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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內外的“三講” 

 
 

 
小時候踢足球﹐長大從來不看球。人的成長進化﹐畢竟更多

體現在手上。籃球那麼小的一個籃框﹐一場比賽﹐比足球少一半

隊員﹐少一半時間﹐雙方能夠各自拽進去上百個球。哪裡像足球﹐

諾大球門﹐東奔西跑一兩個小時﹐踢不進去一個。最荒唐的莫過

於罰點球決勝負。12 碼的距離﹐超出了人類反應的生理極限﹐守

門員衹好瞎貓碰死耗子地亂撲﹐與帶球﹑傳球﹑個人技巧﹑戰術

配合﹐與整個足球運動的技能﹑體能毫無關系﹐等於擲骰子撞大

運。對罰點球要能叫“體育”﹐槍子就打不著人了。 

今年不同了。日本﹑南韓不在﹐中國沖出亞洲。和 WTO 一塊

兒﹐加入了全球一體化的足球涼熱之中。上班時間﹐單位專門拉

來一臺大彩電。發工資看球﹐真的是不看白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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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與哥斯達黎加踢。哥斯達黎加在哪兒﹖想必沒有多少

人知道。這種小得地圖上找不到的國家﹐世界上有的是。或許由

於這個原因﹐中國隊員在場上沖著鏡頭頻頻微笑。解說是“看來

踢得很輕松”。上半場誰也沒進球﹐給人留下勢均力敵的印象 — 

中國隊真的走近世界盃了。不想﹐下半場沒多久﹐就在輕鬆之中

連失兩球。從此再也沒有了贏的希望。 

第二場的對手是巴西。雖然輸成四比零﹐中國隊踢得不錯。

誰都知道我們肯定贏不了﹐衹要別像德國對沙地阿拉伯﹐灌一個

八比零就燒高香了。然而﹐雖說踢得不錯﹐總讓人感覺有一點點

怪怪的 — 既然壓根就沒想著贏﹐為什麼還要比賽呢﹖比而不賽﹐

喪失了體育比賽的本質精神。拳擊﹑摔跤﹑舉重等等運動﹐都分

重量級﹐圖的是要迴避中國對巴西這種場景。實在迴避不開﹐解

說詞衹能是“學習”了。這又是自我中心的一廂情願。能和巴西

隊踢球﹐對我們當然是難得的學習機會。對巴西﹐是不是對等地

以為這是一次難得的教學機會﹖如果不是抽簽踫上了﹐不踢就得

按棄權認輸處理﹐誰會吭哧吭哧從西南半球到東北半球﹐大老遠

趕一場不收學費的辛苦教學呢﹖或許先存了這番歉意﹐中國解說

員一口一個“足球大師”﹐榮幸之至感激不盡之情溢於言表。中

國踢球員虔誠莊重﹐不笑不惱﹐不急不燥﹐溫良恭儉讓﹐不僅不

犯規﹐而且沒有身體衝撞。沒想到﹐巴西隊不識好歹﹐根本不領

這份脈脈含情。比賽結束之後﹐我們幾個隊員湊上去﹐循常例找

大師交換球衣留記念﹐大庭廣眾﹐眾目睽睽﹐居然統統被拒絕了。

有人還就事針砭說﹕中國隊踢球像姑娘。 

真像姑娘就好了。中國女足沒有俱樂部高薪﹐沒有球迷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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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媒體炒作﹐沒有商業廣告﹐更沒有高薪聘請的外國教練﹐卻

有一股子拼搏精神﹐幾次三番打到第二把交椅﹐每次都向世界冠

軍的頂峰衝刺。 
南韓男足具有中國女足的拼搏精神。踢球從來不笑﹐贏球欣

喜得哭﹐搶球是拼命三郎﹐踢一場球像打一場仗。觀看南韓球員

的拼搏精神﹐令人想起林彪著名的戰前動員﹕“槍一嚮﹐老子今

天就死在戰場上了﹗”但凡南韓隊出場比賽﹐不知是怎麼賣的票﹐

整個球場都讓紅背心包下來了。一片整齊躁動的紅海洋﹐把綠茵

球場變成掉進番茄醬裏的一片樹葉。中國解說員馬上擔心﹐觀眾

為球員施加了太大的壓力。紙醉金迷的白領國人﹐如今已經無法

理解﹐一旦真正有了拼死一戰的決心﹐所有的壓力可以全部轉換

成同仇敵愾的強大動力。亞洲金融危機﹐為了保護韓元﹐增加外

匯儲備﹐就是球場上這些番茄醬﹐響應政府號召﹐幾天時間﹐捐

獻黃金 161 噸！相當於南韓民間擁有黃金總量的 1/20﹐包括戒指﹑

項鏈﹑手鐲在內。1 所以﹐今天球員與球迷之間的交流﹐不是進一

個球一棟別墅的獎金﹐而是觀眾席和綠茵場上的愛國之心。 
誇張了不是﹖南韓踢平美國﹐進入 16 強。終場歡騰之中﹐南

韓球員忽然單手背後﹐屁股一撅﹐排隊作滑冰狀。電視螢幕商量

好了似的﹐馬上打出冬季奧運會南韓速滑選手衝刺奪冠的特寫鏡

頭。全場番茄醬頓時炸開了鍋﹐歡騰上再加頂級歡騰。原來﹐在

冬季奧運會上﹐南韓的速滑冠軍讓裁判吹了犯規﹐致使金牌給了

第二名的美國選手。冬天滑冰的“仇”﹐記到夏天足球上來了。

這高麗棒子也太小心眼了。中國解說員又解說了﹕踢球就是踢球

嘛﹐何必這樣過分政治呢﹖不好。 
南韓不聽這個。與義大利一場球﹐越發打得驚心動魄。義大

                                                 
1 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香港青文書屋 1999﹐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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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球員人高馬大﹐拿南韓球員一扒拉一跟頭。整個一場球﹐你推

我搡﹐前磕後絆﹐人仰馬翻﹐頭破血流（義大利後衛）。球滾到哪

裡﹐雙方隊員就在哪裡滾翻摔倒成一片。一直到下半場 43 分鐘﹐

南韓還是零比一落後。最後兩分鐘裏扳平。加時賽﹐又是最後兩

分鐘﹐韓國球員頭球破門﹐使南韓成為 30 年來第二隻進入世界八

強的亞洲球隊。第一隻是誰﹖ — 北韓。 
13 億中國人﹐選 11 個球員﹐高個子﹑左撇子﹐億裏挑一﹐什

麼樣的人才沒有﹖和南韓﹑日本的足球比﹐中國足球似乎尚未摘

掉“東亞病夫”帽子。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如今搖頭丸的蔓延﹐

是否超過當年的鴉片。可怕的是導致骨質酥鬆的精神鴉片。失去

了拼搏的鬥志﹐結果和甲午海戰的邏輯一樣﹐不僅西洋大人的背

心換不來﹐還要受東洋鄰居的擠兌。媒體鼓噪多少年﹐中國足球

連亞洲也沖不出去。這次如果北韓不鬧飢荒﹐衹要有半截高麗棒

子看著﹐您“東亞病夫”就別想邁出家門檻半步。不信﹖北韓人

在北京往南韓使館裏鉆。武警們連擋帶拉﹐還是沖進去十來個。

一直吃住在南韓使館。放行﹐北韓肯定不樂意﹔不放﹐南韓世界

盃裡忙得四腳朝天﹐還沒忘了幾次抽調一些番茄醬﹐到漢城中國

大使館門口燒我們的國旗。2  

“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說法﹐是毛澤東辦乒乓外交的時候

發明的。直接的政治目的是結盟大鼻子﹐調理老毛子﹐用小球 — 
乒乓球推動大球 — 地球。為了增進中美雙方的理解和友誼﹐為

什麼不用美國人喜聞樂見的橄欖球﹐或者退而求其次 — 籃球﹐

或者像今天一樣現代化得一步到位 — 高爾夫球﹖從《阿甘正傳》

可以出來﹐美國人到今天也不明白怎麼打乒乓球。這是一個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那時候﹐衹有乒乓球的世界冠軍﹐無論是男子

                                                 
2 2002 年 6 月 23 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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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單打雙打﹑混合團體﹑左手右手﹐全由我們說了算。所以﹐

衹有我們能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試想﹐如果派一隻橄欖球

隊到美國去“難得的學習機會”﹐不要說邀請尼克松訪華這樣的

大題目了﹐恐怕與巴西隊踢球一樣﹐連幾件汗臭背心都換不回來。 
當然﹐體育衹是體育﹐足球衹是足球﹐容納不下過多的政治。

真理多走一步﹐就會變成謬誤。當年徐寅生用毛澤東思想打乒乓

球﹐當上國家體委副主任。連任三屆世界冠軍的莊則棟﹐不得不

嫁給日本人。同樣的道理﹐反過來說也是一樣﹕體育衹講金錢﹐

不講政治﹐不講愛國之心和拼搏精神﹐恐怕也是真理多走了一步

的謬誤。衹不過方向是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世界盃如火如荼﹐以巴沖突如火如荼。和世界盃就伴的大新

聞是﹐以色列學著當年日本鬼子的樣兒﹐在霸佔的土地上修炮樓﹑

拉鐵絲網﹑築隔離墻﹐召來死傷狼藉的“人肉炸彈”。巴勒斯坦

人的反抗﹐升級成遊擊式槍戰。我們外交部發言人急忙表態﹕“中

國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當場向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和遇

難者親屬表示哀悼。“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說得大義凜然而

充滿藝術情節。一方面明確反對本˙拉登劫持客機撞塌美國大樓﹐

一方面又弦外有音﹐不贊成北約對科索沃的狂轟濫炸﹐尤其是轟

炸中國大使館。對以色列的窮兵黷武﹐更是堅持表明保留態度。

美國人當然足夠聰明﹐別有用心地幾次表揚中國﹐在反恐問題上﹐

和美國站在一起。 
外交戰線的曲折迂迴﹐到了文學作品手上﹐無論是電影﹐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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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說﹐都能輕易改編成一目了然的簡單是非。《地道戰》﹑《地雷

戰》﹑《平原遊擊隊》﹑《敵後武工隊》﹑《鐵道遊擊隊》﹑《水上游擊

隊》﹑《野菜花》﹑《苦菜花》﹑《迎春花》﹑《烈火金鋼》﹑《小兵張

嘎》……題材千變萬化﹐原理千篇一律﹕粗魯凶殘的豬頭小隊長﹐

仁丹鬍子架金絲眼鏡是狡猾的鳩山﹐不知道是不是“海歸”的胖

翻譯﹐挎駁殼槍（軍人﹖）穿綢褂兒（平民﹖）的漢奸。反面人

物兵強馬壯﹐裝備精良﹐耀武揚威﹔正面人物大刀長矛﹐破銅爛

鐵﹐東躲西藏。扮經商大款﹐扮飯店招待﹐扮農夫小販﹐扮打工

妹﹑打工仔﹐反正是不敢亮明身份﹐當面鑼﹑對面鼓﹐堂堂正正

地較量。深更半夜﹐縣城豪宅爆炸一顆土地雷﹐不僅攪了全體居

民的清夢﹐而且每每誤傷陪日本人睡覺的妙齡女子﹐豆蔻年華﹐

腿白乳豐﹐百裏挑一的三圍四圍血肉橫飛。無論是當地選美還是

東瀛佳麗﹐都是可憐見﹑可惜了的無辜平民。沒完沒了的神聖抗

戰﹐不過是好好的公路上挖幾個陷坑﹐爬電線桿鉸幾段電線﹐荒

郊野嶺搶劫汽車﹐飛機場﹑火車站﹑彈藥庫﹑汽車庫﹑糧庫﹑倉

庫﹐哪裡存放物資就去哪裡放火﹐還火上澆油。偷偷摸摸掐死一

位漢奸﹐不聲不響暗殺一名崗哨﹐墳頭裏﹑豬圈中﹑街拐角﹑樹

背後﹑房頂上﹑碾盤下﹐“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地道戰》語）。

殺人不眨眼而且不認帳﹐愣充成大大的良民﹐上你眼前來回晃。

總之是非惹急了太君不可。接下來﹐皇軍偽軍披挂上陣﹐穿整齊

軍服﹐排整齊隊伍﹐邁整齊步伐﹐伴著電影裡“鬼子進村”的獨

特音樂﹐出城掃蕩﹐進村抓人。一陣雞飛狗跳之後﹐男女老少被

趕到一片空場﹐由鳩山親自問話。問話通常和顏悅色﹐白手套遞

過來一粒巧克力﹐也說不定。目的無非是希望說出“八路的有”﹐

誰是搗亂破壞的共產黨。接下來﹐老百姓異口同聲說“不知道”。

接下來﹐自然是惱羞成怒。或鳩山或豬頭小隊長﹐不管是老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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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小孩﹐順手殺害一名﹐然後架機關槍﹐喊口令﹐以全體百

姓的生命相要挾﹐終於成功迫使遊擊隊挺身而出﹐被大隊人馬帶

回去嚴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美人計﹐一趟趟死去活來的折

磨﹐逼迫交待搞破壞的活動基地（含祕密兵工廠）和基地組織…… 

 

 
報紙上紛紛安慰說﹐我們參加世界盃﹐好處是知道了差距﹐

丟掉了幻想。其實﹐真想知道差距﹐參加不參加世界盃都能知道。

連亞洲都沖不出去﹐知道比巴西差得遠﹐有什麼實際意義﹖同樣﹐

真想丟掉幻想﹐參加不參加世界盃都能丟掉。見了小日本﹑高麗

棒子都腿軟﹐哪裡真的有和桑巴足球周旋一番的幻想﹖ 
誰都明白﹐改變落後的唯一出路是虛心學習。麻煩在於﹐既

不想知道誰都知道的差距﹐又不願丟掉根本沒有的幻想﹐學什麼﹖

中國古代辦外交﹐講究遠交近攻。用在近代改變落後的學習上﹐

成了“遠來的和尚好唸經”。舍近求遠的道理顯而易見﹐離我們

越遠的國家越先進﹑越強大。於是﹐唐僧取經一樣出國留學﹐先

是留日﹐後是留法﹐解放了留蘇﹐改革開放留美。越留道兒越遠﹐

越取經越醇﹐海歸回來指手畫腳的嗓門越大﹐調門越高。 
歸去來兮裏外裏地穿梭﹐招商引資吃裏扒外地忙活﹐勞苦而

功高。令人犯嘀咕的是﹐中文外語你來我往﹐這經會不會看得眼

花﹐唸得串行﹖進一步改造我們的學習﹐邏輯推導下來﹐自然是

更上一層樓 — 啟用海外華人。說不囫圇中國話﹐是真經夠不夠

60 度的最好佐証。然而﹐海外華人終究不是盡善盡美﹐頭髮固然

可以染黃﹐鼻子畢竟不高﹐眼睛畢竟不綠。今天全球一體化﹐中

國經濟傍上了跨國公司的價值鏈﹐“愛你沒商量”地一體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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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的是錢﹐完全可以越過海歸﹑海外華人﹐一步到位﹐直接

高薪聘任大鼻子米盧。就像慈禧當年知人善任﹐聘任大鼻子赫德

一樣。赫德把海關管理成中國最最廉潔的政府衙門﹔米盧乘日本﹑

南韓不在﹐率中國隊閃進世界盃﹗ 
順著這條道路﹐繼續改造我們的學習﹐百尺竿頭的問題發生

了。世界盃賽場上﹐中國隊一敗塗地﹐一球沒進﹐是米盧的不是﹐

還是中國球員的不是﹖答案明擺在米盧的大鼻子上﹕在人家教練

生涯中﹐四年一次世界盃﹐這是第五次了。四五二十年過去﹐前

面帶的四個隊都進入了 16 強﹐唯獨這夥子中國球員吃了閉門羹。

既然經是真經﹐大鼻子確為純種﹐又富有成功經歷﹐問題肯定出

在聽經的球員身上。不會說外語﹐當然不能完整準確地領會和把

握真經。順著要求球員學外語﹐到僱用海歸﹑海外華人的思路一

捋﹐馬上可以得出僱用外籍球員的結論。當年赫德手下各地的海

關幹部﹐不也都是大鼻子嗎﹖像僱用米盧一樣﹐多花點錢﹐直接

把幾個巴西球員接回來。美女香車加別墅﹐不怕他不加入中國國

籍。不用多﹐衹要弄來七八個﹐世界盃立馬變成褲襠裏掏家雀兒 — 
手掐把拿了。再不用今天這樣痛定思痛地自我折磨。而且﹐大鼻

子教練帶大鼻子球員﹐任憑我黃小鼻同志縱情驅使﹐滿場來回狼

奔豕突﹐為中華民族的榮譽奔走呼號﹐豈不一舉把“華人與狗不

得入內”的百年屈辱洗刷乾淨﹖ — 綠茵場上沒華人了。 
魯迅對阿 Q﹐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俗話說﹐知恥而後勇。

阿 Q 之不爭﹐是因為恬而不知恥。魯迅本是東洋海歸﹐偏偏對西

服革履的假洋鬼子﹑租界裏的“上等華人”深惡痛絕。因為以恥

為榮的歪理邪說﹐在新聞紙﹑廣播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落後向先進學習﹐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絕對真理。除了“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沒聽說過跑得快的先進﹐向落後請教怎樣跑得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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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所以﹐鼓勵留學﹑歡迎海歸﹑啟用海外華人﹑禮聘大鼻子﹐

全是無可挑剔的正理。南韓足球也是請了大鼻子教練之後﹐纔煥

然一新的。值得挑剔的是學生的態度﹐不能沒精打彩。如果像阿

Q 一樣輕鬆 — 輕浮而稀鬆﹐學剪辮子﹑學革命﹑學劃圈﹐衹能

練就一身衹想比而不敢賽的軟骨。在這副骨架上排練花拳繡腿﹐

一招一式比劃得越逼真﹐越是發育自慚形穢的媚骨 — 既使苦心

修煉到數典忘祖的境界﹐頭髮染黃之後﹐鼻子還是不會自動長大

起來。所以﹐軟骨加媚骨的學習﹐越是虛懷若無骨地認真學﹐骨

頭就越軟﹑就越媚﹐離根本沒有的振興幻想就越遠。這不﹐都“今

夜美國人”了﹐還振興哪門子中華呢﹖3 到此算是揭了前文的謎

底﹕不願意知道誰都知道的差距是 — 鼻子不大﹔不願意放棄根

本沒有的幻想是 — 振興中華。說直白了﹐根本不同意有振興中

華的雄心。倘若這樣改造我們的學習﹐不僅是捨近求遠﹐而且是

棄本逐末。 
如今﹐不管裁判怎麼誤判﹐球員如何賴皮﹐半截高麗棒子硬

是闖入了世界四強﹐差一點要拿巴西一班足球大師連蹬帶踹﹐撒

潑耍渾換背心了。難道高麗棒子沾番茄醬﹐真的沒有一點值得我

們學習的榮幸﹖南韓足球與日本汽車﹑南韓汽車一樣﹐趕超的功

效十分明顯。我們與其忍辱負重﹐捧桑巴足球花拳繡腿的臭腳﹐

還不如學點南韓的愛國主義和拼搏精神。 
要說學習這點精神﹐根本用不著崇洋媚外﹐卑躬屈膝換背心﹐

連南韓都嫌路遠了。連門都不用出﹐衹需放下偽球星的身段﹐誠

懇向中國女足學習﹐就全齊了。前不久路經四川大渡河﹐滔滔江

                                                 
3 “9·11”事件剛剛發生﹐祖國首都 — 北京聚集一夥黃色低鼻之“華籍美人”﹐

手捧西式蠟燭﹐悼念美國大樓﹐並為自發的悼念活動莊嚴命名 — “今夜美國

人”。中央電視臺專訪直播。“今夜美國人”們操地道英文﹐結巴漢語﹐聲淚俱

下﹐令人心酸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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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滾滾奔騰。遙想楊成武當年﹐雄姿英發﹐率紅四團飛奪瀘定橋。

崇山峻嶺﹐大雨滂沱﹐晝夜兼程兩百四十哩﹐趕到之後不是休整

而是拼命。廿二勇士全副武裝﹐攀溜滑鐵索餓虎撲食﹐哪聽說過

什麼下半場體力不支的遁辭﹖老一輩驚天動地的拼搏精神﹐到今

天不過傳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衹要從中多少繼承一點點﹐

別說是踢足球了﹐走到哪兒﹐不論輸贏﹐都是頂天立地的漢子。 

 
 

 
 

我看中國人 4  
 

 
我是一個韓國人。我們國家的英雄贏得了可貴的出線權﹐毌

                                                 
4 本文在網上廣為流傳﹐引起熱烈討論。《青年報》2002 年 6 月 23 日發表﹐網址﹕

http://www.wh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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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質疑這是一次征服性的勝利。在觀眾席上我遇到了幾個中國人﹐

他們都不約而同對我們的勝利表示高興（請注意是高興而不是祝

賀）﹐並在場上與我們一起加油﹑歡呼﹐似乎勝利也是他們的一樣。 
對於這種舉動﹐我們大韓民國當然是歡迎的。可是我的確對

這種行為感到不解 ─ 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他們如此發自內心的

雀躍呢﹖他們的解釋是﹕因為我們同是亞洲人﹐你們的勝利代表

著我們的光榮﹐也代表著我們進步的可能性。西方人必須改改瞧

不起亞洲人的習慣了。 
聽到這些﹐我不僅感到可笑。如果說在場上我們還能同歡呼

的話﹐在場下﹐這個導致你們為我們高興的原因使得我有勇氣冒

昧的對你們直言韓國的想法。 
遙想古代﹐我們被叫做高麗的時候﹐我們的一切都源於你們。

相對你們來說﹐我們衹是一種文明的派生﹐我們衹是掙紮在你們

一隅的劣等生靈。我們沒有自我﹐我們沒有尊嚴。在我們的歷史

上﹐即使是我們強大的李朝對你們也毫無抗衡之力。 
幸運的是﹐上帝非常公平而精准的給了我們其他的東西。因

為我們國小﹐他給了我們更多的智慧﹔因為我們貧瘠﹐他給了我

們強健高大的身體﹔因為我們屢遭侵略﹐他給了我們頑強的意

志﹔因為我們人少﹐他給了我們團結的精神…… 
於是﹐當時代的車輪滾動到以科技為中心的地帶時﹐我們的

品質促成了我們今天的成就﹐我們淋漓盡致的表現了我們的優秀

與偉大。在科技上﹐我們的漢城大學把北京大學遙遙甩在其後；

我們的企業（三星﹑LG﹑KIA﹑大宇﹑現代﹑JNC……）如狂風

般掃過中國的市場。可以肯定的是﹐你們很多中國人都以買我們

的產品而感到時髦﹑得意﹐甚至你們中有一大群帶有奴性的同胞﹐

他們是極不屑於談論國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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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韓民國也經歷過國外產品充斥的時代。但是﹐我們偉

大的人民緊緊團結起來對它們說不﹐而寧願買性價比落後于

SONY﹑豐田﹑摩托羅拉﹑飛利浦……很遠的三星電子﹑現代汽車。

而那時﹐這二種現在看來卓越的品牌被外國人叫做 — 仿造貓﹗

可我們為擁有它們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可恥。 
在體育上﹐衹有你們十幾分之一人口的我們﹐所得到的金牌

卻與你們相差無幾。而論智力的競技 — 圍棋 — 這種你們發明

的東西﹐現在幾乎是我們的天下﹗在時尚上﹐中國的大部分國土

已經完全被韓流掃蕩 — 你們聽著你們不懂的歌﹐穿著寬鬆的大

褲子。這種褲子實際上是韓國歷史上的傳統服飾 — 我們在傳統

中追求流行﹐用我們的傳統創造流行﹐你們卻是在扼殺你們的一

切 — 你們在背叛你們偉大的先輩﹗ 
你們所說的亞洲光榮﹐在我們看來是多麼的荒謬。請清楚銘

記一點﹕當前的國際競爭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而不是大洲﹗

希臘不會以英國的光榮為光榮。我們之間的聯繫﹐僅僅是在經度

上相差 15 度而已。我們因為這種地理原因而共有的東西﹐在我們

勝利的動力中是顯得那樣的慘澹無力。你們曾經給予我們的東

西 — 儒家思想﹐平和﹐善良……在某種意義上說﹐甚至是我們

的勝利如此遲到的罪魁。我們的勝利來自你們沒有的東西 — 頑
強﹐團結﹐以及你們所擯棄的“激進的民族主義”。所以﹐我們

的勝利屬於我們的人民﹐而不需要其他人苟延殘喘的沾及。 
我很幸運的生在這個時代﹐這個我們初露鋒芒的時代﹐這個

我們打敗了我們老師的時代﹐這個展現我們偉大的時代﹐這個不

以國家大小﹑人口多少﹑礦產貧富為衡量標準的時代﹐就像不應

以膚色評判人的優劣一樣。在這種科學的準繩下﹐大韓民國贏了﹗ 
是的﹐我們長的很像﹐就像南斯拉夫人和美國白人一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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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種我們幾乎唯一的共性﹐這種來自我們同是遠東的共性﹐又

能意味著什麼呢？ — 能代表著你們將來的進步嗎？ 
因此﹐你們應該停止你們的幻想了﹐該讓那種可恥的亞洲情

結清醒了﹗你們進步的那天﹐衹會因為那些你們現在沒有的品

質 — 頑強﹐團結﹐用科學武裝的民族主義 — 而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