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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nure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begins in 2009 
and will terminate at the end of 2016. He has won two four-year 
terms. The tenure of the new leader of China, Xi Jin Ping, begins 
in 2013 and will end in 2022, likely two five-year terms. In next 
ten years, there is a transition of power in one country during the 
tenure of the leadership in the other country. From 2025 to 2032, 
the two-term American Presidency will fall entirely within the 
tenure of the Chinese leader from 2023 to 2032. Then again the 
next two term American Presidency from 2033-2040 will fall 
within the tenure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from 2033-2042. You 
may wonder: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in these term periods?  I 
would say to you, these two transition points are important, 
especially the first one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at is, if you 
are concerned with the futur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In the above it is assumed that the leaders will all serve 
two consecutive terms, which is a safe assumption if they are 
successful. However, if they are not successful, it usually means 
a possible change in the nation'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mandated by the ballot results. In general, change of policies in 
one term is not a good thing. It may imply policy failure. The 
term limit built in a political system is a good thing. If an elected 
leader turns out to be ineffective, people are able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to change the leadership.

A transition in the top leadership allows significant 
change of 'national course' since all cabinet positions will be 
appointed anew. Often times, the consequen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do not show up clearly in one-term. So the two-term 
limit usually is critical period to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mander-in-chief. Therefore, looking at the ten year tenure 
period discussed above, the 2016-17 , (occurring within Xi's two-
term, 2013-2022) offers the new US President an opportunity to 
re-evaluate the China policy after gaining more understanding of 
Xi Jin Ping; whereas, the 2022-23 transition on the US side 
(2017-2024) is likely to give Chinese leader to adjust his policies 
towards US, after knowing the orientations of the new US 

president. Therefore, if they so choose, these two transition 
points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leaders of two nations to move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ionship.
Toda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ppears to be on a rocky and 
treacherous course due to the "Pivot to Asia" policy,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hostile relationship and has brought on an uncertain 
future.  President Obama's foreign policies in relations to the 
Middle East (ISIS) and Ukraine have been "derided as 
incoherent, legalistic, bloodless and amoral", by the editors of 
Foreign Policy. The transition point at 2016-17 may be the only 
critical correction point for American voters to elect a new 
President to charter a new course. However, if the new US 
President (2017-2024) chose to continue a 'hostile China policy', 
then at 2022-23 transition, the Chinese most likely will elect a 
leader (2023-32) confronting the US  'hostile China policy' by 
adopting equally hostil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U.S.. 
Following that, the next US Presidency (2025-32)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face the same Chinese leader (2023-2932) and his 
pre-set unfriendly postures. As the negative spiral continues, at 
2032-33 transition, when both China and the U.S. select their 
new leaders in the same year, the uncertainty of leadership 
choice may add yet another layer of unknown factor into this 
hostile environment. The consequences may be very dangerous. 
Recognizing this possibility, we must regard the 2016-17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s extremely critical.  As all political 
analysts would agree, the US-China rel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policy concern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ot only for their mutual interests but also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world.

Of course, whether or not a wise transition could be 
effected will depend on many f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ver 340 million people of multiple ethnicity (63% white of 
various European descent, 12.6% African, 9% Hispanic, 4.8% 
Asian), domestic issues usually take center stage. It usually faces 
a challenge to obtain consensus regarding one desired foreign 
policy. This challenge places heavy burden on the media, both 

Mainstream and Organic (No. 43)
Dr. Wordman

mainstream and organic. The media must probe the issues, expose 
the hidden agenda, report the truth and challenge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nd educate the public, to make them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to select the right 
leader to manage it. 
China has 1.3 billion people, and, after numerous failures in 
stimulating her economy under the communism doctrine, she 
finally took the "reform and open" route. The reality is China has 
risen after three decades of hard work and capitalism. When Xi 
describes the China Dream as a modest goal to lift her population 
from poverty to above a minimum standard of living, the Chinese 
people agree with him and support his goals. When Xi repeatedly 
declares that China will rise peacefull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ould not have it any other way.

Throughout the history, the Chinese were apprehensive 
about foreign invasions. The current US 'Pivot to Asia' policy 
favoring Japan against China is fundamentally wrong. Creating an 
external threat simply reminds Chinese people of their painful 
past and intensifying nationalism. The U.S. gains no benefit to 
repeat the Cold War by targeting China as the arch-enemy. Post 
Cold War, the world is ready to welcome rising great nations 
through fair competition and open trade which the U.S. 
advocates. New leaders will emerge and they will cast great 
influence on the world affairs. Foreign policy changes are 
inevitable. The anti-China policy apparently inherited from the 
Cold War era and favored by the rightist establishment is faulty. It 
has failed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t will fail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Just like China in admitting her mistakes in the past, the 
U.S. needs to admit her wrong assumptions about China.  The 
U.S. must re-examine her foreign policies. I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fails to change, the next transition point, that is 
2016, is the critical decision point for American citizens to elect a 
new leader to implement a correct and cooperative China policy. 
Missing this opportunity, the U.S. and China may walk into a 
dark tunnel of no return, engaging in arm race and other conflicts, 
eventually leading to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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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投稿到香港是投給
《祖國月刊》。那是在上世紀70年

代的事了。我還在研究院讀書，看

到該刊的文章內容很嚴肅，每期談

的都是關於中國大陸的政治、經

濟、軍事等方面的分析，並且沒有

廣告，所以覺得很適合投稿，跟喜

歡談論“祖國“事務的作者們討論

問題。絕的是，後來才知道，該刊

之所以沒有廣告是因為它的經濟力

量雄厚，背後有美國中情局支持。

那時，美國學術界正在培養新

一代的中國通。不像現在，那時美

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生普遍不會中

文，所以他們拿了獎學金到台灣或

香港去寫博士論文，同時學習中

文。香港呢，有一大批從大陸逃難
出來的知識分子，文化程度高，但

是在香港這個商業城市裡，找事困

難。因此，他們跟中情局一拍即

合，替後者翻譯大陸的報章雜誌，

電臺廣播，收集人來人往的情報，

同時也替美國研究生補習中文，收

集和翻譯資料，甚至幫他們寫論

文。由於大陸對資訊管制非常嚴，

收集資料和收集情報其實沒有多大

差別。

這使我覺得，《祖國月刊》的

刊名帶著非常強烈的諷刺性。它替

外國收集情報，做的事可說是“賣

國”，可是起的名字又像是愛國刊

物。後來發現，這種諷刺性普遍存

在於香港的方方面面。因為，如果

你說它賣國，它的作者也做了讓世

人瞭解中國的好事，實質上可能沒

有傷害到中國，或者損益各半。它

不但養活了一批可能因政治迫害而

逃難的知識分子，卻又培育了一批

英美的中國通，而其中有不少後來

成為跟中國打交道的專業人員，甚

至幫助促進中美關係（我的一位教

授就曾在香港寫論文，後來陪同基

辛格到中國，為尼克松的歷史性

訪問開路）。所以，對於所有這

些人，甚至對整個香港，做價值

判斷都是充滿吊詭的事。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也是一個

中轉站，但是這大概只說明了香

港特性的一半。香港實在太複雜
。它是美、英、日、大陸、台灣
各方面的特務最活躍的地方，也
是是黑白紅等金融大匯聚的地方
。在一個殖民行政機構維持着秩
序之下，它是一個讓所有人大顯
神通或者苟活的地方。大概從國

民革命以來，它就是左右派政治

人物躲避風頭和一般老百姓逃避

災難的地方。不論是高官、富

商、軍閥、逃兵、妓女、還是知

識分子，一批批地來，又一批批

地遠走高飛，逃到更遠的美國、

英國、阿根廷、巴西，甚至非

洲。當然，國民黨內戰戰敗後，

有相當一部分官兵和公務員短期

逃亡到香港，在新界的調景嶺難

民營裡暫住，包括馬英九一家，

然後有的到台灣安家，有的就地

謀生。所以，它也救助了無數人
，功德無量。從那時算起，大陸

每發生一次政治鬥爭，或者饑荒

，就有一批人逃到香港。文革時

期，逃亡人數過多，香港封鎖羅

湖邊境，許多年輕人游泳逃難，

不少人淹死。這些人中間有些被

共產黨弄得家破人亡，所以痛恨

共產黨入骨，但是更多的人卻忘

卻了過去的恩怨，不問政治，經

常在香港與大陸之間跑動，並且

在香港辛苦賺錢，接濟留在大陸

的親戚。

早期的香港人幾乎都有強烈的

逃難意識，懷著隨遇而安的心態，

只要能夠平安渡日，別無他求。對

英國人的統治，他們基本上滿意，

因為，只要有人能夠提供一個行政

效率高，不搞貪汙腐化的官僚體

系，維持社會穩定，給予一般老百

姓一個公平競爭和賺錢養家的機

會，中國老百姓實在很容易滿足。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好多充滿危

機感的港人又逃了，跑到加拿大、

澳洲、新西蘭、英國等。現在又過

了十七年，他們所擔憂的事沒有發

生，香港經濟繼續騰飛，可是房價

飆升得更利害。我們發覺到，留在

那裡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好像

失去了他們前輩的哪種逃難意識，

他們要把香港作為安身立命的地

方。這可能可以解釋占中運動。因

為，他們不逃了，或者沒有能力逃
了。一不逃，他們就要發聲了。

不過，這裡面好像還有一個更根
本的原因。最近網上有一位不具名
但據稱是香港立法委員寫了一篇極
為深刻的文章，本文標題之上的引
語就來自他（讀者可鏈接本論壇查
閱原文）。他説，香港的真正問題
是經濟：“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
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
一個李嘉誠的路子。以李嘉誠為代
表的四大家族操縱港府政策，嚴控
香港的土地供應，迄今香港的建設
用地面積不到10％…造成了房價比

天還高…至於零售、酒店等服務性

行業，則大多為四大家族所控制，
乃至於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稱謂
。”

所以，外表看來香港到處是高樓
大廈，金碧輝煌，生意興旺，富裕
非常，可是“80％的中產和底層民

眾生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撒在港
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他指出，在大陸的經濟轉型與發

展中，香港這個轉口港曾經作出關

鍵性的貢獻。可以說，沒有香港，

大陸的經濟發展不會那麽順利。可

是，現在大陸已經跟世界接軌了，

跟台灣也三通了，對香港的依賴已

大為降低。所以，香港必需轉變

。它的前途應當是作為大陸同胞旅

遊購物的天堂，但是香港人的優越

感構成了嚴重的心理障礙。他舉出

港人對大陸人搶購奶粉和對大陸旅

客的鄙視批評作例子。香港是商業

中心，既然大陸人要買奶粉，為什

麼要抵制？當然是賣的越多越好嘛

。即使大陸旅客的公德心可能不如

港人，但是也不應當對他們鄙視嘛

，因為在商言商，他們是港人的衣

食父母啊。

總之，香港貧富差距過大，中央
政府管不到，地方政府被巨富左右
，在自由港的格局下，無法作出大
規模的社會改革。一般人不論多辛
苦工作，仍然沒有出頭的日子，在
擁擠不堪的生活環境中，有苦無處
訴。所以，香港需要變，但是誰來
主導改變？他説，“嗟爾香港，氣
數盡矣！”我們希望，不至於如此
。（b.h.shui@gmail.com）

～ ～水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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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晚間，奧巴馬向全國廣
播，宣佈他對伊斯蘭教國（ISIS）
的新政策，第三次將美國捲入伊拉
克的軍事衝突中（猶記得，第一次
捲入是老布什發動的，第二次是小
布什發動的，第一次師出有名，第
二次祭出了錢尼副總統編製的藉
口，徹底粉碎了伊拉克的政治組
織）。他說，美國只出空軍和提供
武器、情報支助與士兵訓練，自己
不出陸軍，即所謂的不提供"軍靴踩
地"（bootsontheground）。地面部隊
要由阿拉伯國家提供。9月12日，
《紐約時報》頭版報導，阿拉伯國
家表面上支持，但是都不熱心（雖
然國務卿克里說，有四十國表示支
持）。此外，俄國外長說，如果美
國要轟炸敘利亞境內的ISIS目標，
則需要得到安理會通過決議，因為
那是侵犯他國領土。極端諷刺的
是，反而是敘利亞的阿沙德政權非
常興奮，歡迎美國來炸它的領土。
三年前，當時的國務卿喜萊利說，
" 阿 沙 德 非 下 臺 不 可 ！ "
（Assadmustgo!）奧巴馬也跟著說，
"阿沙德非下臺不可！"現在，美國
要炸ISIS，阿沙德特別歡迎，因為
那就是幫助阿沙德維護他的政權。
你說，諷刺不諷刺？

為什麼阿拉伯國家不那麼熱心？
難道它們不反對ISIS嗎？這實在是
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都知道，許
多西方國家國內的ISIS同情者都紛
紛響應它的號召，潛入敘利亞，參
加伊斯蘭國的聖戰，其中估計約
100名美國人，500名英國人，共
12000人來自七十多個國家。從歐洲
過去的響應者大多數是通過土耳其
邊境潛入，並且得到該國政府的協
助。這是說，在ISIS變成今天這樣
一個形成國家格局之前，它得到許
多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和援助。這些
屬於遜尼派的阿拉伯國家，包括沙
特阿拉伯在內，是為了幫助這個武
裝宗教組織去推翻屬於什葉派的阿
沙德政權。現在，它佔領了廣大地
盤，行使政府功能，財政充裕、戰
鬥力強悍，對異教徒異常殘忍，並
且野心勃勃，要建立一個現世的、
正統的伊斯蘭國。突然之間，它對
所有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構成
了威脅。你說，到底這些國家應當
幫助異教徒的美國去擊垮ISIS呢？
還是繼續幫助ISIS呢？因為，建立
一個伊斯蘭宗教國不也是它們夢寐
以求的目標嗎？至少，跟著西方異
教徒去屠殺自己遜尼派的戰士，似
乎不太是味道。

～ ～彭文逸

或許它們覺得，這都是美國惹的
事，應當由美國自己去收拾這個爛
攤子。或者，更重要的理由是，它
們境內同情ISIS的教徒相當多，如
果派兵攻打ISIS，它們自己的政權
都可能受到衝擊。據英國專家估
計，參與ISIS的外國聖戰份子中，
沙特阿拉伯人最多。這也很容易瞭
解。沙特阿拉伯是極端伊斯蘭教的
發源地，到今天仍然採用砍頭斬手
的刑法，跟ISIS的手段沒有差別。
但是，美國和西方世界對它一直保
持最高度的容忍。

所以，ISIS是敵人，阿沙德也是
敵人。伊拉克政府算是美國一手扶
植起來的政權，可是它的後臺老闆
是伊朗，而伊朗是敵人。伊朗和伊
拉克屬於什葉派，都支持阿沙德政
權。沙特阿拉伯是盟友，但是它的
人民不但導演了911，並且大批參與
現在的敵人ISIS。巴基斯坦是友
邦，可是它的特務組織ISS是塔利班
的後臺老闆，而塔利班勢力仍然強

大，很可能再次推翻目前閙選舉雙

包案的阿富汗政府。美國又在烏克
蘭事件上跟俄國為敵。我們要問：
奧巴馬有能力解決這麼多的敵我矛
盾嗎？

   
～濱楠～

孫中山先生盼望日本能做東方王

道之干城，莫做西方霸道之鷹犬。

可惜日本不接受孫先生善意規勸，

甘願做西方霸道之鷹犬。

日本統治臺灣五十年，臺灣人先

覺者蔣渭水醫師企盼臺灣人在中日

間做和解親善合作互助的橋樑。可

惜日本人狂妄已極，自認千百年來

中國首度如此衰弱，日本首度如此

強盛，必須掌握機會全面併吞消滅

中國，淪中國人為奴隸永供驅使。

在日本人舉國陷入癲瘋之時，孫

中山、蔣渭水衷心誠摯之言，沒有

人聽得進去，以致給中日及全世界

帶來巨大災難痛苦。

一百多年過去了，今日日本安倍

晉三又復活了軍國主義。雖經中國

百般退讓容忍勸告，仍然堅持二戰

侵略有理，祭拜靖國神社戰犯是為

國犧牲英靈。釣魚臺爭執毫不妥

協，對台 灣野心勃 勃必欲重吞而

“我們是富裕先進開化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閉塞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

～阿修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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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怎麼辦？敵人的敵人也是你的敵人，怎麼辦？

奧巴馬的外交困境

後快，臺灣人偽皇民也熱切企盼重

回日本母國懷抱。

歷史極可能重演！災難極可能再

來！中日勢必有一場戰爭，其後果

可能是整個地球的災難！

八月卅一日紐約福來興華僑文教

中心舉行紀念抗戰勝利六十九周

年。福來興華人社區的臺灣會館、

台裔、台僑、台美 人社團無一人

參加，參加者幾乎全是臺灣來的外

省人。

不必諱言，臺灣人對抗戰勝利沒

有感覺，對和中國人仇恨的二二八

卻是沉痛紀念永志不忘。這兩個民

族（族群）有著明顯的區別是不同

族類。

台獨台聯立委揚言臺灣人慰安婦

是自願，'婦人挺身隊'支援'大東

亞聖戰'。許多台裔台僑臺灣人偽

皇民都站在日本人立場維護日本

二戰侵略有理。在紀念會中卻有

'南京受難同胞會''對日索賠會

'會長陳憲中先生演講二戰臺灣人

慰安婦問題，輔以幻燈片，催人

淚下。陳先生是道地土生土長的

臺灣人，他與林孝信先生都站在

是非正義的立場上保釣護台反對

日本軍國主義，他們是少見的有

中國人正氣的珍稀臺灣人。

其實日本人中也有許多良知未

泯的人，主張日本應和德國一

樣，為二戰悔罪道歉賠償，與中

國和好相處，共同維護世界和

平。可以在朝日新聞上看到他們

譴責軍國主義，批評安倍囂張暴

舉的言論。

今天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有良

知的日本人雖是少數，也佔有四

分之一左右，而有良知的臺灣人

僅占臺灣人十分之一左右，臺灣

人偽皇民卻占了十分之九，比正

港日本人真皇民的比例還高。臺

灣人良知者比日本人良知者還要

少，您能不浩歎嗎？  

令人浩歎      令人浩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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