭的上述種種稱呼。

這樣的報導用意為何？不外乎下
面兩則：

1. 讓 聽 眾 或 讀 者 認 為 這 個  
“庭”是有來頭的，不是一個臨時
成立的仲裁庭；

2. 讓仲裁結果顯得有權威性。
感謝互聯網的存在，這些扭曲報

導費不了多久時日就已敗露於世人
面前。可惜的是這些報導已降低了
中美之間的互信。

美國位居世界領導地位，應該做
世界各國的表率。我建議美中媒體
均應客觀、如實的報導新聞，不應
直接將政府官方發言當作新聞來報
導。軍事衝突必須避免，核子大國
之間的軍事衝突對世界是毀滅性
的。各方均應保持克制，以談判的
方式來解決問題。唯有增加中美大
國之間互信，才能有長久的世界和
平與繁榮。

◎佟秉宇

http://english.us-chinaforum.com/weekly-forum

See two articles, "From Republican [Democrat] Convention 
Projecting into the November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um Issue 
156 [online forum]) in Http://www.us-china forum.org 

八月十二日參加了洛郡美國退伍
軍人事務部和中美論壇合辦的二戰
七十一週年記念會。很榮幸應邀在
其座談會上發表演說。此座談會的
題目是中美合作促進更好的世界，
我的講題的重點就是兩岸和平統一
才能促進中美關係，有好的中美關
係才會有中美合作，中美合作才會
有更好的世界。在二十分鐘時間裡
表明以上羅輯應當是夠了。 沒想
到當我開講，先點明我的結論，就
立即有人發言反對，在我請求先不
要打斷我的演講下，這個反對者，
前 蒙 特 瑞 市 市 長 譚 美 生 女 士
（Betty Chu)，非常客氣的同意并
表示歉意。我也答應她，會回答她
的所有問題。很不幸，這座談會在
南海和仲裁案上的討論超出了預定
時間，我與譚女士沒能深談。

幸好記念會會長張文基教授要我
在中美論壇上寫篇短文總結我在會
上的論點，我就在此報告我說的重
點，並一併對譚女士的觀點做一個
答覆。因為她的觀點在不少美籍華
人，尤其在美出生者中頗有認同。
她的觀點是大陸為專制政權，臺灣
是民主社會不應統一。持這種論點
的人說的是美國正義口號，但是沒
有深刻了解兩岸和中美歷史源緣，
而且忽略了探討為何中美關係會從
二戰後，甚至一九七九美國承認一
個中國并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之后，中美關係一直不能好。從此
點來看，我上面所說的羅輯和結論
就是言之有因了。我希望有以下的
解說就更言之有物了。

兩岸之分，由於美蘇理念不同各
支持中國的一黨積七十一年或可說
約百年之久。但兩岸都經歷了理
念，政治制度的沖激和變化，經濟
上兩岸也經歷了很大的轉型和成
長 。 而 美 國 依 然 守 著 舊 思 維
(legacy)來對待兩岸，大陸不在變
嗎？臺灣民主完全成功了嗎？可以
像美國，日本一樣不必與大陸打交
道了嗎？事實上，美日都不能與中
國斷絕關係，中國已不是百年前，
或五十年前的中國，她已經站起來
了，有權利說話，詮釋歷史，能夠
也應該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了。

在臺灣，大多數百姓與大陸有血
緣，祖先，姓氏的密切關係，更不
用說文化語言的根源了，但是他們
被少數反中反華的人綁架，政治迷
糊了，社會混亂了，經濟上明知與
大陸合作有利，却要反服貿，反遊
客，地緣歷史上明知與大陸有唇齒
相依不可分離的關係，却要反對一
國兩制，反對無時限的和平統一，
有道理嗎？不錯，臺灣的民調，反
中反華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你想過
為什麼嗎？大陸一直對台灣輸送利
益，而民調反而不停下降，為什
麼？可信嗎? 那來的影響，其實，
不用仔細研究，海外華人都看的出
這是外來的影響。臺灣內部的複雜
情緒大都是受外來的影響。

David Chen and Thomas Fann

美國對中國的敵意應當永遠不變
嗎？美國為什麼要一直把中國當敵
人？美國不是有很多人反對美國的
中國政策嗎？美敵對中國才利用臺
灣作島鏈威脅，要利用台灣，就不
會贊成兩岸統一，這有道理嗎？反
對兩岸和平同一就更沒有道理了。
反過來說，如果兩岸和平統一了，
美日就都沒有辦法和理由搞島鏈軍
事威脅，自然中美關係會好，合作
的機會就有了。中美兩大經濟能合
作而不對抗，那對全球經濟就有好
處。所以我在座談會上說兩岸合平
統一是中美友善關係的基本要素，
中美關係友善，才有真正合作可
能，中美真正合作，世界才能和
平，繁榮和更好！

Hillary vs. Trump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紀念㆓戰勝利 71周年㈻術討論會 紀念㆓戰勝利 71周年㈻術討論會 紀念㆓戰勝利 71周年㈻術討論會 
「美㆗合作為了更好的世界」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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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和平統㆒才能促進㆗美關係
◎張㆒飛

2016 年 8 月 12 日中美論壇
及洛杉磯退伍軍人恊會共同舉辨紀
念二戰 71 週年戰勝日本活動，當
我看到幾十位 90 歲以上的美國亜
洲戰埸退伍軍人坐在我們前面的時
候，使我不得不想起六歲時在四川
廣漢親眼看到美軍 B-25 轟炸機每
天晚上起飛轟炸日本及清晨飛機回
來的景象，因此從小我就有一個觀
念，就是中美合作得像兄弟一樣共
同打敗了日本。 

50 年前，我在大學畢業後來美
讀研究院，之後在美國成家立業直
到今日退休，一輩子大多時間都在
美國過的，當然也體會到中美和平
相處及共同發展的重要。 我們過

去像兄弟一樣的合作打敗了日本，
以後如果繼續保持下去，世界就會
更和平及更繁榮，老百姓也會活得
更好。 

中國在過去 30 多年改革開放後
而今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它
使得中國老百姓經濟條件大幅度提
升，同時中美間的貿易也大量的增
加，這對雙邊都有好處，這是好的
現象。 不幸有一些人依然處在冷
戰時期的思維，把中國的成就看成
了對美國的威脅，這是不健康的。 
世界的和平及繁榮必須建立在中美
共同合作努力及和平相處的平臺

上，兩國必須共同出力，相互尊
重，以避免造成誤解及向對方的威
脅，中美兩國和平相處遠比中美兩
國戰爭要好許多。 

但是近年來美國的外交政策，我
實在看不懂，譬如說美國在烏克蘭
與俄羅斯之間的矛盾，因此對俄羅
斯施行禁運，以及美國在中國南中
國海不停製造矛盾及衝突，無形中
拉近了俄羅斯與中國的距離，如它
們共同聯合起來對付美國，對美國
而言絕對沒有好處，並且是不智之
舉。 世界的和平需要美國及中國雙
邊共同努力來維持。 希望雙邊能珍
惜中美在二戰時的友誼，再繼續保
持下去以帶來世界的和平與未來。

㆗美和平共處及共榮
◎馬在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