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arly five hours of unprecedented and surreal talks between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North Korea's Kim Jong Un culminated on 
Tuesday (June 12th in Singapore) with fulsome declarations of a new 
friendship but just vague pledge of nuclear disarmament.", reported by Kevin 
Liptak on CNN website in an article entitled, 'Trump's North Korean gamble 
ends with 'special bond' with Kim'.  Despite of being a historical event where 
the two leaders extended their handshake giving the world-wide news reporters 
an opportunity to capture an image of openly friendly gesture, the real 
accomplishment of the meeting did not go beyond what Kim had said in April 
nor added any substance over Trump's praise of Kim being a talented young 
man. Now the Korea Peninsula issue is in the shadow; the world is 
preoccupied by the trade wars, President Trump has just put it in high-gear.
But the peace in Korea Peninsula is a very serious matter; it is not only a 
concern of the Korean people but also on the mind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neighbors of Koreans, for decades.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s not limited to 
denuclearization by North Korea (NK) or to stopping military exercises and 
pulling out troops by the U.S. The core issue is whether or not there will be a 
real peace treaty signed by the two Koreas (NK & SK) and the U.S. witnessed 
by their neighboring nations, China, Japan and Russia. For the Korea Peninsula 
region,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genuine peace treaty. Of course, the 
essence of a peace treaty will require denuclearization, removal of foreign 
troops and final reunification of two Koreas or at least a friendly coexistence of 
two Koreas under a peace treaty. The history of West and East Germany and 
the present day united Germany surely serves as a good lesson and model for 
the Korea Peninsula problem.

Why isn't a peace treaty signed in 1954 when the Korean War was halted 
by the leaders then, Kim Il Sung, NK, Syngman Rhee, SK and Dwight 
Eisenhower, the U.S.? At that time, there was no nuclear threat issue.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U.S. was overwhelming. It was almost certain that the 
U.S. could get a peace treaty between the two Koreas if she wanted to. For 
over six decades, NK has consistently proposed peace agreement to replace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wishing to end the abnormal situation - military tension - 
to a normal relation - Peace. D. shin, an academician, in his article, North 
Korea's Perspectives in Its Argument for A Peace Treaty, published in Asian 
A f f a i r s ,  4 8 : 3 ,  5 1 0 - 5 2 8 ,  o n l i n e  o n  S e p t e m b e r  1 4 ,  2 0 1 7  
( ), argued to support the above https://doi.org/10.1080/03068374.2017.1361244
NK position by "making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North Korean texts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perspective, rather than a reliance on conjecture about its intentions 
and policy objectives". 

Many experts argue that the NK proposal for a peace treaty has always been a 
strategic deception. Shin's study on the NK's proposed languages on peace treaty 
and various statements over the years was to find what the definition of peace in 
NK's perspective is and to justify putting peace treaty on the negotiation table to 
resolve the Korea Peninsula issue. In the past, I have discuss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ccept the idea of reunification of the two Koreas and to achieve a true peace 
treaty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Korea Peninsula problem. I am glad to see that Shin's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my thought. 

It is worthwhile to summarize Shin's conclusions below in a few concise 
statements to appreciate NK's perspective on the peace issue, perhaps helpful in 
solving the NK dilemma:

1. Peace means ending of the armistice status -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litary 
tension in Korea Peninsula and isolation of NK from the world -, both are 
abnormal.

2.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does (did) not define the 'final peace'. 
Reunification is the ultimate goal.

3. Armistice is the anti-thesis of peace. The current armistice did not reflect or 
honor the agreement. ("For example,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and (UNC) was a signatory of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and the UNC was 
dissolved by the 30th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held in 1975 but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did not reflect this changed reality. In addition, NK claimed 
that the US violated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by appointing a SK general 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Military Armistice Commission (MAC) in 1991and by 
withdrawing the Neutral Nations Supervisory Commission (NNSC).")

4. The assignment of the U.S. military and shipments of large quantity of 
military equipment to SK by the U.S. are obstacles to peace. (NK realizes the 
nuclear weapon she developed is a major obstacle to peace.)

NK essentially wants to have a peace guarantee and certain peace mechanisms 
leading to peace. Peace treaty is the necessary step to reach a genuine peace with 
reunification or a friendly coexistence of two Koreas as the final goal. Though the 

NK and SK governments have not focused on the term 'reunification' frequently due 
to political consideration but the people of Korea do equate that to the ultimate 
peac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are often solved by intelligent world leaders; skidding 
back to the 1954 Geneva conference on Korea may elucidate this point.
Recently, I had the fortune to have met a giant journalist, Mr. Seymour Topping, 
former NY Times Managing Editor and Administrator of Pulitzer Prizes, and had 
begun to read his books. In one of his books published in 1971, coauthored with 
Tillman Durdin and James Resto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from Red China, I 
came across many interesting chapters reporting about China, political observations, 
China's transformation, Nixon's historical China visit, as well as interview with 
Premier Chou En-Lai. One particular chapter contributed by Audrey Ronning (Mrs. 
Seymour Topping, a photojournalist and Prose Award Winner, whom I had the honor 
to be acquainted with), entitled, Premier Reminisces with an 'Old Friend', had a 
passage very relevant to our discussion here. Premier Chou En-Lai met with Chester 
Ronning, Audrey's father, Charge' d'affairs of the Canadian Embassy and their 
conversation turned to the 1954 Geneva Conference on Korea, where Mr. Chou 
headed the Chinese delegation and Mr. Ronning was the acting head of the Canadian 
delegation. 

Chou was known to push for the peace treaty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udrey Ronning's chapter, she wrote: "It was recalled how Mr. Chou had opposed 
the permanent closing of the conference when it became deadlocked. Instead, he 
proposed that it be adjourned sine die, to be recalled when the time seemed more 
appropriate to replace the Korean armistice of July, 1953, with a peace treaty." ""if 
we had accepted your proposal at the Korean conference," Mr. Ronning said, "we 
could have had a peace treaty."" This passage strokes me hard, indeed, Mr. Chou 
was a great statesman and he could see clear and far. In 1954, Gen. Walter Bedell 
Smith, head of the U.S. delegate at the Geneva conference and President Dwight 
Eisenhower were too much influenced by the US military to see the political value 
of a peace treaty versus an armistice. If a proper peace treaty was established in 
1954, history would have been rewritten, no nuclear threat from Korea today. 

Sixty four years later, the Korea Peninsula problem falls on the lap of President 
Trump, a self-claimed non-politician and expert on negotiation. Having a summit 
meeting with NK leader Kim Jung-En was Trump's bold move but following 
through to achieve a genuine peace in Korea Peninsula benefitting the world 
requires Mr. Trump to think and act like a great statesman. We Americans hope that 
President Trump will reflect on the history and absorb the wisdom of many great 
leaders before him and make a genuine peace deal for Korea Peninsula in their 
second summit.

Ifay Chang. Ph.D. Author and columnist,  and .com, www.us-chinaforum.org
Producer/Host, ScrammblewordGames (on Youtube) Weekly TV Show,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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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關係歷史變化
中 美 關 係 自 十 九 世 紀 有 正 式 接 觸 以

來，相較於其他西方殖民侵略國家而言，
中美關係算是較好的。美國雖也是八國聯
軍之一，但她對中國的態度是比較溫和帶
有同情心的，這從美國把給她的庚子賠款
用在建大學和供給華人留學美國來看，中
國人民對美國是比對其他西方國家要好，
多年來留美華人也對促進中美關係有正面
的影響。二次大戰中美聯手抗日，更加強
了中美合作互助的關係。 二戰后，中國
內部分裂，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最終統
一大陸，而美國支持的國民黨退居台灣。
美中關係因而複雜，首先中美捲入南北韓
戰爭，加強美國助台以求顛覆大陸政權，
繼而面對現實，承認共產黨領導的中國，
轉而把台灣當作抗衡中國的棋子，美其名
為維護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而實際是為
保持美國二戰后建立的全球霸主地位，
1990蘇聯正式解體，但國際情勢變為多頭
經濟強國，美國從佔40%全球經濟降到
20%，而在國際政策上屢有失誤，造成國
際領導地位動搖。近三十年中國韜光養
晦，極力推動經濟發展，變成全球第二大
經濟體，並有系統的開發中國成為全球製
造強國。相對地美國製造工業退縮，著重
金融操作服務，以致對大部分貿易伙伴入
超 。 對 中 貿 易 逆 差 達 1223億 美 元 （ 201
7）。再加上美國政府每年財政超出預
算，靠舉債度日，造成巨大債款，使美國
產生恐慌。在此中美當前情勢背景下， 
把中國列為敵人， 美國啟動貿易戰，是
不難想像的。

㆗美當前情勢分析
美國黑馬特朗普當選第45屆美國總統，

以「美國第一」，「再強大美國」為競選
口號。 當選后，以商人打算盤思維，來
扭轉美國國運。中國的高速崛起，對美大
額出超，就變成特朗普的頭號目標。他推
出50， 500, 及2000億關稅加於中國輸美貨
品，首輪已發動，第三波聽証會已過，即
將發動最大一輪的關稅。 中國的反應非
常冷靜，美國以往對其他國家的經濟戰， 
譬如80年時代對日經貿戰，給了中國教
訓，以目前觀察，中國的奉陪到底似乎是
她的決策。可是特朗普上任總統必須面對
美國歷年來的國際策略，尤其是中國政策
的歷史包袱。他能不能有突出，有改變，
目前還不能預料。可是他周圍的幕僚，國
會的中國台灣情結，歷代政權延續的搖擺
式中國政策對他自然有影響。目前特朗普
不參加APEC， 想把中國推出WTO， 要各
國列出中國企業對他們的損害，要使中國
不再強大，都是台面上的台詞。相反的中
國似乎很堅定，對付美國經貿戰很小心謹
慎，不刺激美國，國際外交照既定政策進
行。對台灣政策倒是有了基本的改變，把
台灣做為美國棋子的情況有了明確的分析
和了解。兩岸統一問題已經是從無時程表

到有時程的定案，屬於國際外交，中美
關係中的一環。

㆗國撐得住美國對華經貿戰嗎？
先看看最早的交峰，中國輸美貨品

（硬產品） 比美國輸中的服務業（軟產
品）多許多，關稅戰不對襯，美國加進
口稅，中國必須要用其他法子。美國每
年賣給中國大量大豆， 中國不買美大豆
以對抗美貿易戰，打擊美國中西部支持
特朗普的農民， 改向巴西購買， 巴西因
旱產量不夠，向美國購買轉賣中國加成
賺利。同時日澳表態要買美大豆， 因而
美國豆農並沒有受到大的損害。相反
地，天公不作美， 中國天旱小麥玉米減
產，因雨而大豆生產降低。大豆不夠，
也影響到豬肉生產，近日中國發生'非洲
'豬瘟事件的新聞，對民間頗有影響。中
國糧食不夠囤糧會造成通貨膨脹。美國
先對500億中國產品加10-25%關稅，下一
波要對$2000億中國輸入貨品加稅，在貿
易戰中，美國似乎佔了上風。（有估計
美國得利+$3.5兆美元，中國失利-$2.1兆
美元）所以在這次中美貿易衝突中， 與
以前中日，中韓，民意情緒高漲的貿易
衝突不一樣，沒有抗議，沒有拒買，在
文宣方面，放低姿態，儘量忍耐不刺激
美國，甚至有人認為像"利害了我的國
"和"中國2025"是導致美國發動對中經貿
戰的原因。

但是實際上中美貿易逆差并不是主要
爭點，美國多年與許多國家都有貿易逆
差。美國注重的是"國家利益"，說白了
是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美國把一切國際
事務與美國國家安全一起考量。美國對
中國的防堵一直沒有放鬆。美國去年的
國家安全白皮書，指名把中國當作國家
競爭對手。最近美國把投資法與國家安
全卦勾， 給與外貿委員會權力去調查，
拒絕中國來美的投資，購買美國企業。
同時限制美國企業向中國供應科技技
術。其目的是全面對中國發動經濟戰，
要打趴中國。除了發起關稅制裁，還想
催毀中國（紅色）制造鏈，鼓動供應制
造工廠由中國撤出搬到越南，印度和日
本。并掐住關鍵技術阻止中國的科技工
業制造的全面創新升級。台灣的六大代
工在大陸工廠已有變遷，但要注意不要
因近利而損失長遠利益。

中國製造2025是真正中美衝突焦點
據新聞報導，中美貿易談判，最大關

鍵議題就是美國要求中國停止「中國製
造2025」計劃，而中國拒絕。此項計劃
是中國要把製造工業的技術檔次提高，
這個方向是任何開發國家必走的方向。
像已開發的德國，他就有他的德國製造
4.0. 就連東盟國家也提出了他們的4.0 計

劃。提高技術，當然要取得技術或者研發
技術。任何國家在沒有技術的時侯都會想
盡方法引進技術，美抄英，日抄美，實例
可循。而有了技術時就提防別人抄襲和趕
上。美英歐日都是過來人，如今中國趕上
來了，專利申請已耀居世界第一。她要繼
續提高技術是必然的結果。美國有了警
惕，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壓力，對中國開始
了貿易戰，經濟戰，是可以預期的。其實
近期的經貿戰最大的作用還是打醒了自
己，當然更打醒了中國。美國對於中興
（ZTC）的芯片禁售就完全打醒了中國半
導體工業，必須要有芯片的整套原料，設
計和製造的技術，才能保障中國製造業的
前途，因爲半導電子電路，處理器，記憶
體是所有製造技術和產品的基礎。技術不
斷進步，提升，技術競爭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中國製造2025」是中國不可取消的
國家政策， 也是美國擔心提防的所謂國家
安全問題，從商業經濟到國防軍備。

美國在半導體工業一直領先，但是日本
緊跟在后，先進國家盡量控制著關鍵技
術，像晶片原料，紫光刻光機，大型及高
功能集體電路設計， 超高速計算機， 航空
技術等。另外要在新的領域裡要有創新的
能力，譬如，超導技術，衛星通訊，量子
計算，在中美之間已經成為競爭項目， 造
成兩者為全方位的對手。貿易戰解決不了
競爭的問題，軍事戰在核威下也不是選
項，而是只有在競爭中找合作，找共贏。
譬如在智能電話，網絡通訊上已經進入第
五代（5G）， 中國有近一億人用智能手機
及網絡通訊。蘋果雖為手機高檔產品，通
銷全球，但是不得不向市場低頭。任何技
術發展出產品，最終要靠市場， 華為在
5G技術上佔了先機，又有中國的龐大市場
為后盾，即使美國排斥華為不讓它進入美
國市場，也並不能抵擋華為成為世界龍頭
老大。

㆗美經貿戰的結局
美國可以向中國打貿易戰和經濟戰，可

能得近利，也可能會使中國很慘，但是也
會把美國經濟拉垮。在不能有核子戰爭兩
敗俱傷，世界毀滅的前題下，中美經貿戰
是不會持久的，也不可能持久，一個北韓
經貿制裁對抗核武開發的問題都拖了數十
年， 不能解決，遲早還得以多方談判來解
決。中美是兩個大國，互不有利的路是不
能走太久的，不但對雙方經濟有害，而且
對全球經濟有大影響，可能帶來全球經濟
蕭條。任何政體都會受到壓力和打擊。中
美兩國就在這種背景下不得不妥協， 經貿
的較勁就變成了政治和外交的較勁。以上
述歷史變化，情勢分析，及經貿戰焦點 -
「 中國製造2025」 和中美全方位競爭來
看，長期競爭中尋找短期的妥協是必然的
結果。至於這個短期會多短，會多頻繁，
那可能要看中美民間，企業間的互動，越
多互動越多了解，就能產生越多妥協， 因
爲真實的民意，不是假新聞，最后是會影
響政治的。中美經貿戰最終是在政治外交
妥協下解決！

張一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來美四
十餘年，現已退休，仍致力於推動中美文
化及教育活動。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美國貿易戰大棒全球狂掃，現在塵埃逐漸落
定，果然真正目標只有一個──中國（其他只是
陪打）。價碼有如拍賣場上，愈喊愈高，現在已
經喊到2000億了。這場雙方都清楚沒有贏家的戰
爭為什麼要繼續打，而且愈打愈激烈？張一飛和
王文軍兩位先生從不同層面分析，結果是這埸還
真不能不打，除非雙方「同時」醒過來。

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是處於劣勢，但有個最大的
收穫──「終於醒了」。光靠低附加值的產品是

站不直的。向高端產業進軍，附以廣大內需市場，還要怕誰？
美朝之間的交集隨著特朗普的抽風行為及貓戱老鼠的心態，好像有點玩不下去

了。好在朝韓首腦的交流非常積極。説實在的，雙邊簽訂「終戰協定」，停止敵對
行動，真沒有美國什麼事了。Dr. Wordman 提到的半島和平協議是徹底解決半島問
題的關鍵所在。

連石磊先生繼續提供兩篇台灣時事短評，也歡迎曹忠華先生加入。

本期責任編輯 陳憲中 , e-mail:  schen193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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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㆒飛

是誰扼殺了促轉會？！
台灣島內最近幾天最夯的新聞、非促

轉會副主任委員張天欽的「東廠」說莫
屬。

促轉會：是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簡
稱， 原本的用意是要將國民黨當年執政
時,運用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以不正當、
不正義的方式羅織罪名、大搞白色恐怖, 

希望能夠查明真相平反冤曲，讓台灣
島內族群融合。

熟料自許為天縱英明的促轉會副主任
委員張天欽，人如其名（奉天承運、接旨
欽此），竟然異想天開在內部會議時肆無
忌憚口出狂言， 把促轉會自諭為東廠
（會議時有錄音），同時更直言民進黨立
委是側翼部隊，一定可以擊跨侯友宜，整
倒國民黨。

天啊！！！今夕何夕、今年何年，都
已經解嚴30多年了，竟然蔡英文總統會任
命這款的特任官。據悉張天欽的妻子，也
是小英總統提名的監察委員，夫妻倆均貴
為高官厚祿之人，若非彼等長袖善舞趨炎
附勢，焉能攀上層峰,享盡榮華富貴，否
則就是小英總統識人不明，要不然怎麼會
在年底九合一選舉將屆之時突然拋出東廠
說。

此說一出，果然禍從口出、潑出去的
水、覆水難收，在政壇上引起軒然大波，
民進黨有這款的豬隊友，今年年底的選舉
想要贏、恐怕難如登天，這不是綠色恐怖
什麼才是綠色恐怖！

雖然張天欽在東窗事發之後立即自行
請辭，想借此一舉措消彌社會輿論之撻
伐！未料事與願違、除了行政院長賴清德
親自出面向國人道歉之外，參選新北市長
的前行政院長蘇貞昌，更是急得跳腳，直
呼官員口無遮攔不適任，要下臺，蘇前院
長今年老驥伏櫪，代表民進黨在新北市和
侯友宜對陣、已經打的氣喘吁吁，好不容
易民調稍有起色，被張天欽突如其來的
「東廠」說倒打一耙，內傷之重可想而
知。何況「東廠」說的外溢效應、更有可
能影響全台各縣市長的選情，民進黨中央
切勿等閒視之。其後遺症之嚴重，11月
24日開票時將可見真章。（連石磊）

台灣時事短評（㆓）
藤井實彥應該要認罪、要道歉、要賠

償。
數日前有個不入流的日本觀光客，名

字叫藤井實彥的，來台觀光（還是台灣政

府花錢補貼他）到了台南市一家日本百貨
公司對面，國民黨台南市黨部旁，一眼瞧
見豎立的慰安婦銅像，竟然不假思索的抬
起狗腿踹向慰安婦。

此一魯莽行徑，經媒體報導後、立即
在台灣島內引起軒然大波，更有甚者在
台、日之間盪起原本平熄已久的諸多紛爭
（如釣魚臺島的主權之爭、琉球地位未定
論等），更激起台灣人民對日本在二戰期
間種種暴行的記憶。義憤填膺之餘又適逢
台灣今年底九合一選舉正在進行中，因此
諸多政黨的侯選人正好拿來當成最佳的造
勢題材，紛紛集結人馬、前往慶城街的日
本在台交流協會、表達嚴正的抗議。

藤井實彥於踹後次日即匆忙搭機返回
日本，這個小日本鬼子絕對始料未及，他
的狗腿一踢、竟然踢出陣陣漣漪。

日本政府自二戰結束迄今為止，對當
年日軍的獸行導致東亞地區週邊國家深受
其害的痛苦，一直沒有誠懇的面對現實，
不認罪、不道歉、不賠償，依然我行我
素，這種喪心病狂的心態，只有讓日本引
以為傲的大和民族蒙羞。

藤井實彥回到日本之後，雖然透過媒
體解釋說：他是因為腳麻而抬腿，並不是
要踢慰安婦銅像，可惜附近的監視器系統
會說話，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事實勝於雄
辯，誠心誠意的道歉、認錯，方為上策。

見微知著、由小看大、難怪日本政府在
中、美、俄、韓、台、泰、越、緬、菲、
星、馬、印，等國家之間，一直無法取得
良好的關係。自作孽不可活，我由衷的奉
勸日本政府盡快幡然悔悟，虔誠的認罪、
道歉、賠償。如此才能彌平傷口，讓慰安
婦的尊嚴、正義公理得以伸張。（連石
磊）

台灣時事短評(㆔)
9/1/2018 ㆗國大陸對臺灣㆟民發"居住

證"㆒事：
這是大事亦好事，但臺灣陸委會卻挖苦

說要小心，打手指印，中共更易控制人民
了。想當年，留學生不是拿了"簽證"，才
可 以 入 境 美 國 ， 然 後 申 請 "居 留 "（ 綠
卡），我在當地警局不但作了十個手指，
另加兩掌的紋路記錄，警局還轉送資料去
FBI。五子登科，最後就要歸化"入籍"了，
圓了此三部曲夢，美國不也是控制所有人
民 的 個 資 。 中 國 所 用 的 "臺 胞 證 "（ 簽
證），"居住證"（相當於綠卡），最後成
為中國公民的三部曲，不也是接軌世界的
潮流嗎？沒有國家強迫你，人的自由意志
選擇，陸委會可真是井底之蛙，卻夜郎自
大。台獨的FAPA, 40多年前首先改變兩岸
現狀，在美國會大搞'獨立建國'的統戰嗎？
馬不知臉長，沒學過中國歷史，真丟臉！
（曹忠華寫於達拉斯9/3/2018）

Trump's Next Move - A Peace Treaty for Korea Peninsula Is Necessary for Real Peace

㆗美經貿較勁真正焦點 - ㆗國製造2025㆗美經貿較勁真正焦點 - ㆗國製造2025㆗美經貿較勁真正焦點 - ㆗國製造2025

火熱的八月，人比較氣躁，海那邊的
特朗普咄咄逼人，揮動著貿易戰的砍
刀，對中國說：零關稅，全面開放，撤
銷所有壁壘，同時也有其他政治要求。
海這邊的蘇州昆山，上海的後花園，人
間天堂最富裕的地區，一個花臂男（中
國文化裡黑社會形象），在等紅燈時開
寶馬車駛入慢車道，撞到騎電動自行
車，不僅不道歉，接著下車毆打自行車
男，還從車中取出砍刀砍殺自行車男，
結果，砍殺過程中，砍刀落地，被自行
車男撿到後，奮起反擊，反殺花臂男。

此案在國人中是否屬於正當防衛，還
是防衛過當的爭論。雖然最後檢方認定
為正當防衛，卻也被認為是輿論的勝
利，而非法律的公正。

在國人的傳統習慣裡，遇到侵害時，
只能跑，然後報警，等待警方制止傷害
或者等待警方事後判罰，反抗的結果不
是被傷害就是防衛過當，遇到事躲著
走，成為習慣。

在美國遇到此事會怎麼樣呢？正好
7月美國也有一個這樣的案例：美國佛
羅裡達州克利爾沃特，一名女司機佔用
殘疾人停車位，47歲男子邁克爾上前理
論。女司機男友馬格斯聞訊趕來後將邁
克爾摔倒在地，邁克爾認為人身安全受
到了威脅，掏槍還擊，馬格斯身亡。根
據美國佛羅裡達州"不退讓法"，警方並
沒有逮捕邁克爾，認為其行為是正當防
衛。

再過來看中美貿易戰，美國認為中國
發展威脅其安全，所以發起對中國的貿
易戰，在其看來是「正當防衛」，也是
天然正義的，是法律賦予的天然權力將
可能的傷害扼殺在萌芽中。中國認為，
是美國挑起爭端，中國沒有傷害美國利
益，中美貿易是互補行為，大多貿易都
是為美國打工賺點苦力錢，對美國沒有
威脅，是美國胡攪蠻纏，妄圖扼殺中國
經濟，獲得更多和長久的利益。

亞太4週大事記（2018.08.26〜2018.09.22）

台灣時事短評(㆒)

從「花臂㊚」反殺案談貿易戰
◎王文軍

於是乎，美國乾脆俐落，先扣小偷流
氓的帽子，再挑起膀子直接幹，WTO規
則，綁住手腳，乾脆甩開，與各國強勢
談判，單邊貿易協定，也不要什麼貿易
組織啦，想和美國做朋友做生意的，就
和美國單獨談判，我的利益就是我的規
則！

再觀中國，尋求WTO談判，爭取大多
數國家的道義支援，試圖延續規則。滿
世界高喊委屈，高喊，我不怕流氓，我
們是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我們賺的都是
血汗錢。

可有用嗎？當對方已經不在乎規則，
我即是法的時候，喊員警有用嗎？傷害
已經造成時，事後找員警有用嗎？在能
反抗時不反抗，尋求警方介入有用嗎？
也許像「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絕不會缺
席」這句黑色幽默。當傷害已經造成不
可逆的結果時，遲來的正義與缺席有什
麼區別呢？

說到底，實力即是正義！
啥時能拿起刀反殺過去，猶如自行車

男反殺花臂男，有勇氣抗衡，實現即時
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

中美貿易戰也是如此，要憑實力說
話 ， 卻 也 像 中 美 法 律 界 定 「 正 當 防
衛」，中美民眾理解的「正當防衛」不
同一樣，對貿易問題的產生和解決方式
也是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唯一共同追求
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價值觀。

此次爭端現階段唯一能看到的是中國
在世界貿易中已經有話語權，讓美國感
到 「 威 脅 」 的 苗 頭 ， 開 始 「 正 當 防
衛」！而中國的「正當防衛」，恐怕要
等到被傷到「流血」，還要讓他人看見
「流血」才會開始！

作者：王文軍 1968生於重慶， ，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人保釣聯。
盟創會會員。

0827 美國農業部（USDA）27日表示，其農業救助方案中將包括向農戶直接發放
47億美元補貼，以幫助抵消本作物季期間外國的報復性關稅措施對美國農業出口造成
的損失。

0831 英國「海神之子」號船塢運輸艦在前往越南胡志明市的途中，未經中國政府
允許，擅自非法進入中國西沙群島領海。 這是美國域外盟友首次派艦闖入中國南海
島礁12海裡。

0902 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今年11月不會前往新加坡和巴布亞紐幾內亞，出席東盟
峰會和亞太經濟合作論壇(APEC)兩場會議 。

0904 菲律賓"德爾皮拉爾"號軍艦擱淺南沙群島半月礁附近海域事， 據中方現場值
守的海警船報告，菲方已于4日淩晨將擱淺軍艦拖拽返航。

安倍「努力改善對華關係」話音剛落，日本又開始渲染「中國威脅」。 點名中國
去年「在日本附近空域和海域單方面加速軍事活動」，「是日本防衛的重要關切」。

0906 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了減少美國的貿易赤字，欲加強對日本的施壓。 
美印"2+2"部長級對話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雙方部長當天簽署了一項協定，

允許印度從美國採購部分敏感軍事裝備 。
0907 美國國務院9月7日宣佈召回駐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和巴拿馬的最高使節，就

「有關最近決定不再承認臺灣一事」進行磋商。 台當局外事部門對此事回應卻非常
低調。

中國與尼泊爾在加德滿都簽署運輸協議，允許尼泊爾使用中國4個海港和3個陸港
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這一消息引發印媒關注，紛紛以「中國打破印度對尼對外貿易

壟斷」為標題進行報導。 
0909 據《金融時報》9日報導，馬來西亞取消了三個「一帶一路」項目，這些項

目已在7月份被暫停。
0912 普京突然提議，在今年年底前與日本簽署和平協定。安倍在現場雷動的掌聲

中，沒有說話。 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12日在東京回應稱，日本不改變立場，
要先解決兩國領土爭端，才締結和平條約。

日本「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代表在臺灣島內腳踹慰安婦銅像的事件引起
公憤。

0913尼泊爾日前突然決定退出由印度主導組織"孟加拉灣多部門經濟技術合作計
畫"（BIMSTEC）反恐聯合軍演， 其後，尼泊爾又宣佈將與解放軍在成都舉行聯合
軍演 。

0915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會見了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金成，探討菲美共同目標，包
括國防重點及菲美經濟夥伴關係。金成表示，雖然杜特爾特總統繼續發展與中國、
俄羅斯等關係，美國與菲律賓的同盟關係仍「堅不可摧」。

0920朝韓領導人今天簽署了《9月平壤共同宣言》，闡明了實現半島無核化、改
善北南關係、緩解軍事緊張的意志。韓國總統文在寅20日從朝鮮回國後舉行記者會
介紹訪朝結果。 文在寅表示爭取年內發表終戰宣言。

日本自民党總裁選舉投票結果，現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63歲）獲得553票，擊
敗對手石破茂（61歲），連續第三次當選日本自民党總裁。

沙烏地阿拉伯同意以100億美元的投資加入這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CPEC)專
案，這個專案將得到大力推動"，《巴基斯坦日報》9月20日披露了這則消息。

0921中國海警船今年第18次進入該海域進行執法，不過中國海警的正常巡航遭到
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的阻撓和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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