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下圍棋，美國人打橄欖球，俄國人下國際象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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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聽張亞中演講統合論有感
耳聞張亞中教授的統合論也有一
段時間了,然而過去幾十年來,各地
華人發表了無數的促進和平統一的
構想和建議,絕大多數在掀起一陣漣
漪後就淡出人們的視野,因此,一直
沒有潛下心來仔細研讀。9月14日
有幸在洛杉磯東郊的西來大學參加
亞中教授的"兩岸關係應如何走？
"演講會,深深的感覺到在臺灣反服
貿學運後,兩岸都重新檢討和規劃未
來的兩岸政策的關鍵時刻,在中美日
圍繞如何處理中國崛起的三邊關系
時,亞中教授的統合論將為促進兩岸
和平,繁榮和兩岸人民的長久利益作
出貢獻。
在與亞中教授的會談中,我感受
到他繼承了中國知識份子以天下為
己任的優良傳統,也具備了西方優良
學者不懼怕面對矛盾,理論邏輯嚴謹
結構完整的優點,同時借用人間佛教
的大愛和「給」的態度來傳輸統合
的理念。我認為這是致力於和平統
一運動的朋友們必須要具有的條
件。
隨著大陸中國的迅速發展,當局
應該有足夠的信心來重新審視行之
有年而並不具有號召力的一國兩制
對台政策。大陸對一中的最寬鬆的
表訴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
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
土完整不容分割。而在實際國際關
係上,毫無疑問的一個中國就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而這是臺灣人民現在無
法接受的。統合論提供了另一個角
度的思維:
1.現階段的中國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中華民國，雖然治權是分裂
的，中國的主權為兩岸人民所共有
與共用不可分隔。
2.在承認兩岸各自憲法的基礎
上,簽定和平協定制訂一個共同憲
法，承諾不分裂中國，兩岸為憲法
上的平等關係，尋求各種議題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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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建立超／跨兩岸機構建立共
同政策。
3.沒有參與就沒有認同，透過共
同參與制定新憲法的過程促進認
同。
統合論的最大挑戰是得到大陸的
理解和爭取臺灣人民的認同。這需
要一個教育過程和外部大環境的改
變。中國統一問題的最終本質就是
價值觀和政治經濟理念的競爭。一
百七十年來的屈辱和落後使得華人
喪失了對於傳統價值觀的信心,也
因此失去對強勢西方價值觀的批判
能力,一窩蜂的迷信西方文明。龍
應台女士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就相當程度的代表臺灣精英階級
和一般百姓的迷失,他們的所謂文
明就是西方文明,他們的標準就是
西方的標準,他們完全忽視了幾百
年來金融寡頭控制下的西方國家對
世界其他各地的殘酷剝削,而這些
劣跡也因為蘇聯式共產主義的失敗
而被掩蓋。
如果金融寡頭控制下的世界秩序
不變,中國的和平統一就不可能實
現。然而,金融危機的爆發和之後
西方國家的應對措施充分顯示出現
今主導世界的西方價值觀和制度必
須更改和調整。美國的經濟和金融
系統面臨結構性的不穩定因素,而
這個不穩定已超過臨界條件,任何
大的波動都會導致系統的崩潰。下
一次金融危機將遠超過2007-09年
的規模,極可能導致美國的破產重
組。美國是個富裕的國家,破產重
組後仍將再起，但是美國所代表的
世界秩序和制度必將受到衝擊。這
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對世界作出
貢獻的時代。對我而言,統合論的
最大價值就是為迎接這個時代做準
備。

人的腦子，據神經學家説，有
許多固定的通道。比如說，一個
血氣方剛的青年男子，只要看到
一位妙齡少女，腦子裡的神經細
胞就會神速地聯想到性。一位中
年未婚女性呢？只要看到一名中
年男子從7字頭的寶馬車裡出來，
就會立刻想到：“他結婚了
嗎？”一個國家也是如此，他們
的策略家的腦子裡也有一些固定
的通道。就中國人而言，正如鄧
小平常說的：“全國上下一盤
棋”。這個棋指的是圍棋。
美國人熱衷的是美式足球，或
者說橄欖球，所以他們的戰法是
只進不退，也不知道迂迴進攻或
者以退為進，並且特別喜歡抱團
和結盟。美國跟大大小小的許多
國家結盟，說什麽它們之間具有
共同價值云云。其實，說穿了，
美國就是要它們作第一道防線。
它們相當於橄欖球的“線上人”
（linemen）。這些線上人既可以
用來防守，也可以用來進攻，而
美 國 自 己 是 四 分 衛 （ quarterbac
k），在線上人屁股後面，先向東
邊嚷嚷，再向西邊嚷嚷，指揮若
定，然後把球往別人的腰子裡一
塞，接下來是地動山搖，塵土飛
揚，而他自己拍拍屁股，身上的
制服塵土不沾（當然，偶爾他也
會被對方的幾個線上巨人壓的喘
不過氣來）。線上人最好是高頭
大馬，每個人都是300磅以上，如
果沒有300磅的大漢，有時也只好
拿些小矮子濫竽充數。在亞洲，
線上人就是第一島鏈，那就是是
日本、韓國、菲律賓等。日本算
是大漢，可是菲律賓就不必提
了，頂多就是替美國佔個位子罷
了。
美國在歐洲的線上人就是北約
盟國。美國人喜歡搞幾道防線，
所以蘇聯解體之後它就立刻去拉
攏中東歐國家，讓它們來充當第
一道線上人。是在這種腦神經通
道的作用下，緊鄰俄國的烏克蘭
就成了美國刻意爭取的對象。
熟悉橄欖球的人都知道。四分
衛必需得到由線上人構建的銅墻
鐵壁來保護，也需要半分衛
（ halfback） 的 衝 鋒 陷 陣 才 能 贏
球。如果線上人不肯拼命效力，
而半分衛好吃懶做，那麼四分衛
自己就要吃苦頭了。也就是說，
如北約諸國和亞洲第一島鏈國家
都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都在國

中國跟美日展開印度爭奪戰
曾經在印度外交界任職29年及曾
任 駐 土 耳 其 大 使 的 M K
Bhadrakumar是 Asia Times的 長 期
評論員，他最近談到習近平訪印時
提 到 ， 在 2008年 的 西 方 金 融 風 暴
後，莫迪，當時還是古吉拉突邦的
地方首長，曾經四度訪問中國。他
指出，就在最近幾年，不少印度精
英開始對西方的民主制度表示懷
疑，認為它未必能解決新興經濟體
的發展問題。他說，15年前，當印
度經濟發展順利的時候，在美國的
拉攏下，它曾經想脫離長期堅守的
不結盟政策，跟美國建立戰略夥伴
關係，抵制中國的"擴張"。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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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金融風暴和經濟進入低潮之
後，印度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轉
而對中國的發展模式感到興趣。
今年三月，當俄國兼併了克裡米
亞後，美國在安理會中提出譴責俄
國的決議。俄國當然予以否決，但
有意思的是，印度跟中國一樣，都
投了棄權票。7月間，金磚五國在
巴西舉行會議，決定成立金磚國家
發展銀行，與被西方霸佔著的世界
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打對台。
此外，印度本來是上海合作組織的
觀察員，而現在已經為成為正式會

員提出申請。上合組織的基本成
員是中、俄以及四個中亞的斯坦
國，它很可能在今後數年接受印
度、巴基斯坦、伊朗及蒙古為成
員。有這幾個國家加入後，上合
組織就包含了亞洲大陸的核心部
分、兩個南亞大國和一個中東的
產油大國。這一切似乎顯示，世
界格局在逐漸改變。在這個時
候，新任總理莫迪9月間先訪問了
日本，然後迎接訪印的習近平，
接下來訪問美國。顯然，他正在
衡量，在與中、美、日三國的外
交中，他應如何選擇。他的選擇
無疑將會對世界局勢，特別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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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上搭美國的便車，那麽這支橄
欖球隊的前途就不太光明了。這
就是為什麼美國最近常常自己赤
膊上陣。
我們回過頭來談談亞洲的佈
局。中國對美國的第一島鏈很有
意見，所以想把它往後推。於是
乎成功地自主製造了東風21，這
是一種多彈頭導彈，特別能夠對
付移動目標，如航空母艦，目的
就是要把第七艦隊逼到500海裡以
外。現在好像又成功製造了射程
更遠的東風25，所以美國開始把
軍事重點往後移，移到到關島和
澳洲。日本似乎覺得美國靠不住
了，所以想發展自己的攻擊性武
器。但是，中國的戰法恐怕達不
到目的，因為橄欖球的打法是硬
碰硬的，不正式衝突而想要美國
實際上退出第一島鏈是不可能
的。
這是中國應付美國橄欖球打法
的對策，可能不管用，可是中國
另外有一套棋法。下圍棋講究的
是佈局，佈完局之後要做眼，把
地盤做活，所以中國對付美國的
辦法是到非洲做眼，到拉丁美洲
做眼。做眼求活了之後就逐漸擴
大地盤。早年中國在非洲只有可
憐兮兮的坦桑尼亞和蘇丹這類窮
不拉嘰的“眼”。現在不同了，
現在已經把南非也拉了進來，共
同成立了金磚銀行。可以說，美
國已經輸掉了非洲。
拉美也是如此。當初中國只有
古巴和委內瑞拉，而現在把最大
的巴西也拉進了金磚銀行。中國
跟非洲和拉美的貿易額都是世界
第一。也就是說，就在美國經營
構建幾道防線的時候，中國已經
在別處打開了活路。
當然，就圍棋而言，在四個角
上都占了些地盤是遠遠不夠的，
重要的是中盤，一定要在中央地
帶做活一條或兩條大龍，那才是
致勝之道。因此，在習近平的領
導下，中國正在推動“一帶一
路”，也就是一條陸上絲綢之
路，從中國經中亞、俄國，一直
通到德國；另一條是海上絲綢之
路，從南邊經過將在泰國打通的
運河通往歐洲和非洲。如果兩條
龍都做活了，那麼中盤就穩住
了，二十一世紀就的確是中國的
世紀了。

亞和東南亞的局勢，產生重大影
響。
中印都是文明古國，但是高山
阻隔，從來都不怎麼親近。在英
國殖民時期，東印度公司是大英
帝國向中國販賣鴉片、侵略中國
和染指西藏的根據地。當前，中
印之間的領土問題，以及印度收
容達賴喇嘛及十幾萬西藏獨立運
動者的問題，也都根源於這段歷
史。如何妥善處理這兩大難題是
中印合作的關鍵。在習近平的"一
帶一路"的兩條絲路的大戰略下，
改善中印關係可說是絕頂重要，
所以有迫切解決兩個問題的必
要。
老實說，莫迪若選擇跟中國親
近，他在國內的阻力非常大，更

Chinese Americans Should Vote on Issues, not Party Line
United States, as we all know, has essentially a two-party
system. Although there are minor parties, but they have almost no
influence at e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Tea Party stands out. The tea party
started as a movement, concerned with the national debt and bloated
federal budget. The Republican Party, being the party on the right, tried
to woo tea party votes. Hence the 2010 congressional election produced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Republican congressmen with tea party support.
However, the Tea Party's momentum does not seem to lead to a third
major party formation in view of their recent setbacks in some local
primary elections.
Maybe it is not a bad development, since more political parties
may not be a good thing in a democracy. More parties tend to divide the
nation, resulting in weak and unstable government. The two-part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reasonably well for nearly two
centuries. However, as the world affairs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many domestic issues beg for effective solutions, the American twoparty system seems to show strains in electing capable leaders who can
unite the people and carry out effective policies. Likewise, the Senate
and Congress have been behaving irrationally， with bipartisan
bickering, rendering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mpotent and crippling the
Administration's ability to take actions.
Since the U.S. is the biggest melting pot in the world, with 340
million people divergent in ethnicities and races, divided opinions and
interests are unavoidable. However, with high literacy rate, the United
States presumably has an educated voting population, who are capable
of making rational decisions when exercising their voting rights, thus
correcting a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Can this happen? We may recall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Obama was elected as a young, energetic, wise and tough
leader. Many voters voted cross party line to elect a new leader to save
the country from bankruptcy and to halt the devastating wars the country
was engaged in. Unfortunately, the voters elected a leader who might
have been a good social organizer but was inexperienced in foreign
policy matters, and who is now trying to conduct the foreign affairs from
a lectern, rhetoric and inconsistent. Also unfortunately, the American

voters elected a divided Congress immersed in hostile bipartisan fights.
Of course, this has to stop or the U.S. is heading to further decline and
weakening her ability to perform her role as the world leader.
For ordinary citizens, politics is not science, it is simply
viewed as a collection of issues affecting their liv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merges into a voting index - economic outlook for the
citize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For political activists,
politics maybe more complex, treating politics like science, arguing
about ideologies and principles, stripping down the issues to the
barebones, forgetting about the large fuzzy picture the ordinary citizens
see.
Unfortunately, the activists with their intellect, organization
skills and persistence, backed by huge amounts of money, are able to
impose their views on the candidates and ordinary citizens and to
influence election results. The more money they have, the more mass
media time they can buy and the more influence they can affect on the
voters and candidates. Sadly, the elected officials, instead of trying to
fulfill the real mandates of the ordinary citizens, follow the doctrines of
the activists. You would think a smart man like Obama in his second
term, facing no future election, could shake away from the grip of
activists or money groups, but that is hardly the case.
I have pointed out previously that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very critical for resetting or setting a new direction regarding
US-China relationship. If a wrong US leader were elected in 2016, the
subsequent leaders in China and the U.S. may enact a series of
measures and countermeasures， producing a hostile US-China
relationship, potentially leading to war. Therefore, for all Chinese
Americans,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critical, and the
candidate's view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m to consider. Every Chinese American must exercise his or her
voting right carefully. They should start paying attention now. I will
discuss below how every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 can weigh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make his or her vote count.
Chinese Americans, like many other American civil or ethnic

順便說一句，圍棋是很文雅的競
技，比賽時絕對聽不到廝殺之聲，
大大有別於橄欖球。
俄國呢？人們素知，俄國人是國
際象棋高手，屢次奪冠。普京的棋
藝相信也不賴。國際象棋講究的是
虛虛實實，聲東擊西，棄子保后
等，尤其是在雙方膠著的中盤，高
手必需能夠堅守待變，趁機反擊。
這在烏克蘭事件上我們看的非常清
楚。當初，普京沒有想到親俄的政
權居然會被群眾運動給推翻了。他
當然知道美國在背後給錢，支持親
西方的群眾運動，可是他有苦難
言，誰叫烏克蘭政府既貪腐又無能
呢？他的對策是，你吃掉了我的
相，我就吃回你的堡壘，西方把烏
克蘭奪了去，他就把克裡米亞拿過
來。當然，西方也不肯就此罷休，
所以對俄國施以制裁，並且新政府
成立後就立刻發動攻勢，要奪回被
親俄武裝人員佔領的東部地區。如
果東部被烏克蘭奪回，俄國就失去
了談判的本錢，那就只有認輸。普
京可不是肯低聲下氣認輸的人。為
了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普京明裡說
是不支持東部的武裝人員，可是暗
地裡他當然非支持不可。因為，只
要守住東部，頂多兩個月，冬天就
會悄然到來。冬天一到，膠著的局
面立刻轉變為大大有利於俄國，因
為俄國在天然氣供應上卡住了歐洲
和烏克蘭的脖子。對此，普京早就
看的一清二楚。就目前的情況看，
普京可能不需要等到冬天就已經獲
勝，至少也已經逼平了對手。
老實說，按照孫子的說法，上戰
是不戰而勝，而殺聲震耳的勝利是
下戰。這可能是我們中國人的偏
見，所以不能認為圍棋打法必然勝
過橄欖球打法。不過，奧巴馬看來
是個小兒科，對棋藝真的是一竅不
通，仍然沒有體會到，戰法各有巧
妙，沒有一種打法可以通吃。這也
不能怪他，因為美國當老大當慣
了。橄欖球比賽是對等戰爭，雙方
都是11個人，並且必需遵守球賽規
則，例如球不離地線上人不准動等
等。所以，奧巴馬一直在喊：“犯
規！犯規！”沒錯，俄國佔領了克
裡米亞，然後又越境到烏克蘭領土
之內支持反政府的武裝力量，的確
犯規。可是，奧巴馬老兄，普京不
是在跟你打橄欖球耶！他是在跟你
下象棋耶!你吃他一個子，他就吃
你一個子，他跟你比賽，用的不是
你橄欖球的球規嘛！
你說，這種競爭如何論輸贏？
不要提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壓力
了。比較有利的是，莫迪跟習近
平一樣，也自視為中興領袖。他
知道印度的缺陷是基礎設施落
後、貧富差距大、社會階層壁壘
分明等，要跟西方合作，西方時
常是口惠實不至，要跟日本合
作，而日本則是日暮西山。所以
Bhadrakumar說，"總之，不論是西
方國家還是日本，都不可能提供
能 夠 跟 中 國 同 等 規 模 的 參 與—設
立工業園區、使印度失靈的鐵路
系統恢復運作等。"還有，"中國一
開口就說預備投資500億美元來提
升印度的鐵路系統。這就說明了
一切。"
我們希望他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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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may join either Republican Party or Democratic Party, or remain
independent. Many politicians and party technicians often think, if an
ethnic group is evenly divided in its party affiliations, their votes would
cancel out, and they may ignore that group. From Chinese American
population standpoint, I can understand how some of them maybe
Democrat, some maybe Republican, based on different issues or
attributing to different generations. Let me assure you, your vote and
support will not cancel each other out if you do the following:
1. Declare that China-US relationship is the highest priority issue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 you, your spouse and your children or your
parents.
2. Engage in politics by making small donations. Please always write a
sentence on the memo line on your check. (For example: By accepting
this donation of $10 (or $25 or more), you agree to promot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r write a letter attached to the
check with a similar message).
3. Send this small donation to the candidate you want to support, and you
will get the following results:
I. your check is cashed with or without acknowledgment of your request;
or
II. Your check is not cashed with or without an acknowledgment of your
request.
Any candidate sending you an acknowledgment is honest and
conscientious about the China policy. So, you should vote for the one
who cashes your check. If the candidate does not acknowledge your
request but cashes your check anyway, you w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atch the campaign about your request. If the campaign violates your
request, you could demand explanation, possibly through media, giving
you far more power than your small donation. If every Chinese American
exercises the above political support mechanism (a small affordable
donation), the net effect can be huge. The Chinese American voters will
be regarded as serious and united, no matter what is their party
affiliation. This exercise should work for any election on US-China issue
or othe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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