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ࣇᄃϨˠ࠹ͧߏ˘КඈĎߏ˘̙Тᙷݭď̙Т͛۞ځ
Ą 1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戰Ą઼઼࡚̝̚ม۞
ࡎྵ̝࡚͟ࡎቑಛՀᇃھĎΒ߁གྷᑻďˠᝋďҘᖟďᄂ៉ď
઼̚ݑঔڠጡᕖયᗟĄ઼઼࡚̚ೀͼдٙѣࢦ̂߆ඉયᗟ
˯ౌ՟ѣВТ۞ϫᇾĎߏڡ̶۞઼Бࢬ۞ĄČČ઼̚үࠎֲڌ
ҫጱгҜ۞гડ઼̂۞ڶېтڍᚶᜈ˭ΝĎ၆઼࡚۞८͕Ӏ
ৈၹјރĄ 2

઼̚ރ઼࡚щБĔ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全球上千萬人反戰遊行﹐紐約﹑華盛頓
萬人空巷﹐越戰以來盛況空前。如此不得人心﹐小布什高票再次當
選﹐立即淘汰稍有溫和表示的鮑威爾﹐提拔強硬著稱的賴斯﹐結成
更加不妥協的戰爭姿態。蹊蹺在哪裡﹖
幾年時間﹐美國輿論眾口一詞﹐伊拉克戰爭理由不夠充分﹐很
少有人批評阿富汗戰爭。9.11 硝煙未散﹐小布什毫不猶豫﹐宣佈戰
爭狀態﹐揮師推翻塔利班﹐佔領阿富汗﹐剪除美國安全的直接威脅。
長達十年的阿富汗反蘇聖戰﹐美國的大力援助﹐主要通過巴基
斯坦。巴基斯坦以信仰伊斯蘭教為由分裂建國。“巴基斯坦把宗教
認同當成國家認同。”3 從來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發源地﹑根據
地﹑大本營。“巴基斯坦人與塔利班大多數都是普什圖人”。巴基
斯坦北部的阿富汗難民營﹐建立了兩千多座宗教學校﹐為反蘇聖戰
1

1876 年﹐參眾兩院成立聯合特別委員會﹐調查研究中國移民問題﹐匯集成《調查中
國移民問題的聯合特別委員會報告書》（呂浦﹑張振鯤﹕《“黃禍論”歷史資料選輯》
第 56~58 頁）。
2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54 頁）。
3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82 頁。
2

培養﹑輸送戰士源源不斷。巴基斯坦的軍方和情報部門﹐直接成為
塔利班的領導骨幹。以致於有學者說塔利班﹐“實際上也不過是巴
基斯坦化的塔利班﹐巴基斯坦化了的阿富汗而已。”“阿富汗的塔
利班事實上是巴基斯坦扶持的外來政權。”4
塔利班成功奪取阿富汗政權之後﹐調頭為巴基斯坦的激進分子﹐
提供開展暴力活動和軍事行動的訓練基地。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
前﹐巴基斯坦的中產階級憂心忡忡﹐害怕巴勒斯坦社會也塔利班
化。”5 9.11 襲擊打醒了小布什﹕反蘇聖戰勝利﹐反美聖戰開始。
一旦塔利班和本‧拉登支持巴基斯坦的激進分子奪取政權﹐美國將
面對一個獻身反美聖戰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核大國。
઼࡚ކҶԽᑝܠಱѭ̝ॡĎ͐ૄع߆Ᏼፄ઼ֶ࡚ܢĄҭ
̂кᇴ۞͐ૄ઼ϔ၆઼࡚ԽᑝТࠎϿᜋ઼छ۞ܠಱѭ˘
ְĎ̙எܑͅຏĄ҃ͷ͐ૄˠᄃӀ̂кᇴౌߏ̦ဦ
ˠĎ͐ૄࠤҌᖐ̦ဦཌྷĎҋᙸԸ֗ܠಱѭጼಞĄЯ
ѩĎтڍਕඉજ͐ૄ൴જ߆តĎ઼͐ጾѣ۞८̄ڠጡܮѣ
ΞਕརˢӀᄃώĆٛ൳͘̚Ą༊ॡፂ็ѣᇹ۞ПᐍّĎଐ
ڶЯ҃Ȉ̶ͫާĄ 6

伊拉克戰爭再沒道理﹐阿富汗戰爭乾綱獨斷﹐是小布什順利連
任的政治資本。塔利班﹑本‧拉登和巴基斯坦的故事還沒完﹐是小
布什~賴斯政府更加強硬的政治根據。
阿富汗戰爭勝利三年﹐本‧拉登逍遙法外﹐塔利班捲土重來。
2003 年 6 月﹐巴基斯坦報紙消息﹐奧瑪爾組成阿富汗聖戰委員會﹐
4

山內昌之﹕〈伊斯蘭極端主義與美國〉﹔平可夫﹕〈美軍反恐戰爭分析〉﹔反恐怖
研究中心﹕《恐怖主義與反恐怖鬥爭理論探索》第 101﹑304 頁。
5
埃倫‧威利斯﹕〈恐怖主義的大眾心理學〉﹐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
第 153 頁。
6
21 世紀研究會﹕《伊斯蘭的世界地圖》第 116 頁。
3

協調全國抗戰。“一個復蘇的塔利班運動從巴基斯坦邊境的遠山在
整個南部展開﹐並向北部蔓延。”7 塔利班重組後改名“阿富汗回
教運動”﹐組成更加廣泛的統一戰線。8
дܠಱѭĎ઼࡚ι۞Δࡗ༖̓۞ฤࡇߏଠט˘̈ొ̶
гડĄČČۡזனдĎώĆٛ൳д͐ૄᔘߏᅲצᝌ۞ܓઊညĄ
д͐ૄֱ˘۞ৌъϿᜋጯ७ĎˠࣇజᏮ၆઼࡚ˠ
ܧ᎗۞ڒ㙝ެĎܠಱѭϹࠧ۞гડ˵̙д͐ૄ̚
δ߆عଠ˭̝טĎЯѩֱгડ˵ֶᖞߏӀૄгјࣶ۞ԕ
᜕ٙĄČČᇹ۞઼छΞਕົјࠎώĆٛ൳நຐ̚۞઼ޘēజ˘
ཏ፬ซ̶̄ଠ۞טϿᜋ઼छĎధкˠ͚ࣧିўཌྷٍऻ
ཌྷĎ҃ͷᔘጾѣ८ڠጡĄᇹ۞઼छĎΞਕົдО۞ޘ㙝ެጼ
ֹ̚ۋϡ८ڠጡĎ˵Ξਕԯ८ڠጡ೩ֻගऻ̶ٍ̄Ą 9

穆沙拉夫堅定的原教旨主義信仰﹐巴基斯坦與伊朗﹑敘利亞﹑中
國﹑朝鮮武器擴散﹐10 美國一直想把巴基斯坦加入“邪惡國家”黑
7

Victoria Burnett等﹕〈Taliban names Afghan holy war council〉﹔Victoria Burnett﹕
〈Afghans’ path to democracy strewn with danger 〉﹐〈Call for more troops in
Afghanistan〉﹔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25 日﹐第 7 頁﹔21~22 日﹐第 5 頁﹔11
月 28 日﹐第 2 頁。
8
奧瑪爾壯懷激烈﹕“我們不認為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了……（相反的）戰鬥剛剛開
始﹐戰火剛開始燃燒起來。戰火會一直燒到美國白宮﹐因為那裡是無公正可言﹑專制
稱道的中心點。……致於美國在阿富汗的未來﹐願真主保祐﹐就像（前）蘇聯乃至更
早的英國那樣﹐（他們面對的）將是烈火煉獄和徹底的失敗”（章楊﹕《美國的戰爭》
第 49﹑59﹑62 頁）。
9
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6 頁。
10
根據美情報部門的情報﹐巴基斯坦核研究與開發的首席科學家A‧Q‧汗博士“曾
13 次訪問朝鮮﹐曾幫助培訓伊朗核科學家﹐曾在 1998 年幫助伊拉克實驗核武器”。
美國《洛杉磯時報》說﹕“如果國際社會為核擴散列個通緝名單﹐汗博士肯定名列第
一”（〈巴基斯坦擔心成為伊拉克〉﹐《寰球時報》2003 年 1 月 24 日﹐第 2 頁）。
2004 年 2 月 3 日﹐與總統穆沙拉夫談話之後﹐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承認
把核武器秘密泄漏給伊朗﹑利比亞和朝鮮﹐承擔全部責任。三天後﹐總統穆沙拉夫宣
4

名單。11 2003 年﹐美國外交智囊給巴基斯坦加冕成“極端主義加核
武國家”﹐懷疑巴基斯坦核科學家與本‧拉登過從密切。“布什政府
中有人公開質疑美國是否應該繼續容忍巴基斯坦”。12 伊斯蘭教立
國的巴基斯坦﹐沒有強烈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政治力量。勉強支
持美國反恐的穆沙拉夫﹐隨時可能被極端激進派推翻。13 2004 年﹐
克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克拉克發表暢銷書﹐預言三年以後。
到 2007 年઼࡚ࢬᓜᇹ۞Ԋࢬēጾѣ८ڠጡ۞͐ૄజ
˘࣎ᙷҬӀ˘ᇹ۞߆ᝋଠטĎ֭ͷፆᓂᄃ̝࠹ᙷҬ۞ܠಱ
ѭߐ઼ĎдБ͵ࠧቑಛ̰ଯᇃᙷҬૄгᖐ۞ຍᙊԛၗٍऻ
߿જēдঔ៉Ďጾѣ८ڠጡ۞Ͽ६̏གྷజϿ६ё۞ৌᛨຍᙊԛ
ၗٙԯĎ҃ՒপछдՒপܠٛұࣆᄂޢĎ઼࣎छޙϲ˞
14 ͵ࡔё۞Ϟͧݣৠᝋ߆ڼĄ 14

朝鮮的核計劃﹐是美國﹑日本﹑南韓密切關注的另一焦點。“北
韓的秘密核武器計劃威脅南韓與日本的生存﹐而且是區域中最迫切
的戰爭風險。”15 “9.11 以前﹐美國全國關注的都是遭到伊朗或是

佈赦免卡迪爾（〈巴基斯坦“核彈之父”承認泄密〉﹔〈巴“核彈之父”獲赦免〉﹔
《信報》2004 年 2 月 3 日﹐第 6 頁﹔2 月 6 日﹐第 9 頁）。
11
1995 年﹐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亞﹑朝鮮﹑敘利亞被美國列入支持“恐怖主
義活動的國家”的名單。“美國官員們還宣稱﹐巴基斯坦和蘇丹目前正受到嚴密注視﹐
它們可能也會被列入這個名單之中”（曹建﹑曹軍﹕《奧薩瑪‧本拉登》第 3 頁）。
2003 年﹐蘇丹榜上有名。
12
〈瓦傑帕伊的最後一搏〉﹐《信報》2003 年 5 月 22 日﹐第 25 頁。
13
2002 年 10 月﹐原教旨主義色彩濃厚的伊斯蘭宗教政黨聯盟﹐在大選中異軍突起﹐
成為第三大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第 153 頁）。
2003 年 5 月﹐與阿富汗接壤的兩省領導再次要求實行塔利班式的徹底伊斯蘭化﹐正
面挑戰穆沙拉夫（Farhan Bokhar﹕〈Musharraf cautions province’s leaders against Islamic
hard line〉﹐Financial Times 2003 年 6 月 11 日﹐第 6 頁）。
14
克拉克﹕《反擊一切敵人》第 239~240 頁。
15
1991 年﹐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如是說（Patrick Tyler﹕《中美交鋒》第 469 頁）。
5

北韓這樣的‘流氓’國家飛彈攻擊或是威脅使用飛彈。2000 年年
底﹐克林頓政府甚至還說出了北韓發射裝配核子彈頭的洲際彈道導
彈的日子是 2005 年。因此﹐還宣佈了興建反飛彈雷達的計劃。”16
克林頓預言準確。2005 年 2 月﹐朝鮮宣佈“已經製造了用於自衛的
核武器﹐以應對布什政府一貫的公然孤立和打壓。”17
南有巴基斯坦﹐北有朝鮮﹐核武器加飛彈﹐構成美國安全的現
實威脅。南北兩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間加一個諾大中國﹐什麼
聯繫﹖亨廷頓早就給出公開﹑詳細﹑毋庸質疑的明確結論。
ڠጡᕖ˘ۡߏጏି~Ͽᜋିᓑᘭ۞ࠎ̷វ̝
Ą઼̚дШϿᜋ઼छᖼឰ૱ఢڠጡܧ૱ఢڠጡ͞ࢬ˞
ࢋүϡĎČČጏି~Ͽᜋିְᓑᘭ۞͕̚ᒖ༼ߏͽ઼̚дྵ
̈˯ޘᔘѣΔഈᔿࠎ˘͞Ďͽ͐ૄϿ६ࠎΩ˘̝͞ม۞
ᙯܼĄ1980~1991 ѐĎ઼̚ڠጡ۞࣎ࢋତߏ઼צϿ६ૄ͐
ĎѨߏϿٛҹĄҋ 70 ѐĎ઼̚ૄ̝͐ม൴ण˞ள
૱̷۞ְᙯܼĄČČՀࠎࢦࢋ۞ߏĎ઼̚ࠎ͐ૄࡁᄦҋ
̎۞८ڠጡ೩ֻ˞υ̙Ξ͌۞ᑒӄēፂᄲШ͐ૄ೩ֻ˞ֻ፧
ᒺϡ۞࿕Ďࠎనࢍጱᇅ೩ֻᏙྙĎᔘΞਕ̯ధ͐ૄд઼̚۞
ྏរಞ˯ᘕࠓ८྅ཉĄ઼̚ѩ˫ޢШ͐ૄ೩ֻ˞ਕૉྻྶ८
ڠጡ۞डࠎ 300 ̳֧۞ M-11 ᇅጱᇅĎଂ҃࿁ࡦ˞၆઼࡚ү
۞ٚᏚĄČČ ז90 ѐĎ઼̚Ͽ६̝ม۞ڠጡᓑᘭ˵តღ
ֽĄд 80 ѐ۞Ͽጼ̚ۋĎ઼̚ШϿ६೩ֻ˞ڠጡ۞ 22ƦĎ
֭д 1989 ѐјࠎϿ६̂۞ڠጡֻᑕ۰ĄČČүࠎ࣎ˬ֎ᙯܼ
۞ௐˬ࣎ᙝĎϿ६ૄ͐д८ᅳા̚˵ซҖ˞ᇃ۞ھЪүĄ
͐ૄࠎϿ६ૈࡊጯछĎ͐ૄďϿ६ ٺ઼̚1992 ѐ 11
͡྿ј˞ᓑЪซҖ८९۞םᛉĄ઼̚ࠎ͐ૄϿ६൴ण̂

16
1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39 頁。
〈胡錦濤﹕革金正日的命〉﹐《壹週刊》2005 年 2 月 17 日﹐第 1 頁。
6

ఢሀ୭ّ๋ڠጡ೩ֻ˞ᇃھ೯ӄĎᙋ઼ֱځछ࠹̢ٚፉ۞ཌྷ
ચЪү྿˞זளͼವ૱۞ͪπĄ
ְֱၗ൴णιࣇ၆Ҙ͞Ӏৈၹј۞ሕдރĎֹ̂ఢ
ሀ୭ّ๋ڠጡ۞ᕖયᗟјࠎҘ͞щБᛉ۞ࢵࢋયᗟĄ 18

2001 年小布什上臺﹐把朝鮮列入“邪惡軸心國”。2005 年賴斯
昇官﹐把朝鮮改名“暴政前哨”。19 與其說美國需要中國幫忙解決
朝核危機﹐不如說美國大叫大讓著向世界宣揚﹐中國是朝鮮核試驗
的後臺老板。賴斯說要聯合國制裁﹐因為朝鮮的糧食﹑能源全靠中
國接濟﹐源源不斷。20 接下去﹐像伊拉克一樣﹐制裁到最後﹐朝鮮
仍不屈服或發生內亂﹐美國單邊動武﹖— 另外還有更誘人的戰略利
益﹕“如果朝鮮擁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會受到壓力而進行核武器的研
製。美國可能就會有理由在臺灣部署核彈頭。”21

既然如此﹐中國赶緊與巴基斯坦﹑朝鮮停止武器合作﹐斷絕外
交關係﹐就能和美國化敵為友和氣生財﹖照樣還是不行。
˘࣎д̼͛ď߆ڼགྷᑻ˯ᄃ઼࡚ღᓑᘭд˘۞ᗫ۞
Ҙለᓑ༖Ď̙ົ၆઼࡚۞щБၹјރĎҭߏ˘࣎˘۞ďૻ̂
۞ҋԧҩૺ۞઼̚ΞਕၹјރĄдυࢋॡซҖጼܡͽۋ
઼ͤ̚д۞ֲڌᜦᝋĎߏӎЪ઼࡚۞ӀৈĔ如果中國的經濟繼
續發展﹐這可能是 21 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
安全問題。 22

換句話說﹐中國祇有象歐洲那樣﹐分裂成一個鬆散的聯盟﹐纔

18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05~208 頁。
〈朝核危機﹕朝美各撥什麼算盤〉﹐《財經》2005 年 3 月 7 日﹐第 23 頁。
20
〈America and China﹕A relationship reconsidered〉﹐Economist 2005 年 3 月 26 日﹐
第 27 頁。
21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庫恩﹕《他改變了中國》第 434 頁）。
22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259 頁）。
19

7

能化解對美國安全構成的現實威脅。

ņ઼࡚ᄦౄŇᄂঔП፟
1954 年﹐國務卿杜勒斯會見總統艾森豪威爾﹐對臺方針斬釘截
鐵﹕“美國永遠不容許臺灣及澎湖落入共黨之手”。23 尼克松訪華
以來﹐美國的正式立場一直是所謂“戰略模糊”。美國政府同意“祇
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國會制定《與臺灣關係
法》﹐法律規定“除了用和平手段決定臺灣未來以外﹐任何努力﹐
包括封鎖或禁運﹐都將被看作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
都會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而且）……使美國保持抵抗會危害臺灣
人民的安全﹑社會與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的行動的
能力。”
ೱ֏̝Ďᄂ៉ᄮࠎ઼࡚̏၆ιઇٚᏚĎдᄂ៉ᄃ઼̚൴Ϡ
ᇲ၆ॡĎଂ˯ޠڱᓾĎ઼࡚ࢋؠۺซˢࡎĎ֭৭дᄂ៉˘ᙝĄ
ᄂ៉ѩෛࠎ˯ڕ੪੪۞щБٚᏚĎᙷҬٺҽጼॡഇ֤Δࡗ઼
छ̝มдЇң˘઼ዎזᛂᓑฤԽᑝॡ۞щБᙯܼĄ 24

1972 年《上海公報》﹐“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
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祇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25 當時統治臺灣的蔣家王
朝﹐擁有聯合國常務理事國席位﹐尊中華民國為正朔﹐說“海峽兩
邊的所有中國人”﹐不會產生任何歧義。
然而﹐美國覬覦臺灣寶島﹐年深日久﹐處心積慮。50 年代初﹐
23

“美國與英國的共同目標是促成中共接受臺灣與大陸分離”（王景弘﹕《採訪歷史》
第 287﹑68 頁）。
24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0~73 頁。
25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2~73 頁。
8

美國一手炮製“臺灣地位未定論”。戰略菁英遠見卓識﹐祇要按住蔣
介石不讓反攻大陸﹐時過境遷﹐時移勢異﹐本地人逐步替換國軍士兵﹑
軍官﹐自然祇有興趣保衛家鄉。待軍隊﹑政府內部的當地勢力坐大﹐
大力推動政治民主﹐必然導致臺獨掌權。26 經過 50 年處心積慮的播
種耕耘﹑間苗鋤草﹑施肥灌溉﹐包括大力栽培立志臺獨的持不同政見
者﹐精心扶持大陸經濟學家心悅誠服的經濟奇蹟﹐27 強行推進歸功
於蔣經國的民主改革。28 如今﹐終於贏得碩果累累的豐收季節。

26

1953 年 10 月 31 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地區政策計劃顧問奧格彭提交備忘錄﹐“開
始預言臺灣軍隊及政府要‘臺灣化’的必然趨勢。”說國民黨軍隊“日益臺灣化之
後﹐政府本身也必須臺灣化。”隨著時間推移﹐“鬍子兵”無法保持戰鬥力﹐國民黨
軍隊祇能在本地徵兵。“臺灣人將不會替政府提供兵力﹐而不享有政府的權力。其結
果是臺灣日益成為地方的政權﹐政府更專注於臺灣的事務﹐而對反攻大陸日益不感興
趣﹐那也將證明我們更難把它當作真正的中國政府推介到世界上”。1954 年﹐助理
國務卿史密斯的備忘錄提出﹐“雖然失去金門對蔣介石的政府會發生嚴重影響﹐但其
繼任政府未必主張與中共統一。據我所瞭解﹐臺灣人有強烈的分離主義傾向﹐一個由
他們居優勢的政府﹐可能要維持獨立﹐也可能尋求美國支持他們的目標。”日後﹐史
密斯進一步提出“兩個中國”的設想﹐杜勒斯認為蔣介石不會接受﹐“雖然那在中國
軍隊大體變成臺灣軍隊時﹐注定要發生。”1958 年 1 月 12 日﹐杜勒斯會見參議員葛
林說﹕“臺灣人在臺灣的政府及政策上將隨大陸人年紀老化而更增加影響力。有許多
大陸軍人因為年紀大而離開軍隊﹐他們的位子由更多的臺灣人補充。如此發展到時候
會反映在臺灣政府的政策上。臺灣人將不會像現在的統治者那樣有興趣回大陸。”
1968 年 4 月 30 日﹐國家安全會議幕僚簡金斯報告國務院中華民國事務處長舒史密的
深入分析﹐“臺灣的‘臺灣化’正緩慢但穩定的進展﹐如此趨勢合於美國利益。‘美
國不需要公開表示它預見臺灣終獲獨立的可能前景﹐當然美國的防衛承諾應保持不
變。’……他們多數相信‘臺灣不可避免的會更臺灣化’﹐更有許多人﹐特別是費正
清﹐相信依目前的趨勢來判斷﹐臺灣最後獨立是最可能的前景”（王景弘﹕《採訪歷
史》第 282~283﹑287﹑291~292﹑313~314 頁）。
27
大量直接美援﹑日援﹐毋庸贅述。1972 年﹐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局秘密報告指出﹕
“把美國的防衛承諾盡量維持長久。但是﹐分別吸納臺灣出口 41％及 12％的美國及
日本市場﹐對臺灣生存的重要性﹐並不下於政治”（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404 頁）。
28
1984 年﹐“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問題小組以六比一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建
議解除戒嚴令決議》﹐要求國府廢除施行了 30 多年的戒嚴令﹐並且釋法政治犯﹑促
進臺灣的民主化。”決議明確指出﹕“國府臺灣籍副總統的出現﹐也證明臺灣本島出
9

“大中華”的興起將使臺灣問題結束冬眠狀態Ď̙Ξᔖ
Һгᇆᜩ઼࡚дᅈ۞ڌгҜĄ 29
ࡎ۞͔൴ߏЯࠎĎĮ˯ঔ̳ಡįߏૄٺనĎӈᄂ៉
ঔदᙝ۞ٙѣٕ̂кᇴ઼̚ˠౌᄮࠎᄂ៉ߏ઼̚۞˘ొ̶Ą༊
ԧࣇซˢ 21 ͵ࡔॡĎְߏ̙ؠۺ၁Ą 30
ᄂ៉۞̂ณְะඕĎࢋঘ̈́˞઼࡚۞྅౯઼࡚ᜪયĎ
дᄂ៉फᑎᄃ̂ౙ̝มޙϲ˞˘Ξ֍۞ņݱܜŇĄдΔִ࠻ֽĎ
઼࡚ˠϒྏဦШࣇពϯĎᄂ៉ϖᅈ̙ົјࠎ઼̚۞˘ొ̶Ą
఼࿅Ш઼̚णϯࣇᑅࣆّ۞ࡊԫְ˧ณĎ઼࡚рညᄮࠎĎ
ࣇਕܲᙋ˘ඕڍĄ 31
生與成長的政治家已足以擔任政治上的重責。”1985 年﹐美國參眾兩院同時通過第
806 號法案 —《臺灣民主》（Section 86﹐Democracy on Taiwan）﹐並且以《1986~87
會計年度外交關係授權法案》（Foreign Relation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86
and 1987）追加脩正案的方式﹐由總統里根簽署﹐成為美國聯邦政府的正式法律。法
律規定包括﹕“（4）在臺灣的省級及中央政府機關中﹐已有更多的臺灣籍人士擔任
擁有實權的地位。……（6）臺灣在民主運動上的進一步發展﹐將是美國持續《臺灣
關係法》所規定之道義上及法律上義務的支撐力量。（7）美國基於《臺灣關係法》﹐
再度肯定維護與增進臺灣人民的人權為國家的目標。”此法通過﹐“島內外臺灣人民
的歡欣振奮之情自不待言。尤其是旅居海外追求自由﹑民主﹑獨立的臺灣人﹐更是強
烈受到這項重大外交成果的鼓舞﹐進一步加深其對於運動的熱情。……在這股信心的
催化之下﹐1986 年黨外人士決定一鼓作氣朝‘組黨’挺進。”接著﹐臺灣要求解除
戒嚴令的示威遊行風起雲湧。接著﹐美國眾議院通過第 2233 號《臺灣民主化決議案》﹐
要求臺灣當局“（1）承認新組成的政黨﹔（2）實現完全的議會民主制。”參議院通
過第 121 號《臺灣民主化決議案》﹐要求“應盡快接受並實施以下三項要求﹕（1）
承認純粹的在野黨成立﹔（2）廢除新聞檢查制度﹐保障人民應有的言論﹑出版﹑集
會等自由﹔（3）朝向完全代議制政體邁進﹐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並舉行臺灣全
體公民參加的總統直選”。6 月﹐上述美國議案通過在先﹔9 月﹐民進黨宣佈成立在
後。臺灣當局宣佈以臺獨為綱領的民進黨為非法﹐將予以取締﹐終於沒敢下手。“由
此可知美國的輿論及國會再三通過強硬的決議案﹐確實發揮應有的作用﹐迫使國民黨
政權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戴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第 691~697 頁）。
29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60 頁）。
30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3 頁。
31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74 頁。
10

઼࡚тڍᐵᄮֹϡְ˧ณૻҖ˘ᄂ៉۞ဘྏĎ֤ᆃ઼࡚
дᅈ۞ڌгҜזצ໑ໝّ۞ᗼĎЯѩĎтڍᄂ៉֤ॡ࣏˧
᜕ܲҋ̎۞ྖĎ઼࡚ՙ̙ਕдְ˯ٙүࠎĄೱήྖᄲĎ઼࡚
̙̙ซҖ̒Ą 32

ࢦາڠ྅͟ώ
ҽጼॡ۞ᓑ༖̝ٙͽਕᘦߏЯࠎͅ၆ᛂᓑĎ̂छౌͅ၆
ВயĄ࣎ᓑ༖ࢦࢋ۞ܑಶдΔ̂Ҙ߶̳ࡗ઼࡚̈́͟
ώᘪ۞ؠщܲؠםĄᓑ༖۞ϫ۞ߏ֨ͤᛂᓑᕖૺĄ1991 ѐᛂᓑྋ
វĎϔᓑ༖ᒔ౼ӀĄ̙࿅Ď࣎ᓑ༖Ϗֽ۞Їચߏ̦ᆃಶ̙
˞Ą࿅ΝȈѐĎᓑ༖ࢦࢋ۞̍үߏώ֗۞ᕖૺĎᔘԓ୕ᕖ
ૺזለ߷ͽγ۞г͞Ą 33

確定黃綠兩個敵人之後﹐聯盟的任務自然清楚﹐— 較量的戰略
重心由西向東轉移。看西線﹐西線無戰事。“事實上﹐由於蘇聯已
不存在﹐歐洲已不再面臨任何軍事威脅。”34 歐盟﹑北約從前蘇聯
家門口一路東擴﹐登堂入室﹐直到迫使俄羅斯懇請加盟的程度。中
東雖然不消停﹐有以色列甘當指哪兒打哪兒的強大打手﹐不需要好
不容易擠走的英法﹐重新回來摻和。看東線﹐東線烽火狼煙。1996
年臺海危機﹐“隨著緊張局勢的昇級﹐已有近 40 艘美國軍艦開進了
臺灣海域。”35 2001 年美軍在亞太區 60 多次聯合演習﹔2002 年“千
年挑戰”軍事演習﹔2004 年“夏季動脈 2004”軍事演習﹔“一波
接一波﹐美國國防部官員不諱言﹐亞太區已經取代歐洲﹐成為美國

32
33
34
35

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 245~246 頁。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53 頁。
普雷斯托維茨﹕《流氓國家》第 309 頁。
庫恩﹕《他改變了中國》第 228 頁。
11

戰略安全的重心。”36
۞ֲڌቁགྷ።˞ೀಞमᕇႊតјͧለ߷ఢሀՀ̂ďՀПᐍ̝
ࡎ۞̈ᇝᑡĄ1996 ѐ 3 ͡Ď࡚࣎̚८઼ڠछдᄂ៉ಛĎ߿
ϠϠгពϯ˘ಞ̂ጼᐌॡΞਕᘕ൴۞П፟Ą在 21 世紀初始﹐臺
灣海峽變成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37

曾幾何時﹐小日本率領四小龍加五小虎並諸多東盟小兄弟﹐牽
頭“雁型結構”的東亞模式迅猛發展﹐儼然重現“大東亞共榮圈”﹐
鍋裡根本沒下中國大陸的米。38 值得仔細體會﹐與日本侵略朝鮮﹑
中國略有不同﹐東南亞先被西方殘酷屠殺﹑欺凌壓榨幾百年。日本
拿亞細亞對立歐羅巴﹐用“連橫興亞”虎口奪食﹐解放“亞洲人的
亞洲”﹐與當地民族主義者﹐結成複雜微妙關係。39 二戰以後﹐西
36

〈美國積極圍堵﹐中美漸吹冷風〉﹐《信報》2005 年 9 月 2 日﹐第 1 頁。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Mandelbaum﹕《征服世界的理念》第 164 頁。
38
1994 年﹐馬哈蒂爾與石原慎太郎合著《亞洲的聲音》﹐為當年的“大東亞共榮圈”
平反﹐把太平洋戰爭與亞洲對西方說“不”聯繫起來﹐把日本人的“錯誤”輕描淡寫
成﹐在包括中國的抗日戰爭中﹐無法準確區別游擊隊戰士和平民﹐誤殺了一些老百姓。
接著﹐繼往開來﹐隆重推出“新亞洲共榮圈”﹐卻根本沒有提及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
位置（Mathathir﹑Shintaro﹕The Voice of Asia）。
39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在亞洲的其他國家裡﹐和日本人合作可以
說是沒有多少污點或甚至完全沒有污點。例如﹐在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和日本佔
領當局所追求的目標配合得很好。……印度愛國者蘇巴斯‧博斯同日本人搞了合作﹐
他也受到類似的尊重。……今天他仍然被當作是一位民族英雄﹐甚至還活在他的許多
同胞的心裡。1964 年印度發行過印有他的肖像和印度國民軍軍徽的印度郵票。……
在緬甸﹐合作主義者的行列中也有許多值得尊敬的愛國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
山和於 1962 年上臺的軍事獨裁者奈溫。巴莫是 1942~1945 年日本支持的一個緬甸政
權的首腦。他在寫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時顯然感到自豪。……他激動地寫道﹐他感到
的是緬甸 — 以及亞洲所有的獨立國家 — 欠了日本一筆債。正是這筆債使緬甸的對
日合作者們覺得合作不僅有理而且還有功呢”（博伊爾﹕《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第 12~16 頁）。二戰結束﹐東京國際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印度派出代表法官 — 加爾
各答最高法院的拉德哈比納德‧帕爾。“衹要帕爾出庭﹐他一定會向被告鞠躬﹐他認
為這些被告是亞洲解放運動的發起者”（比克斯﹕《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第 447 頁）
。
37

12

方白人凱旋歸來﹐重溫殖民舊夢﹐當地人民再次反抗﹐爭取民族獨
立﹐然後結成反共同盟﹐與日本合作發展經濟。石原慎太郎 1989
年與盛田昭夫著《日本可以說不》﹐1994 年與馬哈蒂爾著《亞洲也
能說不》。40 揚眉吐氣﹐“不”聲遐邇。結果還是沒跳出如來佛手
心。80 年代末﹐七國集團《廣場協議》﹐強迫日本開放金融﹐泡沫
經濟即刻崩盤﹐打翻的烏龜仰面朝天﹐手攬足蹬﹐一直沒能正過身
來。90 年代中﹐索羅斯們呼風喚雨﹐亞洲金融風暴呼嘯而來﹐小龍
小虎人仰馬翻﹐狼哭鬼叫。倒是中國人民幣不可兌換﹐順勢和平崛
起。此起彼伏﹐“大中華經濟圈”一枝獨秀﹐和東盟弟兄們玩起十
加一﹑加二﹑加三﹐頗有催迫日本再次“脫亞入歐”之勢。
дֲ߷Ď૦۞઼̚ϒ۞઼࡚༖֣͟ώဳۋડાጱг
ҜĄᔹ઼Яࠎ̙ҋ۞ࣧЯ̶҃ෘĎᐌॡΞਕᘕ൴ጼۋĄᄂ៉۞
݈˵ߏۋኢ۞൏ᕇĄОޘκҘֲ̰ొٺજᎿĄОޘᛇҋ̎
ߏ઼̚ππӱ۞Ďݒҁᛇ઼̚זצഡĄ઼̚ᄃОޘĞͽ
̈́О۞ޘᇲ͐ૄğౌߏ८઼̄छĄΔᔹϒຐႽᏱڱΐˢ८
઼̄छ۞ҖЕĄ͟ώ˵Ξͽޝԣ۞јࠎ८઼̄छĄ႙႙ૻ̂۞̚
઼ѣᕇည઼ޓॡ۞ᇇ઼Ď⒖ᇍࡻ઼ď讎ෛ઼ڱĎ࠻઼̙ܻĄ
઼̫͇̚၆઼࡚д͉π߶гҜ۞࠻ڱᔵͧྵચ၁˞Ďҭߏ၆͟
ώ͕ٸ̙ޝĎ၆Оޝޘҁ̂Ď၆ܻᘲޝᒡ̙Ą 41
͟ώᛇ઼̚ૻ̂ޢ၆͟ώރ̂ޝĎᇆᜩ͟ώдડા྆
۞གྷᑻď߆ڼгҜĄČČ͟ώזனдᔘߏ˘ಙ࿅ࣧ̄ᇅ۞઼छĎ
ፉ͕ҋ̎՟ѣ८̄˧ڠĄČČ၆઼҃̚֏ͧྵ̙ே۞ߏĎ͟ώ
˯ಶਕጾѣ८̄ڠጡĄ઼̚ᄮࠎ͟ώѣ˘ཏ࠹༊р۞ࡊጯछĎΞ
ͽдޝൺ۞ॡม̰Ďϡனј۞І྅јࣧ̄ᇅĞ઼̚˘ЊಡӘ
Ҥࢍࡇࢋ˘ߐഇğĄČČ͟ώӈֹனдጾѣ۞ࣧफ़˵̏གྷૉᄦౄ

40
41

《亞洲的聲音》日文版書名是《亞洲也能說不》。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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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ᔺ८ᇅᐝĎזॡ࣏Ď͟ώጾѣБ͵ࠧк۞࿓Ąᖎ֏̝Ď
͟ώߏ८̄ૻᝋĄ 42
ᄂ៉ᓁౘ่̙ͪຳϯĎд 2002 ѐѐܐᔘ̳ฟ઼࡚៰ײď
͟ώ˘Ҷཌࢳᇅ֨րĄᄂ៉ಫវ၆͟ώ۞ᄲ͚ޝ˵ڱĄᄂ
៉઼֨छ̳ฟ៰ײĎ͟ώďᄂ៉ޙϲņՕᐵᓑ༖Ňͽٯ઼̚Ą
˘࣎ᄂ៉઼֨छᄲēņ͟ώᄂ៉ޙϲՕᐵТ༖Ďࢦࢋ۞ߏ͟
ώৌ۞ԯᄂ៉༊ј༖֣ĄŇ
͟ώυื႙႙۞ԆБ۞઼ᅫщБయЇĎ也就是說要武裝
起來Ą͟ώ۞ܧጼཌྷ̙ᅮࢋଳפࢨטďಏ͞ࢬ̙ઇડાૻᝋ
۞͞ёĄܜഇֽᄲĎᅈ۞ڌπᅮࢋ˘̙࣎ރ઼̚Ď˵̙̚צ
઼ރͽ̙̈́ົᛇ͕̙ϟଐ̙ᙸгֶᏥ઼࡚۞͟ώĄ日本作為
美國在太平洋的可靠軍事盟邦﹐而不是美國的保護國ĎΞͽឰ
઼̚д፬൴ֲھଐჰ֭ឰ͟ώ۞ϔཌྷ۞֕˯ྮ࡚ͅـॡ࣏Ď
ٚፉྵ̂۞ࢲᐍĄ 43

武裝日本﹐中日較量﹐既圍堵中國﹐又牽制日本﹐一石兩鳥﹐
一箭雙鵰。中日分別有求於美﹐狐狸給小熊分餅的把戲﹐東亞暢行。
中日交惡﹐東盟各國首鼠兩端﹐日本﹑中國﹑亞洲﹐再不會一個勁
兒纏著美國說“不”。
冷戰結束﹐金融危機﹐自民黨一黨獨大的穩定政權和 50 年經濟
持續高速增長的歷史終結﹐日本經濟長期困頓。二戰慘敗之後﹐緊
跟美國﹐藉助冷戰﹑韓戰﹑越戰死灰復燃的大和民族﹐90 年代以來﹐
和美國一道﹐迷失了政治方向﹐社會劇烈顛簸。44 1993~2000 年﹐
日本連續更換七屆首相﹐平均任期不到一年﹐史無前例。石原慎太
郎代表右派勢如潮湧﹐“新主流派”應運而生﹐與美國新保守主義

42
43
44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17﹑121~122 頁。
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22﹑128 頁）。
薛君度﹑陸忠偉﹕《顛簸的日本》。
14

齊心協力﹐推動日本從不許武裝的戰敗國﹐轉入“普通國家”（也
稱“正常國家”）﹐由經濟大國轉入政治大國﹑軍事大國。
1992 年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案》﹐1996 年發表《日
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 年發表《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
1998 年通過《週邊事態法》﹑《自衛隊脩改法》﹑《日美物資勞務
相互提供脩改協定》﹐2000 年參眾兩院成立“憲法調查會”﹐2001
年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海上保安廳脩正案》﹐2003 年
出兵伊拉克﹐2004 年脩改《武器出口三原則》﹐通過新的《防衛計
劃大綱》﹐2005 年發表《共同安全目標聲明》﹐45 通過《自衛隊法
脩正案》……﹐好似重演歷史鏡頭﹐高擎“日之丸”國旗﹐高唱《君
之代》國歌﹐一步一個腳印﹐大踏步挺進。
美日安保關係變性﹐中國政府嚴重抗議﹐日本政府強硬回應﹔
接著強佔釣魚島﹔接著在東海爭議區﹐驅逐中國調查船隻﹐授權日
本企業開發﹔接著停止中國軟貸款﹔接著直奔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
事國﹔接著石原慎太郎赴沖鳥島宣示主權﹔接著提案臺灣居民免簽
證永久化﹔接著曝光《防衛警備計劃》﹐渲染 2004~2008 年中國攻
擊日本的三種可能性﹔接著小泉首相率大批高官示威性參拜靖國神
社﹐
發誓將自衛隊正名“自衛軍”﹔接著美日協議“司令部機能一體
化”﹔46 接著自民黨通過脩憲草案﹔接著一定還會有一系列堅決果
45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http://www.
state.gov/r/pa/prs/ps/2005/42490.htm。
46
“美軍在前線作戰﹐自衛隊在後方支援”（〈軍方加速“融合”﹐旨在遏制中朝﹐
日美普天間問題協議主題明確〉﹐《參考消息》2005 年 10 月 28 日﹐第 5 頁）。美
國陸軍第一軍團司令部改編成聯合作戰司令部﹐遷至日本的座間營﹐日本在此新設陸
上自衛隊中央應急集團司令部﹐以加強兩軍司令部的協調合作﹔並將日本空中自衛隊
航空總隊司令部從東京遷入美國空軍司令部所在的橫田基地﹐建立“共同統一運用調
整所”（〈“準冷戰”中的日美軍事一體化〉﹐《信報》2005 年 11 月 22 日﹐第 12
頁）。美軍將首次在日本部署核動力航空母艦（〈美將首次在日本部署核航母〉﹐《參
考消息》2005 年 10 月 29 日﹐第 5 頁）。
15

敢的挑釁行動﹐故意大張旗鼓﹐煽動反華情緒﹐壓制和平力量﹐為
重新武裝鳴鑼開道。
美國加強東線的方針既定﹐日本的戰略地位從“保護國”晉昇
為“可靠軍事盟邦”。1992~2003 年﹐多少年時間了﹐“不許武裝”
的日本﹐軍費開支超過英﹑法﹐排名世界第二。47 方向既定﹐目標
明確﹐日本不再顛簸。從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 —“入常”﹔從政治
大國到軍事大國 — 核武裝。現有五個常務理事國﹐個個核大國。
日本經濟世界第二大實體﹐軍費開支世界第二多強權﹐唯一挨過原
子彈的國家（而且兩顆）﹐過去死傷慘重﹐現在直接面對流氓朝鮮﹐
（美國）天天嚷嚷的核武恐嚇。日本雖然既非盎格魯又不信新教﹐
畢竟是美國東線無可替代的最大盟友﹐貼身相撲頭等暴政的地緣先
鋒。更何況﹐日本從來是臺獨運動的避難所和大本營﹐認為臺灣是
獨立國家的日本人比美國人還多哩。48 靖國神社﹐天理良心﹐十月
懷胎﹐還真的不讓一朝分娩不成﹖49

47

1988~1990 年俄羅斯第一﹐美國第二﹐英國第三。1991 年美國第一﹐英國第二（瑞
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世界軍費資料庫﹐http://www.sipri.org/content
s/milap/milex/mex_data_index.html）。該軍控組織報告﹐2003 年﹐全球軍費開支 9560
億美元。其中美國一家佔全球軍費開支的 47％﹐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佔 5％。英國和
法國排名第三﹑第四﹐各佔 4％﹐其餘 153 個國家佔餘下的 36％（〈2003 年世界軍
費 9560 億美元﹐日本第二〉﹐http://japan.people.com.cn）。與美國發生的故事一樣﹐
日本耐用消費品製造業大規模轉移之後﹐值得重新推敲軍工在日本經濟中的支柱作
用。
48
1997 年﹐日本民意調查﹐認為“臺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日本人有 64.3％﹐美國
人有 59.9％（藍普頓﹕《同床異夢》第 107 頁）。
49
2000 年 9 月﹐“日本防衛廳次官曾聲明﹐日本應該採取行動﹐以獲得核武器﹐這
肯定會被看作是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敵意行動。這位防衛廳次官後來被解職了”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137 頁）。2002 年 5 月﹐內閣官房長官
福田康夫在新聞發佈會上說﹐日本的和平憲法沒有禁止日本擁有核武器。“如果衹用
於防衛﹐日本就可以擁有核武器﹐日本不能擁有核武器是沒有道理的”（唐淳風﹕《中
日兩國會開戰嗎﹖》第 33 頁）。“2003 年年初以來﹐美國一直施加壓力﹐要求日本
16

̣ďܓତ̰ᇎγଈņВॎŇ
橋樑能夠通過載重汽車﹐扛不住一隊士兵齊步走造成共振。2003
年﹐蘭德公司國防研究所完成研究項目《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
對八方“災難”展開煞有介事的定量分析﹐包括（1）失業﹑貧困和
社會動盪﹐（2）腐敗的經濟效益﹐（3）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他
傳染病﹐（4）水資源和污染﹐（5）能源消費和價格﹐（6）脆弱的
金融體制和國有企業﹐（7）外國直接投資可能下降﹐（8）臺灣問
題和其他可能發生的衝突。
ጐგБొխᙱౌன۞ໄதޝҲĎҭߏೀ࣎խᙱТॡன۞
ໄதᔘߏ۞̂ޝĄனड़ࢺڍᆧ۞ࣧЯߏē࣎វໄத̙ߏ
ϲ࣎ٺវໄத҃хд۞Ē࣎ˬયᗟ۞னĎົ೩ય
ᗟன۞ໄதĄϤٺ࠹ֶ̢х۞ᙯܼĎ˘ό˘࣎խᙱனĎ
ໂΞਕጱೀ࣎խᙱјཏனĄČČּтĎ˘Ѩ̰ొܛᏉП፟ົ
၆઼̚၆γ઼Ըྤ۞ӛ͔˧யϠާᆐ۞ࢬᇆᜩĄТᇹĎᄂ៉ঔ
दٕ۰ֲ͉гડᙯܼ۞ღૺࡎౌΞਕ઼ֹ̚۞γ઼ۡତ
Ըྤާᆐഴ͌ĎֹயϠܛᏉП፟۞ΞਕّᆧΐĄ 50

ņВॎŇॡมܑ
布熱津斯基一針見血﹐2008 年北京奧運會前後﹐中國共產黨的
執政能力﹐必然遭遇內憂外患的嚴峻挑戰。
̙ኢтңĎ઼̚၆γ۞ᖰຕϲಞĎԣд 2008 ѐ࠻ბࣔĄ
用核武器把自己武裝起來﹐並將此意圖告知中國﹐以間接迫使北京對朝鮮強硬一點。
但是﹐日本政府斷然拒絕了這個提議”（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內森﹕《無約束的日
本》第 218 頁）。”
50
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10﹑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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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ѐ۞ΔִྻĎ၆઼̚۞ҋ͉ࢦࢋĎ̙ਕឰ઼ᅫП፟ᗼ
˞઼ۤ̚ົགྷᑻ۞൴णĎΒ߁Δᔹ̈́ᄂঔĄ
Հࢦࢋ۞ߏĎ઼̚߆ڼᅳጱˠ˵઼̰ۢ̚ొ۞߆ົۤ̈́ڼ
યᗟϒдᆧΐĄᚑࢦ۞ྖĎΞਕົᑝזፋ࣎ޘטĄົႊតј߆
ڼďۤົ̙щ۞યᗟ̙͌Ďࢦࢋ۞ѣ࣎ēѐᅅˠ˯შ̈́ۤົ
̙̳Ąѐᅅˠ˯შឰ̚Вܜഇᗽᕝ۞ྤੈฟ˞ٸĄ઼̚ѣ 3500 ༱
შϔĎ51 ֱˠкΗߏѐᅅďצ࿅ିֈ۞շّĎ၆ۤົď߆ڼѣᇓ
ᇗĄ 52 ࣇкΗֶᏥშྮᒔੈྤפĎ˵ಈᝌଂγ઼ᒔੈྤפĄѣ
۞ߏĎ͟ώࡇѣ 4Ʀ۞ˠ˯γ઼შ৭Ď઼҃̚ˠ˯γ઼შ৭۞ѣ
40ƦĄௐ˟࣎યᗟߏĎۤົֽ̙̳۞ன෪ົᑝ߆זᝋͽـ
۞ˠˠπඈ۞ି୧ĄాВயᛨ۞፟ᙯಡౌ̳ฟٚᄮņళಱमฟ
ؕٛچĎ֭ѣᚶᜈᕖ̂۞ᔌ๕Ď̶੨ᅳા۞Ϭ࠼͟႙ࡎĄČČ
Ϭ࠼ࡎ۞၆ԩّᆧૻĄŇ઼̚ࡁ۞տ˵ᄲۤົ̙̳̏གྷז
˞ņПᐍ۞ޘŇĄ 53

2007 年﹐中國共產黨 17 大。如今﹐全國各地一年時間幾十萬
起“弱勢群體”抗爭﹐一樁接一樁血汗工廠的悲慘事故﹐一件接一
件聳人聽聞的貪污大案﹐自然反映黨內外各種不同意見劍拔弩張。54
石油價格扶搖直上。2005 年初﹐鐵礦砂價格一次猛漲 71.5％。

51

2005 年 4 月﹐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數據﹐大陸網民一億零 20 萬（〈中國網民
數目突破一億僅次美國〉﹐《信報》2005 年 5 月 20 日﹐第 11 頁）。
52
2003 年調查數﹐39％的“網民”18~24 歲﹐35 歲以下的用戶佔總用戶的 84％（中
國社會科學研究會﹕《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第 311 頁）。
53
根據判斷貧富差別的基尼系數﹐“0.4 就屬於危險的程度。到 2002 年﹐中國城鄉
不平等達到 0.59﹐對社會安定威脅極大。……過去 20 年這項指標的變化多少也反映
了一般人對少數人突然富有的反感。在強調人人平等﹐卻又是貪污普遍的社會﹐尤其
令人憂心”（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27﹑242 頁）。
54
“我們提到的這些問題已經夠艱難的了﹐但是它們還不是名單的全部。例如﹐我們
沒有提到由於領導階層更迭﹐從第三代領導階層向第四代領導階層過渡過程中可能發
生的黨內政治鬥爭”（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6 頁）。
18

美元一路貶值﹐能源﹑原材料進口成本大增。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
工業﹐既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又是吸收民工就業的社會穩定器﹐
驟然面臨產品出口市場制裁﹐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老鼠躦風箱 —
兩頭受氣。
中國許多“三來一補”式的“世界工廠”﹐不過是跨國公司價
值鏈上勞動密集﹑資源密集﹑能耗密集﹑污染密集的一個環節。
譬如﹐2003 年﹐中國GDP佔世界的 4％﹔年鋼材消耗 2.6 億噸﹐
佔世界的 25％﹔煤炭消耗 15 億噸﹐佔世界的 30％﹔水泥消耗 8.2
億噸﹐佔世界的 50％。55 預測 2005 年﹐中國每單位GDP消耗的原
始能源﹐是美國的三倍﹐56 歐盟的五倍﹐日本的七倍。57
譬如﹐一臺出口DVD售價 32 美元﹐交外國專利費 18 美元﹐成
本 13 美元﹐企業利潤一美元。一臺MP3 售價 79 美元﹐國外拿走 45
美元專利費﹐製造成本 32.5 美元﹐企業利潤 1.5 美元。58 中國彩電
出口世界第一﹐89％得貼上外國商標。中國計算機毛利祇有 5％﹐
因為芯片和操作系統是英特爾和微軟。59 人人喊打的紡織品出口﹐
行業毛利潤 5~7％﹐淨利潤祇有 2~3％。60 海外制裁﹐國內加稅﹐
結果都是企業經營陷入困境。
“兩頭在外”的增長模式﹐原材料進口價格彈性極低﹐產品出
口價格彈性極高﹐企業利潤空間極薄。“大進大出”忽然間進不來﹑
出不去﹐維持工廠持續開工的應對措施﹐勢必進一步壓低工資﹑延

55

卓勇良﹕〈另眼看中國經濟“高消耗”〉﹐《改革內參》2005 年第 16 期﹐第 21 頁。
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107 頁。
57
〈《華郵》﹕中國是能源浪費大國〉﹐《信報》2005 年 8 月 8 日﹐第 10 頁。
58
〈一臺DVD賺取一美元利潤﹐中國製造能走多遠﹖〉﹐人民網 2005 年 3 月 11 日﹐
http://homea.people.com.cn/GB/41391/3236349.html。
59
〈我國名牌彩電 90％需貼外國商標纔能出口歐美〉﹐《法制晚報》2005 年 5 月 24 日。
60
〈曼德爾森﹕鴕鳥政策不是歐洲的出路〉﹐《三聯生活週刊》2005 年第 20 期﹐第
100 頁。
56

19

長工時﹐往乾柴烈火的勞資矛盾火上澆油。
઼̚۞̳ฟᔳትεຽ྿ᓁ౻જ˧۞ 23ƦĎ ܕ1.7 ᆆˠĄ
ࢍܕഇ઼̚εຽதᔘົᆧܜĎࢋࣧЯߏĎ20 ͵ࡔ 80 ѐˠ˾۞
ާᆐᆧܜĎͽ઼̈́ѣЋຽĞ఼૱ߏड़தमďᓪຫᚑࢦ۞઼ѣЋຽğ
۞ռѣ̼ఢሀᒺ̈Ďт઼̚ڍᏲчΐˢWTOॡ۞ٚᏚĎ֤ᆃ
ົౄјՀк۞εຽĄྺՅళӧΐஎ˞ྺՅݱξгડќˢ۞̙π
ඈĎጱྺՅˠ˾ШݱξዏொĎଂֹ҃ݱξεຽதᚶᜈچĎౄ
јۤົ۞̙щؠĄ 61
˘ߏᘕ൴̂ఢሀ۞̍ˠԩᛉ߿જྺϔᇷใĄݱᗉгડĎྺ
ϔ̍˭૯̍ˠߏౄјۤົ̙щ۞ؠሕдॲĄкᇴྺϔ̍ߏѐ
ᅅˠĎࣇ՟ѣхഠĎ՟ѣ۞͞ء೯ӄĄࠎ˞Ϡхࣇົ˘ڦ؝
ᕗĎޠڱቑಛವՐԕ᜕Ą˭૯̍ˠΞਕົЯࠎεΝņᜠฺ༦Ň
҃ᛇநຐ͑ໝĎ˫၆ᓠ۞εຽାᑻຏזᇙޤĎࣇົҋ̎
۞̙႕၆߆عĎޢᓑЪֽĎᄦౄ˘ѨۤົજᒜĄྺՅгડĎ
ྺϔќˢ̪ͧྵҲĎ̂ณ۞ྺՅ౺Ҵ౻જ˧˘ۡߏ˘̙щؠ
̙ᘦ˧۞ؠณĄ˘Ѩᚑࢦ۞ҋխचĎг͞߆۞عЇңΐඁՙؠĎ
ٕ۰ྺய̂ݡณซ˾ጱ۞ྺயݡᆊॾ۞ާᆐ˭ࢫĎౌΞਕ၆ྺ
ϔ۞ϠхၹјރĎଂ͔҃൴ྺϔͅԩĄт߆ڍᛨᅳጱˠϡฤ
ֽᗉᑅϯރ۰۞ࣇТଐ۰Ď֤ᆃ̂ఢሀ۞ϯ߿ރજΞਕົᖼ
̼ࠎۤົ߆ڼП፟Ą 62

2006 年﹐臺灣公投脩憲。63 雖然麥克納馬拉擔心﹐“普遍自決
同和平與安寧是不可協調的。”64 臺灣公投決定去留﹐是美國政府

61

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6﹑11 頁。
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15 頁。
63
陳水扁宣稱“在 2006 年 12 月 10 日國際人權日當天公投臺灣新憲法﹐並在 2008
年 5 月 20 日第 12 任總統實施”（蘇起﹕《危險邊緣》第 329 頁）。
64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92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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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首以待的多年期盼。65
雖然大陸多次軍事演習﹐導彈試射打到臺灣海域﹐臺獨照樣膽
敢實施公投。香港回歸以後﹐抗議遊行不斷﹐陳水扁歡欣鼓舞﹕“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落實徹底失敗﹐助長了臺灣認同及臺灣意識的抬
頭”。 66 “一國兩制”本是針對統一臺灣提出的。臺獨不怕打﹐背
後的政治邏輯是你好打不好治。極端假設臺灣不設防﹐一槍不放﹐
繳械投降﹐像香港一樣回歸祖國。解放臺灣不易﹐“一國兩制”更
難。
更重要的是﹐臺灣社會民眾的嚴重分裂﹐不是由於內部政策分
歧﹐集中圍繞統獨國體之爭﹐不可以簡單類比西方的兩黨政治。硬
要類比﹐祇有美國的南北戰爭。綠營雖然執政﹐根本無法通過任何

65

1949 年 6 月 9 日﹐國務院遠東局長Walton W. Butterworth提案建議與英國商量﹐由
聯合國在臺灣進行“住民自決”投票（戴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第 338 頁）。1951
年 12 月 7 日﹐美國國務院提出五種“符合美國利益的解決辦法”﹐（1）“確認臺灣
是中國一部分”﹑（2）“臺灣獨立”﹑（3）“交聯合國託管”﹑（4）“交還日本”
和（5）“以自由的公民投票決定臺灣及臺灣人民的地位”。即在一項“可能由聯合
國監督的自由投票中﹐臺灣人民可以對前述四種可能解決辦法進行選擇。”美國當時
的顧慮是﹐“公民投票的方式﹐因為國民黨軍隊駐在臺灣﹐及國民黨政府反對”﹐結
論是“目前情況下似無可能。”1958 年﹐澳洲外長卡西與國務卿杜勒斯探討臺灣前
途﹐“其間也提及在臺灣實行公民投票的可能性﹐並揣測如果舉行公民投票﹐那可以
確定絕大多數人民將選擇保持與共黨中國分開共存。杜勒斯在回應時提及‘有人提議
在聯合國監督下﹐在臺灣進行公民投票﹐以作為未來聯合國行動的指標。’杜勒斯對
卡西預測﹐‘隨時間的消逝﹐大部分臺灣的人民將希望臺灣被視為獨立的國家。’他
預測在‘未來五年或更長的時間便會出現這種情況’”（王景弘﹕《採訪歷史》第
280~281﹑292~293 頁）。1959 年﹐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生（Adlai E. Stevenson）
對CBS電視訪問說﹕“臺灣的地位應在聯合國監視之下﹐由臺灣住民投票決定”（戴
天昭﹕《臺灣國際政治史》第 454 頁）。
66
陳水扁還說﹕“這是他能於兩千年當選及連任成功的原因。……香港發生的事顯
示這個制度﹑這個模式徹底失敗﹐我們無法接受。……根據香港過去一年的情況﹐臺
灣 2300 人民正進一步強化排斥‘一國兩制’的看法”（〈陳水扁﹕一國兩制徹底失
敗〉﹐《信報》2004 年 3 月 31 日﹐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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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改善﹐彌合社會分裂的深溝巨壑。誇大外部壓力﹐以鉗制藍營
反對勢力﹐在臺獨道路上奮勇挺進﹐成為島內政治形格勢禁的自然
選擇。更直白的說﹐現在恐怕是臺獨盼打。萬一擦槍走火﹐阿扁馬
上大叫大嚷“焦土抗戰”﹐捍衛民主。
中華民族同文同種﹐分裂不得人心。13 億人口的大陸市場和廉
價勞動力﹐世界 500 強都不遠萬里﹐勞動密集型產業起家的臺灣﹐
想跑﹐能跑到哪兒去﹖“近四分之三投資海外的公司在大陸運作這
一事實表明﹐臺灣的投資者和來自其他國家的一樣﹐沒有能抵御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誘惑。”67 2005 年﹐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破冰之
旅﹐摩肩接踵爭先恐後﹐認祖歸宗熱淚盈眶。客觀經濟因素﹑主觀
政治姿態統統表明﹐時間站在我們一邊。祇要能夠繼續保持和加強
經貿往來﹐在國民黨“貴族”愛國和民進黨草根“民粹”的複雜成
份當中﹐建立平衡支點﹐臺灣回歸祖國﹐自然越走越近。
我們知道時間對我有利﹐對方何嘗不知﹐需要格外警惕。如今﹐
美國加日本﹐從武器支援到口頭聲明﹐發出的全是錯誤信號﹐越來
越密集﹐越來越強硬。臺獨也表現出狗急跳牆的歷史責任感 — 千
載難逢的歷史機遇稍縱即逝﹐分裂大夢在此一搏。親哥當日本鬼子
戰死﹑本人曾任皇軍少尉的李登輝﹐在日本雜誌撰文﹐信誓旦旦“臺
灣國”參加北京奧運會。68 連戰﹑宋楚瑜﹑陳水扁越是不得不亦步
亦趨﹐2006 年脩憲反彈﹐多邁一步的可能性越大。美﹑日﹑臺獨苦
心經營多少年﹐加上釣魚島豐富的油氣資源﹐臺海局部驚濤駭浪一
67

“臨近的大陸在語言﹑文化方面的優勢﹐甚至是家族的紐帶和經濟上的互補﹐使中
華人民共和國自然成為外向型的臺灣商業團體（商業活動）的首要目標”（史蒂文‧
戈爾茨坦﹕〈接觸的條件﹕臺灣的大陸政策〉﹐約翰斯頓﹑羅斯﹕《與中國接觸》第
86 頁）。
68
李登輝豪情滿懷﹐“希望在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制定新憲法﹐並讓正名運動
成功﹐然後以“臺灣國”參加北京奧運”（李登輝﹕〈飛彈問題非公投可決議〉﹐ht
tp://ec.chinatimes.com/scri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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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較量﹐邏輯上很難避免。
˘όᄂ៉ঔद൴ϠღૺԊ๕ٕ۰ࡎĎ൴Ϡ̰ొܛᏉП፟
γ઼ۡତԸྤᒺഴ۞Аរໄதົ̂̂ᆧΐĄČČያጱᇅֽ၆ᄂ៉
ঔदث၁Җ༰ྻ۞ߏڍޢఱྻۏᏮ۞ܲᐍާᆐ˯چĎ፬ᐽ
γથд઼̚Ըྤ۞Я৵ާᆐ˭ࢫĎТ઼̚۞˵ٽ˭ࢫĄ69

2007 年﹐香港特首換屆。港人治港的根本難題﹐是什麼港人治
港﹖經濟上﹐香港是祖國大陸的對外窗口﹔政治上﹐香港是中國共
產黨的難民社會。大多數港人﹐解放前夕﹑三年困難和文化大革命
期間﹐由於種種政治經濟原因﹐背井離鄉﹐逃亡香港﹐愛國不愛黨。
港英當局從始至終的反共教育和妖魔化宣傳﹐反共﹑恐共﹑拒共﹑
疑共的社會輿論蔚然成風。
香港 610 萬有權登記選民的永久居民﹐50 萬外國港人﹐60 多萬
臺灣“關係戶”— 持臺灣“護照”港人。97 以前﹐60 多萬港人海
外移民﹐大部分持外國護照返港。港英當局一口氣發出 344 萬BNO
護照 —“英國國民（海外）”。中國說是中國公民﹐英國說是英國
公民。雙方政府沒有達成協議﹐交換備忘錄各自表述。香港回歸﹐
未經履行國籍認證﹐發出 244 萬特區護照。相當大多數中產階級（如
果不是絕大多數）﹐事實上的雙重國籍多種身份﹐是港人治港的政
治生態。譬如﹐美籍華裔港人﹐祇要願意﹐可同時持有美國護照﹑
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回鄉證和特區護照。譬如﹐純種美國人﹑英國
人﹑澳大利亞人﹑日本人﹑印度人﹑南亞人﹑菲律賓人﹐白黑黃紅各
色人等﹐以及各類歐亞﹑亞亞混血及其後裔﹐金髮碧眼﹐鼻聳腿長﹐
登記選民﹐踊躍投票﹐組黨參政﹐上街遊行﹐百無忌憚﹐樂此不疲。

69

“如同臺灣海峽地區的衝突將嚴重抑制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亞洲其他地區發生衝
突也會產生同樣的影響。例如朝鮮半島問題﹐儘管其反響不像臺灣海峽地區爆發意外
事件那麼嚴重”（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7﹑154~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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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總有美國議員指手劃腳﹐“香港並非純中國內政”。70
2004 年﹐香港“公投”邁出公開討論的歷史性一步。71 美國眾
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來港演講﹐堅決支持公投 07﹑08 年普選。
2005 年 3 月﹐董建華辭職﹐美國政府正式表態支持普選。72 2006 年
以後﹐誰當下一屆特首﹐憑什麼以及應當如何產生﹐勢必還有的折騰。
2007 年﹐金融全面放開﹐是加入WTO的承諾。2004 年﹐外匯儲
備猛增兩千億美元。人民幣堅持不昇值﹐投機熱錢繼續增加。人民幣
昇值少許﹐等於驗証必然昇值趨勢﹐吸引熱錢繼續趕來﹐鼓勵老百姓
用手中美元兌換人民幣。人民幣昇值過多﹐超過市場預期﹐美元熱錢
撤出 — 拋售人民幣換回美元﹐預言~實現式的效果﹐大量基礎貨幣
集中衝擊市場。關於建立浮動區間的荒謬構想﹐早被包括歐洲匯率聯
繫機制在內的各國慘痛教訓徹底摧毀。索羅斯的名言振聾發聵﹕“目
標是目標 — 投機攻擊的靶子”。73 理論上﹐祇有人民幣匯率市場
調節﹐纔能恰如其分。有全面開放金融的正式承諾擺在眼前﹐很難預
期今﹑明兩年投機熱錢會自動離去。一邊強調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掛
鉤﹐一邊承認人民幣對美元昇值﹐並不解決實際問題。
金融自由化﹐包括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人民幣完全可兌換﹐
是經濟規律之必然﹐時代潮流大勢所趨。80 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以
來﹐中國是最後一塊沒有遭受金融危機洗劫的處女地Ą近 30 年經濟
高速增長﹐積聚了巨額金融資產和巨額銀行壞帳﹐國際金融大鱷磨
70

Sam Brownback（參議院亞太委員會主席）﹕〈Backing Hong Hong’s dreamer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004 年 3 月 8 日。有關香港問題的分析和數據出處﹐見王小
強《再造一個香港》打印稿。
71
港英統治期間﹐倘若有議員公開嚷嚷“公投”﹐政治部早就逮捕了。
72
“美國國務院就行政長官董建華辭職作出回應﹐表示會繼續支持香港人透過選舉改
革和普選追求民主”（〈美稱繼續支持港人追求民主〉﹐
《明報》2005 年 3 月 11 日）。
73
索羅斯原話﹕“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提議建立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目標
區。其初衷令人讚賞﹐但方法卻不能令人佩服。因為正式的匯率目標區恰恰提供了其
名稱中所暗示的東西﹕投機者射擊的靶子”（索羅斯﹕《開放社會》第 3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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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舔舌﹐垂涎欲滴。中國能夠躲過亞洲金融風暴﹐唯一屏障是人民
幣管制﹐不能大筆炒作。中國的經濟增長靠出口加工﹐出口加工依
賴匯率穩定。大進大出的外貿佔GDP總額的 70~80％﹐再強調產業
結構調整也來不及了。1998 年﹐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 → 經濟危機
→ 社會動蕩 → 政權顛覆 → 國家分裂﹐一步一個腳印﹐慘痛教訓
值得慎思。74
઼ѣᅙҖ̙։ྤயયᗟܧ૱ᚑࢦĄӈֹߏ͞ءҤࢍĎ̙։ྤ
ய۞ᇴᗝ˵ߏ࠹༊̂۞Ďд 2000 ѐ̂ࡗҫᓁഠᗝ۞ 26.2ƦĄ
၁Ď̙։ྤய۞ৌϒᇴᗝȈѣˣ˝ͧ͞ء೩ֻ۞ᇴфࢋ̂кĎ
ЯࠎᅙҖ఼૱̙։ྤயซҖඕᖼĎٙͽ̙։ྤயдᅙҖ۞ྤய
ๅܑ˯ߏ࠻̙֍۞ĄѩγĎ઼̚ᅙҖ၆̙։ྤய۞ؠཌྷᅈͧҘ
͞ᇾᆵᗫ۞кĄ
̚δᅙҖ̙үϡĎᅙҖրໂޘऴĎܧᅙҖܛᏉ፟ၹ˫
ͻѣड़۞ఢౢޘטĎߏٺĎགྷᑻП፟۞ሕдᄅᄂ̏གྷనؠр˞Ą
གྷᑻົۤᒖဩ۞˘րЕࡎត̼ಶਕ͔൴˘ಞܛᏉП፟Ą 75

蘭德公司國防研究所的科學項目言猶未盡﹐另外補充了四個周
邊隨時可能發生的災難。
Ϥٺঘ̈́ݑঔ۞Ϯڵછଣฟ൴Ď઼̚Тѣᙯ઼छಶݑঔ˘
ֱঔા۞ᝋયᗟ૱ѐᇝᑡ̙ᕝĎ҃ͷᇝᑡᔘॡ̙ॡΐᆐĄ
ᐌ઼̚ঔ྅౯ਕ˧۞̙ᕝ೩Ď࿅Ν઼̚͟ώࡇฉഇ
ّಶ౦फયᗟ൴ϠࡎĎனдࡎΞਕͅೇன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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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ᆃ઼̚͟ώ̝มᘕ൴ᚑࢦࡎ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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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聯繫匯率保衛戰》第 163~178 頁。曉曉〈投機賭博
新經濟的挑戰〉中有“等待中國的金融危機”一節（《香港傳真》No.2002~13）。
75
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127﹑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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ՙؠ౼ୀ۞ᇲଐҿᕝ
軍事作家黎汝清著《皖南事變》﹐60 萬字長篇小說﹐史料徵引﹐
文學演義﹐驚心動魄﹐發人深省。當時共產黨內部﹐毛澤東獨立自
主對敵鬥爭﹐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兩條路線鼎足而立。由
此不難想象﹐蔣委員長統一領導全民抗戰的熱烈氣氛。
項英雄心壯志﹐等待日軍南下﹐創建華南抗日根據地。華南諸
多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老革命根據地﹐三年游擊積累了雄厚的群眾
基礎和堅強的幹部隊伍﹐這是八路軍在華北不具備的有利條件。葉
挺北伐鐵軍﹐攻城掠地打硬仗﹔項英山區游擊﹐深入農村基層﹐廣
泛發動民眾。項英的黨內老資格﹐葉挺的國軍老關係﹐天造地設一
對好搭檔。華北一馬平川﹐八路軍祇好挖地道﹑鑽青紗帳。蘇北交
通﹑水網﹑城市密集﹐敵﹑偽﹑頑扎堆兒﹐新四軍與敵軍戰鬥﹑與
友軍摩擦﹐沒處躲沒處藏。華南崇山峻嶺﹐交通阻隔﹐天高地遠﹐
縱情馳騁。眼瞅著華北敵後根據地的巨大成就和成熟經驗﹐華南的
軍事政治﹑幹部群眾﹑地理地形﹐天時地利人和﹐祇欠日本鬼子繼
續南侵一個東風。這是項英“賴”在皖南不走的戰略思想﹐“黨中
央也並未絕對否定”。77

76
77

沃爾斯等﹕《中國經濟領域的斷層線》第 170~171 頁。
黎汝清﹕《皖南事變》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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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惟寧是﹐皖南事變一年以後﹐日軍誘降蔣介石不成﹐終於揮
師南下。圍殲新四軍的顧祝同﹐從上饒逃往閩西。幾乎出於同樣的
戰略思想﹐1944 年﹐中央命令王震 359 旅從延安長途遠涉﹐直插廣
東。隨軍組成華南老區出身的三個幹部大隊﹐“任務是回到原地區﹐
恢復和擴大根據地。”78
縱觀皖南事變全過程﹐從不走到走﹐從北上到南下﹐從準備打
到大搬家﹐從群眾大會的延誤到馬拉松軍事會議﹐從原地固守到分
散突圍﹐所有一連串的猶豫﹑爭論﹐放鬆警覺﹐浪費時間﹐無所作
為﹐坐失戰機﹐歸根結蒂﹐取決於一個敵情判斷 — 蔣介石會不會
大打出手﹖新四軍戰鬥主力遠在蘇北﹐喫掉新四軍軍部﹐軍事上佔
點小便宜﹐遠遠無法補償破坏團結抗戰的政治損失。冠冕堂皇發佈
軍令﹐調項葉橫渡長江天險﹐由等在對岸的敵偽動手﹐君子遠庖廚。
1940 年底﹐第三戰區六個師﹐對新四軍軍部近萬人﹐完成鐵桶
包圍的戰鬥姿態（可做迫我北移的解讀）。蔣介石亡我之心不死﹐
路人皆知。不皆知的是﹐重慶政府苟延殘喘﹐迫切需要以統一抗戰
的名目﹐爭取國際援助。在八路軍奮不顧身百團大戰的同時﹐雖然
各地國共兩黨軍隊多次摩擦﹐葉挺所率之軍部﹐機關後勤﹐三分之
一非戰斗人員。友軍頻繁往來慰問應酬﹐皖南並非直接衝突的是非
之地。走不走﹐搪塞拖延到最後﹐不得不走。接下來的爭論是走的
路線。北渡長江的軍令﹐提前泄漏給日偽﹐前途叵測艱險。先南下
再東進北上﹐通過友軍轄區﹐勢必發生摩擦。準備打﹐用不著討論。
難題是準備小打還是大打。做好大打的準備﹐丟掉壇壇罐罐﹐精簡
非戰鬥人員﹐說起來輕巧。扔下輜重﹑機關﹑醫院﹑後勤和地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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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率軍南下六個大隊﹐359 旅編成一﹑二﹑三大隊﹐“四﹑五﹑六大隊為幹部大
隊。四大隊以原湘贛蘇區紅六軍團老幹部為基礎﹔五大隊以原湘鄂西蘇區紅二軍團老
幹部為基礎﹔六大隊以原鄂豫皖蘇區第四方面軍老幹部為基礎”（鄧野﹕《聯合政府
與一黨專政》第 40~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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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自生自滅﹐特別是割舍大批行動不便的傷病員﹐決非輕易可下的
決心。等到打起來了﹐又是判斷的游移 — 但願是必然發生的摩擦
衝突。一直打成釜底游魚﹐分散突圍是共產黨的看家本領﹐結果避
長揚短﹐集中主力原地固守﹐圖的是政治談判解決糾紛的可能性。
上官雲相喜出望外﹐“給我們提供了聚殲的機會﹗”79 兩天以後﹐
延安發來指示﹐認為“似以突圍出去分批東進或北進為有利”﹐又
提醒“應注意與包圍部隊首長談判”。80 又一天以後﹐通過周恩來
竭盡全力政治交涉﹐蔣介石總算下達“解圍”命令﹐新四軍軍部全
軍覆沒。軍長葉挺﹐在我方是談判的代表﹐在對方是生擒的戰俘。
事實上﹐蔣介石的決心﹐從命令葉挺北渡長江那一刻﹐就是“消
滅”﹐“就地解決”﹐“不走要打﹐走也要打”。早在項英開拔之
前﹐“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手令﹐下達到連排。81 全力以赴圍
殲﹐斬草除根清剿﹐徹底粉碎了一切遲疑幻想。重溫事變前夕﹐料
敵如神的毛澤東發給項英的嚴厲批評﹐至今依然電閃雷鳴﹗
Ұࣇ̙ࢋ၆઼ϔᛨхЇң͑ຐĎ̙ࢋያ઼ϔᛨᑒӄҰࣇЇңڌ
ҘĎԯΞਕᑒӄ۞ڌҘࡇ༊үຍγְ̝ĄҰࣇࢋѣՙ͕ѣᏱڱĎ
โຳ̙Ӏ۞ᒖဩĎČČтڍજອ൘ᏢĎҋ̎Ᏹڱՙ͕Ď
дᇲӵᑝ˭ĎҰࣇߏޝПᐍ۞ĄБ઼՟ѣЇң˘࣎г͞ĎѣҰ
ࣇᇹᏵႷ൘Ꮲďՙ͕Ᏹ۞ڱĄČČҬѩ୮֍ؠď୮͞
ШĎֽҰࣇࢋಙ̂ᓪ۞Ą 82

值得一問﹐小布什已經或正在或將要下達的﹐是一張什麼手令﹖
美國堅決支持日本﹑堅決反對德國“入常”﹐是戰略重心從西線向
79

黎汝清﹕《皖南事變》第 511 頁。
1941 年 1 月 12 日電報﹐黎汝清﹕《皖南事變》第 511 頁。
81
黎汝清﹕《皖南事變》第 61﹑329 頁。
82
〈1940 年 12 月 26 日給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的電報〉﹐《毛澤東軍事文選》第
233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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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線轉移的標志性說明。2005 年 3 月﹐美國在伊朗核計劃問題上態
度忽然軟化﹐交給歐盟去處理﹔5 月﹐美﹑日﹑澳軍事結盟﹔6 月初﹐
新加坡安全會議﹐美國國防部在馬六甲海峽﹑泰國﹑越南到處高調
插手﹐說明主攻方向確定﹖6 月底﹐伊朗強硬派大選勝利﹐美國戰
略研究界馬上重新評估同時進行兩場戰爭的能力﹐說明戰略決策猶
豫﹖小布什~賴斯一屆盎格魯~新教極端政府﹐既定的強硬路線不撞
南墻﹐很難回頭調整。除非本‧拉登再鬧一場比 911 更厲害的恐怖
襲擊。

ϠѪх˸۞ጼՙ͕
冷戰期間﹐兩個超級大國爭霸﹐兩大陣營對壘﹐旗幟鮮明﹐勢
均力敵。雖然意識形態你死我活﹐有過古巴導彈危機一身冷汗﹐誰
也不敢真動家伙。冷戰不是熱戰﹐說得多做得少。反恐戰爭討伐暴
政﹐熱戰不是冷戰。缺乏涇渭分明的意識形態﹐樹敵都得東拉西扯。
對手七零八落﹐打一個贏一場。說不明白﹐打得便宜﹐說得少做得
多。本‧拉登從未承認 9.11 是基地組織幹的。美國對阿富汗﹑伊拉
克兩個主權國家的兩場侵略戰爭﹐不用理由﹐不用幫忙﹐不宣而戰。
接下來﹐小布什會對中國這個“更根本的挑戰”如何下手﹖
中央放權鬆綁﹐地方自謀發展﹐地區差距急劇拉開。市場經濟﹐
唯利是圖。鐵板一塊﹐分崩離析﹐一盤散沙。經濟上﹐枝強幹弱﹐
外重內輕。政治上﹐聯邦自治﹑民意公投﹐國家分裂的現成工具一
應俱全。經過多年一黨專政﹐共產黨成為維繫統一的唯一全國性組
織﹐一時間無可替代。多年執政的共產黨﹐不單是意識形態的載體﹐
更是超越民族﹑凌駕地方的主導力量。蘇聯解體的核心技術環節﹐
是解散聯共（布）。摧毀跨宗教﹑跨民族﹑跨地方利益的唯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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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分裂成 16 個主權國家。83 蘇聯解體十年之後﹐一個接一個“顏
色革命”﹐展開“獨聯體”的再解體。是有美國人上下其手﹐推波
助瀾﹐處於核心地位的俄羅斯廢了共產黨﹐普京再有愛國主義﹐缺
乏與“獨聯體”各國前蘇共領導人溝通協調的組織機制。烏克蘭顏
色一變﹐馬上申請加入北約。跨民族﹑跨聯邦的凝聚機制付置缺如﹐
“獨聯體”名存而實亡﹐早晚各奔東西。試想﹐萬一沒有了黨中央
的統一組織紀律﹑統一調配幹部﹐黑龍江﹑廣西﹑浙江﹑海南等省
方面大員﹐一手遮天﹐集體犯案﹐該發生多少起“湖南驅張”式的
顏色革命﹖前蘇聯仍在繼續的解體進程足以證明﹐有臺灣﹑西藏﹑
新疆﹑香港問題愈演愈烈﹐顛覆共產黨政權﹐不管是外部他人推翻﹐
還是內部自己改變﹐與中國走向分裂﹐成為時代的同義語。“中國
凌晨攻臺﹐新疆下午就揭竿起義”。84 澳裔美人譚若思預言﹕“中
共的倒臺方式將很像滿清”。
̫͟Ď̚Вᛨ઼ࡶࣆᄂĎ˵ົည้۞઼̚טޓᖬ˘ᇹĎܐ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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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仕武﹕《全球化與共產黨》。
“疆獨的境外組織‘東土耳其斯坦人民黨’宣稱﹐已在新疆網羅六萬名黨員﹐成立
了 178 個地下黨部”（譚若思﹕《一中帝國大夢》第 250 頁）。不僅如此﹐辛亥革命
一爆發﹐英國支持達賴喇嘛發佈“驅漢令”﹕“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即
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牙含章﹕《達
賴喇嘛傳》第 240 頁）。1912 年的“驅漢令”﹐到今天都是達賴喇嘛流亡政權鬧分
裂的法理依據 —“曾經獨立”（張植榮﹕《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第 226 頁）。與
此同時﹐俄國支持外蒙獨立。接著﹐1913 年《蒙藏協定》﹕“1﹑西藏國主達賴喇嘛
贊同並承認蒙古為獨立國家﹐其黃教首領哲布尊丹巴為蒙古國主﹔2﹑蒙古國主哲布
尊丹巴喇嘛贊同並承認西藏為獨立國家﹐達賴喇嘛為西藏國主﹔3﹑兩國當於協商之
後﹐設法促進佛教信仰﹔4﹑蒙藏兩國從今以後﹐凡有外患內憂﹐雙方皆當永遠互相
贊助”（張植榮﹕《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第 231 頁）。不僅如此﹐1913 年﹐中﹑
英﹑藏在印度西姆來開會﹐西藏代表提出的要求是﹕“1﹑西藏獨立﹔2﹑西藏疆域包
括青海﹑里塘﹑巴塘等處並及打箭爐﹔3﹑光緒 19 年及 34 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
脩改﹐中國不得過問﹔4﹑中國不得派官員駐藏﹔5﹑中蒙各處廟宇向認達賴為教主﹐
均由達賴委派喇嘛主持”（牙含章﹕《達賴喇嘛傳》第 252 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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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各省獨立的訴求﹐與當今臺獨一樣﹐都是反對專制﹐捍衛
民主。中央民主憲政﹐地方尾大不掉﹐更有外國勢力攪和（東北最
典型）。地方祇領餉不納糧﹐逼迫中央氣急敗壞﹐不是借外債喪權
辱國﹐就是開倒車復辟帝制。《走向共和》電視劇的結尾﹐根本不
該是洪憲皇帝一命歸天。府院之爭﹐張勛復辟﹐馬廠誓師﹐護法運
動﹐南北分裂﹐……正劇的大幕從此拉開﹐巨大的代價始料不及。
袁世凱死後 12 年時間﹐北京九易政府﹐24 次內閣改組﹐換 26 個總
理。 86 城頭變換大王旗﹐軍閥混戰﹐生靈涂炭。1911~1931 年 20
年時間﹐封閉割據的四川一省﹐軍閥混戰 478 次。87 一直打到日本
鐵蹄蹂躪大半個中國﹐打到 1949 年新中國建立﹐滿清割地賠款在先﹐
民國外蒙獨立在後﹐三分之一國土面積喪失﹐餘下的祖國分裂至今﹗
問題的難點﹐真正的挑戰﹐不是對諸多危機的性質﹑走向﹑嚴
重程度如何周密分析﹐而是對敵情的準確判斷和當機立斷的決心。
事後諸葛亮容易﹐事前下決心極難。總結皖南事變﹐長篇小說最後
一段思辯發人深省。試想﹐假如蔣介石真的不敢冒天下大不韙﹐沒
有下達一網打盡的手令呢﹖突然拋棄輜重機關﹐扔掉幾千傷病員和
85
86
87

譚若思﹕《一中帝國大夢》第 99~105 頁。
譚若思﹕《一中帝國大夢》第 105 頁。
李白虹﹕〈20 年來之川閥戰爭〉﹐吉迪﹕《內憂外患中的蔣家王朝》第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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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幹部﹐掙脫廣大群眾的苦苦挽留﹐帶領精銳倉皇出逃﹐驚弓之
鳥路過友軍駐地﹐崇拜葉挺的老部下一看來者不善﹐不敢動手﹐虛
情假意握手言歡﹐端茶倒水迎來送往﹐“團結抗日”的口號聲﹑歡
呼聲響徹雲霄。新四軍軍部有驚無險﹐皖南事變從未發生﹐庸人自
擾的葉﹑項二人﹐向黨中央﹑全國人民和蔣委員長如何交待﹖— 現
在說起來是編故事。設身處地身臨其境﹐新四軍內部的不同意見沒
有頑強堅持﹐黨中央沒有堅決命令大打突圍﹐都是由於常規摩擦和
政治交涉的可能性﹐不僅極大﹐而且似乎更加合乎邏輯。
老祖宗早有話﹐“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也。”88 第一次鴉片戰爭﹐欽
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虎門銷煙﹐輕釁戰端﹐撤職發配﹐罪不容逭。
第二次鴉片戰爭﹐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葉名琛老成謀國了。“以淵默鎮
靜為主﹐毫無佈置”。傳諭“該夷如無動靜﹐兵勇毋許挑釁”。兩天
時間﹐廣州陷落﹐所有文武大員集體被俘﹐被世人譽為“不戰﹐不和﹐
不守﹔不死﹐不降﹐不走。”89 葉名琛“被擄至印度﹐令穿公服﹐
紅頂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斂錢。”受盡三年屈辱之後﹐餓死在英
國人的監獄裡﹐一絲不苟﹐認真實踐了束手就擒﹐坐以待斃。90
小布什~賴斯一屆強硬政府任期 2009 年。陳水扁~呂秀蓮一屆臺
獨政府任期 2008 年。2006 年﹐臺獨脩憲公投。2007 年﹐加入 WTO
承諾的金融開放條款到期﹐香港政府換屆﹐中國共產黨 17 大。2008
年﹐北京奧運會﹐臺灣新憲法實施。用戰役偵察的眼光﹐審視今後兩
三年光景﹐朝核危機昇級﹐日本“入常”加核武裝﹐釣魚島主權爭奪﹐
東海油氣爭端﹐南海油氣爭端﹐緬甸碼頭﹑輸油管線和政局動盪﹐印
巴衝突再起﹐巴基斯坦政局動盪﹐達賴喇嘛惹是生非﹐中亞反恐與新
88

《道德經》第 73 章。
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第 154 頁。
90
王樹增﹕《1901 年》第 340 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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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動亂﹐……﹐導火索嘶嘶冒煙一圈炸彈﹐團團包裹國內矛盾庴火積
薪。石油﹑鐵礦砂漲價﹐紡織品制裁。兩頭擠壓的同時﹐人民幣匯率
市場調節一把尖刀﹐直逼心臟。經濟學家﹑各國政要﹑多種媒體齊心
協力﹐硬是憑空捏造出一個翻遍經濟學辭典找不到定義的新概念 —
“操控匯率”﹐大會小會﹐座談採訪﹐口誅筆伐﹐連篇纍牘﹐牆倒眾
人推……
內憂沉痼積重難返﹐外患囂張變本加厲。內憂引爆外患（石油）﹑
外患激變內憂（抗日）的各種可能隨時發生。萬一本文的邏輯理解成
立﹐合圍之勢已成﹐戰鬥已經打響。美國拉扯日本“入常”﹐用朝核
危機替武裝日本張目﹐南北朝鮮朝野強烈反彈﹐刺激中國人民的抗日
情緒。中國政府退無可退﹐東海局勢全面緊張。趁著“西風烈”﹐臺
獨如期公投脩憲﹐強調安全自保﹐參加美日“協防”﹐朝分離方向邁
一大步﹐臺海危機昇級換代。
期待著這一天到來﹐日本右翼早創“中國分裂學”。91 石原慎
太郎撰〈戰勝中國重建日本的道路〉﹐翹首以盼﹐望眼慾穿﹗
੫၆̶઼̚ͅؠטෘڱĎ͟ώְۢౌִڌϮࣧຕ͉ࢡ 2005 ѐ
3 ͡ 4 ̂͟ᘕ̰၌ĎᄃкҜனЇᓑ֣߆઼عચੰᆸࣶءϹ
ೱຍ֍Ď̂छ࠻˘ڱĎ̶઼̚ͅؠטෘڱĎ̙ҭ̙ਕ၆;ᄂ៉Ď
҃ͷȈѐ̰Ď̶઼̚ෘј̱̂Ą 92
ጐგ઼̚གྷᑻᜈిᆧܜĎҭ઼̚ڻঔ̰ౙгડ۞གྷᑻम
̂ޝĎ҃ͷѣВயཌྷ߆ᝋ࣎̂۞̙щЯ৵ĄధкछീĎ
91

“1989 年 5 月﹐‘分裂中國學’的創始人﹑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島嶺雄等人﹐與
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共同策劃成立了‘亞洲展望論壇’。日方參加者主要是學
界﹑財界右翼份子﹐也有不少類似前首相竹下登的政界鉅頭置身其中”（孫立祥﹕《戰
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第 352 頁）。
92
〈十年內中國將分裂成六大塊﹐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稱與美高層看法一致﹕反分裂
法不能對付臺灣〉﹐《臺灣日報》2005 年 3 月 5 日﹐http://www.taiwandaily.com.tw/i
ndex03.php?news_id=38994&datechange=2005-03-05&news_top=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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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石原慎太郎撰〈戰勝中國重建日本的道路〉如是說（王希亮﹕《戰後日
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第 350 頁）。
94
2000 年 4 月 12 日﹐石原慎太郎接受德國《明鏡》週刊採訪如是說（孫立祥﹕《戰
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第 377 頁）。
95
石原慎太郎如是說（王希亮﹕《戰後日本政界戰爭觀研究》第 345 頁）。
96
衛建林﹕《歷史沒有句號》。
97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40﹑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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ރĎ那麼美國和它的盟友﹐包括日本﹐就會感到類似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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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頓攛掇小布什﹐走向毀滅的邊緣。一下子選定兩個外敵﹐
黃綠加起來 25 億人口﹐超過冷戰時期的蘇聯加社會主義陣營。美國
獨霸獨裁﹐西線豢養一個以色列﹐東線重新武裝日本﹐對影成三人。
歐盟與俄羅斯（北約與華沙條約國）的傳統對峙退居二線。與一戰﹑
二戰﹑冷戰相比較﹐美國單邊稱孤道寡﹐形單影雙。
不僅如此﹐與冷戰的意識形態之爭不同﹐用“文明的衝突”勉
強樹敵﹐對敵極其廣泛﹐對己極其狹隘。當今美國﹐盎格魯~新教雖
然尚居統治地位﹐世界各地不斷湧來的移民和迅猛繁衍的後代﹐蜂
屯蟻聚﹐雨後春筍。日益成為少數的盎格魯美人中間﹐本有天主教﹑
猶太教﹑摩尼教等多種信仰。新教教徒當中﹐又有路德派﹑聖公會
等諸多教派﹐以及信仰程度深淺不同的各種區別。知識界﹑文化界
的中產階級﹐宗教觀念普遍淡漠。100 像亨廷頓﹑小布什一樣﹐既盎
98

黑體加重為原文所有（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44﹑65 頁）。
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145 頁。
100
“除了商界和軍界外﹐其他各行各業的菁英人士自認為系自由派者所佔的比例﹐都
比公眾中同一比例高出一兩倍。”有調查顯示﹐高校教師中自由派者“基本上反對宗
教”的﹐猶太教徒佔 82％﹐天主教徒佔 73％﹐新教徒佔 71％（亨廷頓﹕《我們是誰﹖》
第 270~271 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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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魯﹑又虔誠新教﹑又福音派極端﹑堅決反共﹑讎恨伊斯蘭的十字
軍﹐幾乎屈指可數。把孤家寡人纔明白的說教﹐強加廣大人民﹐一
半多非盎格魯美人莫名其妙﹐幾千萬華裔美人膽戰心驚﹐六百萬穆
斯林美人裡外不是人。一意孤行下去﹐不能增強﹑祇會破壞美國原
本脆弱的社會團結。
更可怕的是﹐恐怖主義自殺襲擊的戰法﹐傳統的報復和懲罰無
從壓制。即便用大屠殺嚇唬多數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普通百姓﹐祇要
極少數個別人拋頭灑血﹐前赴後繼﹐9.11 襲擊證明﹐再強大的霸權﹐
難逃同歸於盡的命運。《科技屬於人民》。核擴散不可逆轉。與人
民對抗的可怕之處在於﹐哪一天恐怖組織拿到原子彈或大規模殺傷
性生化武器﹐人類就邁進“世界末日”的門坎了。這中間﹐再沒有
冷戰時期國家與國家之間“逐步昇級”的較勁程序過渡。
從邊緣地區到中心地區﹐從軍事目標到民用設施﹐從人煙稀少
地區到人口稠密城市﹐從小規模局部到大規模全面打擊﹐你來我往﹐
逐步昇級﹐是冷戰時期核戰略理論的基本邏輯。中心思想是把核打
擊的對抗博奕﹐從顯示決心到毀滅性核大戰﹐分解成若干可能中間
停下來﹐妥協談判的不同階段。101 現在進行的反恐戰爭討伐暴政﹐
沒有任何戰略理論指導﹑駕馭。自殺式恐怖襲擊﹐邏輯是個人視死
如歸﹐換取盡可能大殺傷的震撼效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襲擊過後﹐
恐怖組織不出面﹐不認帳﹐打擊報復和談判較勁的對象都看不見﹐
摸不到﹐找不著。真的是“大敵無形”呢﹗
ᐌ͵ࠧ࠹ֶ̢Ꮵ۞ᆧࡊܜጯԫఙ۞ซՎ — ԧࣇ̫͇Ⴭ
̝ࠎņБ̼Ň— ̏གྷֹૻአރďރᛶܲ۞็щБ៍̙
Гዋϡ˞ĎщБ៍ߏࠎ˞ឰᇲˠܲ̂۞൏ᇋĎͽܮϡ߆
۞ְڼਕ˧ֽ͚ރ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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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恩﹕《論逐步昇級》。
36

༊ԧࣇซˢ 21 ͵ࡔॡĎன၁Ϡ߿̚۞ेኢͧͧ࠰ߏēԧࣇ໑
ໝˠᙷ۞ਕ˧ְ၁˯ߏࢨ۞ĎТॡ͵ࠧ۞Б̢̼࠹ᓑᘭன
дೀͼ˞ˠࣇ۞நྋ˧ — ጐგѣֱซणĎ઼छщБγ
Ϲ߆ඉ۞ໄهೀͼ̪ᔘߏֶያۡତރďͅރඈኜтѩ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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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強大的美國﹐世界各地佔便宜最多﹐本應對人類歷史﹐承擔
更多責任。可惜﹐“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從不會在歷史中學到教訓。
他們重複同樣的錯誤﹐付出的是同樣大的人命﹑經濟及政治的代
價。”103 為什麼﹖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即便全球化普及﹐祇能而
且必須選出為一國謀私利的領袖。因為這個原因﹐麥克納馬拉直接
批判亨廷頓﹐把美國主導《大西洋憲章》﹑《聯合國公約》強調的
民意公投﹑住民自決﹐視為當今人類生存最要命的可怕威脅。
ϔҋՙ۞ࣧд̫͇ᙱͽᑕϡĎČČරχߏࠎ˞ቁ
ϲ˘ጯᄲĎ҃ۺڒχߏࠎ˞ӎؠιĄ
՟ѣೀ઼࣎छѣ۞ି؟ТኳّĄтڍϔ઼छវր
εୀĎ͵ࠧ˯̣˼к࣎ΞᏰᄮ۞ཏ̚۞ధкᖐĎд͵ࠧቑಛ
̰ႚ۞ᄮТ߆ࢋ۞ڼՐϲĎ֤ົ൴Ϡ̦ᆃְଐĔтң࿄
טใᇷ˧Ĕтڍᄲௐ˘Ѩ͵ࠧ̂ጼޢࢋ۞ऻᛵߏᇇ઼۞
઼ཌྷĎௐ˟Ѩ͵ࠧ̂ጼ۞ޢᇎᇋߏᛂᓑ۞ᕖૺཌྷĎ֤ᆃޢ
ҽጼॡ۞ေើ̝˘ߏϔ઼छវր۞૪ሚĎιጱБܜഇ۞
̙ᘦؠďΫּ݈۞ᇷ˧ďጼ̈́ۋᐌֹ۞ޢϡ̂ఢሀ୭ّ๋
ڠጡ۞Пᐍ۞ᆧΐĄԧࣇА݈ࢋचُଠ۞טቺؼĎԧࣇன
дፉ͕༊͵ࠧ߆͕̚۞ڼଠ˧טณϔ઼छ۞૪ሚĎᚶ҃ᆪ
ˢгႯ̚Ďд࣎гႯ̚ညனдᇹхд۞৩Ԕଠֶࢋטያ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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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57 頁。
Barsamian﹑Said﹕《文化與抵抗》第 1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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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終結是﹐全球一體美國化﹐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安全“墮
入地獄中”。歷史的辯証法是﹐美國稱孤道寡﹐滿世界佔便宜﹐不
得不滿世界單邊（沒人幫忙）鎮壓反抗﹔人人嚮往的民主美國﹐成
為恐怖襲擊的集中目標﹔標榜自由的討伐暴政﹐使美國成為人類生
存的最大威脅。資本主義制度的局限﹐無法走出布熱津斯基的兩難
困境。人類步入危險的前途﹐不能期待少數統治者的理性和智慧。
在這個意義上說“文明的衝突”﹐“綠禍”和“黃禍”沒有最後放
棄的﹐恰恰是人類社會繼續進步的理想追求 — 超越唯利是圖﹐超
越少數人昇官發財多數人受苦受難﹐超越帝國主義霸權和主權國家
的局限。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沒有句號》﹐因為《歷史的終結》
意味著人類的毀滅。希望在於不幸成為美國敵人的 25 億人民﹐以及
全球一體化反戰遊行的各國（包括美國）人民。

Б˘វ઼࡚̼۞ඕ
經過反恐戰爭越反越恐﹐2004 年亨廷頓恍然大悟﹕標榜民主自
由的歷史﹐走到頭了。
̙ኢ઼࡚යࡻˠ̀ϫᇾтңĎ઼࡚̳ி˘Ш̙ԯ၆γଯᇃϔ
ט༊үᐹА۞၆γ߆ඉϫᇾĄņϔेטኢŇᄮࠎĎдҾ۞ۤ
ົ̚Ď၁Җϔ۞טඕــڍጱ࡚ͅ๕˧˯ᄂ༊ᝋĎּтдٛ
˚࡚߷઼छጱϔཌྷϔოࠁྻજ༊ᝋĎд᎗઼ڒछጱࣧ
ିўཌྷྻજ༊ᝋĄ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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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納馬拉﹑布萊特﹕《歷史的教訓》第 128﹑42~43 頁。
“在 21 世紀來臨的前後﹐阿拉伯世界凡是舉行選舉的地方﹐伊斯蘭政黨幾乎都增
強了自己的力量”（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303~304﹑297 頁）。

105

38

冷戰結束短短十幾年時間﹐白駒過隙﹐全球一體美國化的歷史
終結。布熱津斯基看見《人民日報》說﹐“全球化是政治不民主﹐
經濟不公平。”106 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山巔之城”﹐推動改革開放﹐
是為了自己佔便宜﹔標榜民主自由﹐是侵略﹑佔領他國的藉口。獨
霸獨裁的實踐結果﹐經濟上﹐包括發達國家和美國自己﹐貧富兩級
分化前所未有。政治上﹐公投自決﹐國家分裂﹐種族屠殺。1990~2002
年﹐聯合國增添 32 名新成員﹐幾乎每年三個新國家從舊地圖分裂出
來。107 和平上﹐“20 世紀的最後 20~30 年中﹐世界各地有 50 多個
國家由專制政體過渡到民主政體。……1989~1999 年期間﹐在 110
次戰爭中﹐祇有七次不是內戰。”108 2003 年﹐世界軍費開支接近冷
戰高潮。109 安全上﹐“蘇聯解體十年來﹐最令人震驚的事實是 21
世紀初葉核武器控制所面臨的形勢比冷戰最後日子裡還要嚴峻得
多。”繼“恐怖主義全球化”和“戰爭私有化”之後﹐核擴散居然
也贏得一個自由化的時髦名稱 —“松綁的核”。110 9.11 以後﹐美
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把恐怖襲擊打成家常便飯。連不能容忍大陸
解放臺灣的布熱津斯基﹐在政治上已經覺醒﹗
̙ڦຍજใĎಶߏنෛ༊۞યᗟࢦ͕ēБˠϔд߆˯ڼ
̏གྷᛇᏹĎ၆ˠᙷ̙̳ڶېֽڱԡ˞צĄ
઼̰ဥវᇫऻຖĎѣְ՟ְᏴ˘઼ֱछĎᛊтӀֲͧď
ϿٛҹďϿ६ďΔᔹĎࠤҌ઼̚Ď༊үņѐޘᇲˠŇĎ̙ҭְٺ

106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49 頁。
1990 年聯合國 159 個成員國（http://www.un.org/overview/growth.htm）。
108
“現代戰爭往往充當國家的分裂者﹐而不是國家的造就者”（亨廷頓﹕《我們是
誰﹖》第 70﹑15 頁）。
109
2003 年﹐全球軍費開支 9560 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 2.7％。斯德哥爾摩國際
和平研究所伊麗莎白‧舍恩斯說﹐“已經非常接近 1987 年冷戰高潮時的軍費開支了”
（〈2003 年世界軍費 9560 億美元﹐日本第二〉﹐http://japan.people.com.cn）。
110
喬納森‧謝爾如是說（亨廷頓﹕《我們是誰﹖》第 139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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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軌道上﹐美國獨霸獨裁的市場經濟和民
主政治走到極端﹐走向反面。布熱津斯基一籌莫展。克拉克愁眉苦
臉。麥克納馬拉憂心如焚。亨廷頓和小布什黔驢技窮﹐祈求上帝保
祐﹐回歸狹隘宗教情節﹐祇會把更多善良和愛好和平的人們﹐包括
不瞭解盎格魯~新教極端的廣大美國公民﹐推到自己的對立面﹐從國
內﹑國際兩個方向﹐激化和加速災難的到來。

͇ࢫ̂Ї઼̚ٺВயᛨ
ņ̫͇Ď઼ڱৌϒܫЈВயཌྷ۞ˠ઼ͧ̚ᔘкĕŇҭ၁ᅫ
˯Ď઼̚Вயᛨ۞ᛨࣶˠᇴѝ̏࿅˞઼ڱБ઼۞ˠ˾Ą 112
઼̚ώ֭֗ϏёĎҭߏ઼̚Вயᛨ̏གྷ͟ᓠҘ̋ĎΞߏι
΄ͽݒˠᐦُ۞ิّિ॔ĎᏵᏵ̙ᗻ˭˾˘ޢঈĄ 113

資本全球一體自由化流動﹐美國和中國﹐一致公認是受益最多
的兩個大國。美國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世界第一大﹐因為巨大而成
熟的資本市場﹔中國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世界第二大﹐因為無限供
給的廉價勞動力。“所以﹐中國成了鼓吹全球化的人最喜歡舉的例
子。”114 人口規模奠基龐大市場﹐遠沒有健康發育。“兩頭在外﹑
大進大出”的增長模式﹐是最有說服力的證明。《即將到來的美中
衝突》﹐不是什麼文明的衝突。內憂外患的本質﹐表現為資本與勞
動的兩極對立。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錢買錢﹑錢生錢的投機賭博﹐奔的
111
112
113
114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218﹑41 頁。
尼桑汽車公司總裁Carlos Ghosn如是說（伊茲拉萊維奇﹕《中國改變世界》第 41 頁）
。
李潔明﹕《李潔明回憶錄》第 360 頁。
布熱津斯基﹕《美國的抉擇》第 146 頁。
40

是高度發達的西方賭場。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玩的是廉價勞動力“尋
底競賽”。— 哪裡能夠繼續壓低工資﹑延長工時﹐資本往哪裡流。115
原來流向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的外資﹐包括東南亞各國千方百計吸
引的外資和華資﹐亞洲金融危機以後﹐越來越多跑來中國。從事現
代化生產的同等質量勞動﹐中國勞動力之廉價﹐應當是世界最低的
全球“鍋底”。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國家標準﹐是監獄犯人生活標
準的四分之一﹐116 全球 500 強能不來嗎﹖買斷國有企業職工幾十年
工齡﹐低的幾千塊錢“一腳踢”﹐企業效益能不好嗎﹖血汗工廠安
全事故﹐人命賠償市場調節 1~5 萬元﹐煤礦爆炸能不頻繁發生﹑屢
禁不止嗎﹖
就業問題﹐不僅中國嚴重﹐而且全球一體化日趨嚴重﹐因為一
人幹兩人的活﹐小孩幹大人的活﹐女人幹男人的活﹐老人幹年輕人
的活。八小時一份工作﹐兩人加班四小時﹐創造一個失業。兒童失
學﹐教師失業。社會保障沒有﹐社會工作者失業。老百姓缺錢打官
司看病﹐法官﹑律師﹑醫生﹑護士失業。窮人溫飽不足﹐銀行儲蓄
失業。廣大多數人民收入低﹐需求不足﹐整個經濟通貨緊縮﹐增長
放緩。衹要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向鐮刀斧頭的黨旗宣誓效忠﹐
明確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性﹐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為了多數人共
同富裕﹐不單拿資本運作與國際慣例接軌﹐五天八小時工作﹑最低
工資﹑最長工時﹑起碼的勞動保護﹑工傷事故賠償﹑醫療失業退休
保障﹑病假事假產假休假﹑嚴禁童工﹑保護婦女﹑義務教育﹑貧困
救濟等等基本人權﹐也開始向國際慣例逐步靠攏﹐幫忙弱勢工農組
織起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反抗貪官污吏奸商黑道﹐有理﹑有利﹑

115

威廉‧K.塔布﹕〈尋底競爭﹖〉阿羅諾維茨﹑高特內﹕《控訴帝國》第 222 頁。
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標準﹐相當於世界銀行貧困人口標準的十分之一﹐世界銀行
最貧困人口標準的約五分之一﹐中國監獄犯人生活標準的約四分之一（劉純彬﹕〈開
徵高檔娛樂場所扶貧稅﹐解決貧困人口標準過低〉﹐《香港傳真》No.2004-21）。
116

41

有節﹑有序（依法）﹐不僅國內穩定壓倒一切﹐世界各國勞動人民
普遍受益﹐而且從制度變革的深層﹐直接影響﹑間接左右人類社會
進步的方向調整。117
今天﹐全球一體化信仰危機。很難期待再有十月革命一聲炮嚮﹐
為我們送來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瓜分豆剖﹑奴役欺辱
的近代歷史﹐正是從香港﹑臺灣逐次展開。甲午海戰﹑公車上書﹑
戊戌變法﹔四川保路運動﹐武漢辛亥革命﹔前有 21 條﹐後有五四運
動﹔9.18﹑12.9﹑雙 12﹔盧溝橋事變﹐平型關大捷﹔……。有壓迫
必有反抗﹐來危機正好拼搏。中國人民奮起推翻三座大山﹐正是拜
託內憂外患“共振”激發促成。“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中國
共產黨唱《國際歌》背水一戰﹐生死相拚的同時﹐撥亂反正﹐正本
清源﹐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探索﹐身體力行執政為
民﹐一定能與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匯合一道﹐重新確立人類社會繼
續進步的前進方向。

117

推薦參考林春﹕〈重新組織勞動﹕參與﹑尊嚴及小康社會主義〉﹐《香港傳真》
No.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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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ϡ̈́ણ҂३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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