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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總統選舉的首場電視辯論，羅姆尼重覆了對中國的撻伐；而奧巴馬的言辭雖然相對溫和，但
其實際動作卻更加激烈。正因羅、奧在戰略趨向的一致性，因此，美對華政策無疑值得中國密切關
注。但筆者悲觀地認為，不論兩人誰當選，都不會是里根或克林頓時代對華的 「雷聲大，雨點小」
的放空炮之翻版。

中聯辦伸援手天經地義 □李繼亭

以台灣維新基金會董事長的 「個人身份」登陸
的民進黨中常委謝長廷，4日上午抵達廈門，正式開
始其赴大陸的 「開展之旅」。他表示，在廈門看到的
習慣與文化和台灣地區的都一致， 「真的沒有感覺
到去別的地方，就像去兄弟的家一樣，非常好。」

謝長廷行前釋放出其從台灣地區現行規則看待
「一中」原則等信息， 「登陸」後又刻意營造友善

氛圍，更重要的是，他在民進黨內被視為能夠長期
堅持比較理性務實思考的 「智多星」，因此，對於
他此行，各方都可以樂觀其成，有所期待。

打破民進黨內 「政策死水」
儘管謝長廷在民進黨內資歷老、實力大，但他

畢竟不是現任黨主席，並不具備當初連戰身為中國
國民黨主席那樣的身份，不能代表民進黨發言。民
進黨並未為謝長廷此行提供背書，更未為他提供真
正有意改變大陸政策的良好氛圍，相反試圖刻意降
低其此行的政治意義，強調此屬於私人性質。而前
黨主席蔡英文公開喊話，要謝長廷 「不要在 『主權
』問題上做文章」。就在謝長廷抵達廈門之時，民
進黨主席蘇貞昌 「恰好」出現在金門，繼續用其
「兩岸兩國」的邏輯發表對兩岸關係的 「新看法」

。至於 「台聯黨」等島內深綠極獨勢力，更是把以
往對付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抹黑栽贓伎倆，毫不留情
地用在了謝長廷身上。

可見，謝長廷此行受到自身陣營的牽制太大，
因而其發言的代表性分量有限。與此同時，謝長廷
在看待兩岸關係上雖較其他一些民進黨要角更為理
性務實，但他畢竟不像連戰那樣在 「一個中國」問
題上有明確的立場和堅持，其思想格局目前看來還
無法達到連戰那樣的高度，這是他主觀上的局限，
此行除非特別有亮點，否則也難以給海峽兩岸關係
立即帶來足夠的 「突破」。

然而，這絕非是要看低謝長廷此行的重大意義
。因為，謝長廷此行儘管很難給兩岸關係立即帶來
看得見的 「突破」效果，但卻勢必對民進黨的兩岸
政策、島內綠營民眾心理、共國民三黨互動等諸多

方面，造成一系列的 「打破」效應。台灣政治評論員陳淞山指出，
這次謝長廷登陸，真正政治效應在於 「打破」蘇貞昌冷卻民進黨大
陸政策務實轉型的氛圍。蘇貞昌坐上民進黨主席寶座後，在兩岸關
係上迄今仍然是冷言冷語、 「兩岸兩國」的思維，選前籌劃的 「中
國事務委員會」被擱置着。由於馬英九當局民意支持度極其低迷，
綠營、特別是民進黨內以為不改善兩岸關係也能擊敗國民黨的保守
氣氛抬頭，民進黨大陸政策務實轉型已遭遇冷凍。謝長廷在這種背
景下毅然決定 「登陸」，力搶民進黨內兩岸政策論述制高點，有利
於打破民進黨內的死水一潭，促進民進黨重啟對於調整兩岸政策的
理性思考、至少是認真思考。

打破綠營要角心理禁忌
比起早就主張民進黨兩岸政策務實轉型的前黨主席許信良，謝

長廷作風更為細膩穩健，現今在黨內、輿論界和綠營民眾中的影響
力也大大超過許。因此，他此番 「登陸」，乃至在兩岸關係上提出
新的相對友善理性的論述，都會促使民進黨內、立場傾綠的島內媒
體和綠營民眾，在對兩岸關係上有一些新的視角，並透過他此行對
大陸增加一些新的了解，而不至於像許那樣逐漸被邊緣化。這對於
打破這部分媒體和民眾在看待兩岸關係上的偏見成見，打破一些民
進黨和綠營要角的心理禁忌，應該也多少會起到一定效果。

馬英九當局剛剛對大陸事務部門負責人和海基會負責人等一系
列重要人事進行大幅調整，這到底反映其何種思考還有待觀察。但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由 「易」逐漸到 「難」，馬當局的偏安、保守思
維是客觀存在的。謝長廷此行若能取得成功，或將探索一條兩岸交
流新管道，使中共、民進黨、國民黨的互動格局產生新的微妙變化
，打破馬英九國民黨當局靠 「獨擅」處理兩岸關係的局面，促使其
更加積極地推動兩岸關係繼續向前邁進。

由於謝長廷的行程尚在進行中，因此，這究竟還可以帶來哪些
「打破」，人們還要拭目以待。不過，儘管此次 「登陸」難有 「突

破」，但他還是很有希望在促進共民兩黨、海峽兩岸關係上有所作
為。就其個人來說，只要堅持在理性務實的方向上繼續努力，不斷
尋找 「打破」，未來也未嘗不可再攀高峰。

羅奧辯論對中國的啟示
□邱 波 邱嘯恆

美勿重蹈養日遺患覆轍 □蘇虹 何溢誠

一如世人所預期的，在美國總統選舉的首
場電視辯論中，羅姆尼毫不掩飾地重申了他對
中國的撻伐；而奧巴馬的言辭雖然相對溫和，
但其實際動作卻更加激烈。不是嗎，不論輪胎
特保案還是光伏案，實際上都顯示了奧巴馬具
有 「綿裡藏針」的特性。正因為羅姆尼的強勢
和奧巴馬的溫和都存在戰略趨向的一致性，因
此，美對華政策無疑值得中國密切關注。

其實，關於中美關係的話題，中國學術界
早已有過無數次探討；概而言之，總是容易得
出中美關係 「鬥而不破」的判定。事實上，不
論是里根競選期間，還是克林頓競選期間，他
們均對中國進行過各種各樣的指責，但正式入
主白宮後卻並沒有將其競選承諾予以兌現；如
今，在中美關係業已達到 「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情景下，似乎又可以重複往昔所曾上演
的歷史記憶，也就是說，不論是奧巴馬連任還
是羅姆尼挑戰成功，中美關係還將走向正軌。

大局變遷 性質劇變
然而，最終情形一定會如此推演嗎？我們

不妨回顧一下出現上述局面的往昔背景。其時
，里根時代的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尚在前蘇聯方
面，克林頓時代則專注於經濟；而此前的中國
尚處於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遠沒有今天的綜
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故並未對美國的全球領
導地位構成挑戰。因此，二者在競選期間的對
華強硬表達不過是為了爭取選票的策略而已。

反觀今朝，則情勢已然出現了顛覆性的變
化──中國儼然成為了 「準超級大國」，不僅
在經濟上成為 「世界第二」，而且綜合國力亦
穩步飛升。正因為中國的飛速發展和崛起已經

深刻的改變了全球的政治格局，所以，自始至
終以維持自己全球 「老大」地位為最高目標的
美國自然不會等閒視之，而勢必要將對自身構
成挑戰的對手通過一系列的措施加以遏制。在
這一策略經過兩屆美國政府步步為營的實踐並
大體完成之際，其戰略準則便自然而然的對準
了中國這個 「世界第二」。

自美國高調 「重返亞太」以來，中國周邊
烽煙四起，邊患不斷即為明證。所以我們便可
以得出結論，即羅姆尼的對華強硬表態，以及
奧巴馬的溫和表達之下隱藏的激烈對策都彰顯
出了美國實際上企圖徹底搞垮中國的狼子野心
。而不論是奧巴馬連任，抑或是羅姆尼上位，
都不會是里根和克林頓時代對華的 「雷聲大，
雨點小」的放空炮之翻版。

「遠交」 之法 「反圍剿」
然而，單是明晰美國的真實戰略意圖還是

遠遠不夠的。中國需以相應的對策加以應對並
最終破壞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方為上策。眾
所周知，美國通過所謂的 「分而治之」和 「均
勢政策」而坐收漁人之利，此次鼓動中國周邊
的菲律賓等小國貿然挑戰中國，而日本 「購島
鬧劇」更甚囂塵上。這些國家的挑釁不僅會刺
激中國政府和百姓的神經，更為致命的是——
無疑分散了中國的精力，不論是政治外交層面
，還是軍事部署層面，對中國極為不利。顯而
易見，中國亟待殺出一條血路，破壞美國的圍
剿，則自身之圍必解。

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如何將 「反圍剿」
這一策略在中國現今波譎雲詭而又嬗變複雜的
外交環境之中施展開來呢？！我們完全能夠能
從中華民族的思想最為璀璨的春秋戰國時期的
先輩們那裡窺見真諦，即 「遠交」之法。我們
知道，中國周邊的諸國不僅由於與美國有共同
防務條約而必然會積極參與到美國 「重返亞太

」的戰略部署中；而且他們更是看到了其中挑
戰中國可能會分得一杯羹的利益所在。這些都
無疑會給中國破壞美國在亞太地區對中國的圍
剿十分困難。所以 「近攻」似無濟於事， 「遠
交」方為治道。

交好鄰邦符中國利益
在德日印巴企圖進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

結成聯盟的著名 「四國聯盟」中，最終由於現
任五大常任理事國意見不統一而至今尚未實現
。其中，日本和印度則獲得除中國之外的其他
四國的一致認同；反觀德國和巴西，主要由於
美國的戒心而有所保留。而這正為中國施展
「遠交」之法提供了前所未有之大好局面。

巴西作為南美洲最大的國家，更兼 「金磚
四國」之一，其國力與日俱增。但由於美國建國
之初就制定的「門羅主義」國策使得整個拉丁美
洲成為美國的穩固後院，巴西深受其害。在世
界各大國都呼籲世界應向多極化發展的今天，
巴西無疑希望擺脫美國的掌控而成為更具全球
影響力的大國。如果中國能夠在與巴西於經濟
層面的合作之外大力聲援巴西，堅定的支持巴
西入常，則定會給其注入一針強心劑；更有甚
者，這亦有助於提升中國在第三世界內的威望。

中國和德國並無政治分歧、對立，更無如
日本、印度一般 「零和博弈」的領土之爭。倘
使中國能大力支持德國入常，讓其在國際政治
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與德國達成戰略
上的默契。其次，中國今日的很多先進技術亦
是從德國引入。所以，中國還應加大與德國在
經濟金融領域的合作和高尖端科學技術領域的
共享。試想一下，若能如此造勢必會讓美國戒
心大起，惶恐不安。屆時，美國自然會將重新
評估假想敵，中國也會壓力大減而贏得發展時
機；現在的困頓形勢也定將消弭於無形！

作者邱波為資深評論員

一連三天的公眾哀悼日由昨日開始，七百萬香
港市民在不同地點、於不同時間、以不同的方式表
達了對南丫島海難死難者的哀悼之情。無論是長者
還是學生，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的士司機，發自內
心的哀傷，刻在每一位市民的臉上。在悼念的同時
，市民會為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消逝而感到悲傷，也
會為那些奮不顧身救人的英雄致以深深的敬意，更
會對那些蔑視救人、刻意挑起紛爭的離間者作出譴
責。

一場災難發生，最緊急也是最重要的事無疑是
救人。如果能多救一人，任何可以想到的辦法都應
該去嘗試。但就在各方面為拯救生命付出努力的時
候，卻有那麼一批人，寧可放棄生命，也要阻止這
種善意的努力。如果說理性、務實、尊重法治等是
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的話，那麼，尊重生命更應
是一種普世價值觀，更應為市民所珍惜。那些以所
謂的 「政治正確」理由去攻擊救人的舉動，無疑是
極其錯誤的行為。

當十月一日海難發生後，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與

特首一道，第一時間趕到醫院探望受傷市民，回應
了現場記者的提問，表示已聯絡內地有關部門盡可
能協助香港拯救遇溺者。沒有人料到，此番表述第
二天卻遭到極右媒體的瘋狂攻擊，藉網民之名，指
責這種善意的救人舉動是 「干預香港內政」、 「政
治抽水」，並對李剛大加撻伐。什麼叫做 「冷血」
，從這份報章的此番報道，市民大概可以有一個更
清晰的理解。

災難面前 豈能袖手旁觀？
這份以反對派喉舌自居的極右報章，平日慣於

賣弄膻色腥，偽造新聞事實之事更是屢屢發生，但
每逢談到政治問題時，又是一幅道貌岸然之態，對
於兩地交往中出現的問題，又極盡煽動挑撥之能事
。一件普通的摩擦，到了他們口中定會是天大的人
性問題；一句簡單的評語，無疑又會成為不可饒恕
的政治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凡事只有政治任務才
是最高宗旨，至於是否有人命傷亡、是否需要全力
搶救、是否需要後備方案，已根本無關緊要。

問題在於，在災難面前，救人是第一要務。在
以救人為大前提下，任何問題都應該擺在一旁，更
何況僅僅是一句善意的關心與支持？作為中聯辦駐

港機構的主要負責人，香港發生特大災難，李剛完
全有責任去做好溝通聯絡工作；而向受傷乘客表示
慰問，更是任何市民都可以做的事，豈能用 「干預
香港內部事務」來形容？而正因災難發生後出現沉
船，香港又不一定擁有大型的打撈設備，李剛出於
撈船救人的想法，才向內地有關部門提出協助拯救
的要求，錯誤又從何談起？難道李剛完全應該袖手
旁觀、無動於衷？筆者相信，如果真的如此，到時
這份極右報章必定會以更加惡毒的語言作出攻擊，
指責他 「冷血」、 「不顧港人死活」。諷刺的是，
冷血、不顧港人死活的不是別人，正正是不負責任
的媒體自己。

顯而易見，該報如此舉動，目的無非是要挑撥
離間，繼續其反對兩地融合、抗拒香港人心回歸的
政治工作。但救人是所有市民的最大希望，在災難
仍不忘冷血離間，只會引來市民的強烈反感。

血濃於水 不容離間挑撥！
事實是，撞船事故發生以後，香港市民充分感

受到來自於國家的關懷。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溫家
寶、習近平專門打電話了解有關情況，指示特區政
府全力做好失蹤人員的搜救、受傷人員的救治和家

屬的撫慰工作，要求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
交通運輸部及其海上搜救中心協助特區政府做好有
關工作；並還對受難者的家屬和受傷人員表示親切
的慰問。而其他有關部門及各地人民，也紛紛以不
同方式表達關注之心。這一切，市民感受至深，絕
非反對派喉舌歪曲事實所能抹殺的。

中聯辦主席彭清華昨日致哀後指出，事故發生
後，中聯辦有關負責人第一時間趕赴醫院，探望受
傷人員，並應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要求，迅速聯繫內
地有關方面，派船參與救援行動，配合特區政府做
好搜救工作。 「這充分體現了我們與香港同胞患難
與共的骨肉親情，這也是中聯辦的應盡之責，我們
做了應該做的事情。」他並表示，四川汶川地震發
生後，香港特區政府主動派出搜救隊、飛行服務隊
、醫療隊、防疫隊到災區救援，充分體現了對內地
同胞血濃於水的骨肉感情，災區人民對此真誠歡迎
，心懷感激。現在香港同胞遇到了災難，中聯辦表
示關心和慰問、內地有關部門施以援手，這是天經
地義的事情。

天經地義──誠哉斯言！在同胞遇難面前，請
反對派媒體不要再耍弄政治把戲，更不要在災難面
前無視人命的珍貴。沒有什麼比生命的消逝更令人
悲傷，也沒有什麼比拯救生命更為重要。香港不應
是一個唯政治至上的冷酷政治動物，而應該是一個
理性、包容、充滿愛心的溫暖城市。在此次撞船海
難中所出現的種種事情，只會讓七百萬市民變得更
加團結。讓那些滿嘴公義民主、又不顧市民死活的
偽君子自取其辱去吧！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美國針對中日釣魚島之爭，採取了一系列軍力
異動，繼在日部署 F-22、 「魚鷹」後，近期美航
母華盛頓號戰鬥群又駛入東海中日爭議島嶼附近，
斯滕尼斯號航母戰鬥群則在稍遠的地方活動。日本
依仗有美國撐腰，氣焰更加囂張，攪得東海風高浪
急、不得太平。美國似乎也由此收穫頗豐：重返亞
洲有了幫手，軍火生意大展宏圖。詎料：美國正不
知不覺地重蹈 「養虎遺患」之覆轍，到頭來恐又會
落得被虎咬的慘劇。

各自盤算 盟友反目
美國和日本在歷史上也曾有過 「蜜月時期」。

1845 年，美日歷史上簽訂的第一個條約的第一條
這樣寫道： 「美利堅合眾國與日本帝國以及兩國人
民之間，不論在何時何地，將保持完全的持久和普
遍的和平與真誠的友好關係。」

然而，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成了遠東地
區新的戰爭策源地，直接威脅到英、美等國的殖民
利益。當年 12 月，美國操縱國際聯盟，派出李頓
「調查團」到中國活動，第二年 10 月發表了調查

報告，要求對中國東北地區實行 「國際共管」。
1933 年春，國際聯盟召開大會，準備討論這個報
告時，日本搶先一步，宣布退出國聯。並發表通告
： 「帝國政府已確實認識到，在確立維持和平的方

針方面，特別是確立東方和平的根本方針方面，與
國聯的見解不同」， 「帝國政府相信，已無再與國
聯合作的餘地。」1936 年 12 月，隨着日本單方面
宣布廢除旨在限制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乘機在遠東
擴張勢力的《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日本軍
備步伐加快。美日也徹底撕破了臉皮。

隔岸「玩」火 自釀惡果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為了自身利益，仍

然源源不斷向日本輸出原料物資。僅 1937 年上半
年，日本就從美國購買了130多萬噸廢鋼鐵。對此
，美國報紙載文指出： 「美國的廢鐵在遠東戰爭
中扮演重要角色。日本人用過去的廢鐵播下死亡
。」

有道是：玩火者，必自焚。美國廢鋼鐵播下的
死亡並不僅僅限於遠東。1941 年 12 月，發生了震
驚世界的 「珍珠港事件」，日本在兩個多小時的時
間裡，摧毀美國戰艦 18 艘、飛機 232 架，傷亡
3681 人。而此後在貝希歐、硫磺島、沖繩等一系
列殘酷的太平洋島嶼作戰中，美國為自己出售的廢
鋼鐵，以及通過第三國出售的軍火，付出了血的慘
重的代價。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1936 年 12 月，日本正
式廢除《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後，隨着日本
軍備速度加快，向外擴張的野心劇烈膨脹。1940
年8月，身為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發表聲明，首次公
開了 「大東亞共榮圈」計劃，將在中國、朝鮮、法
屬印度支那、荷屬東印度、英屬馬來亞、泰國、菲

律賓、英屬婆羅洲、緬甸、新西蘭、西太平洋上所
有島嶼，以及蘇聯遠東領土等廣大地區內，建立一
個以日、 「滿」、華為核心的獨立圈，從政治上、
經濟上、文化上把這些國家和地區 「圈」進來，納
入日本統治。日本由此成為亞洲最危險的戰爭策源
地。第二年，與日本相隔數千海里的夏威夷美國艦
隊成為日本襲擊的首選目標。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
作為二戰戰敗國的日本，近年來右翼勢力抬頭

，軍事實力激增，已成為事實上的軍事大國。隨着
參加一些世界範圍內的軍事行動，日本已不滿足於
「專守防衛」，昔日的 「籠中之虎」，已不時露出

野性，並且具有極強的戰爭潛力。雖然 1967 年日
本曾宣布 「不擁有、不生產、不引進」核武器，但
日本目前儲備大量核原料，一旦需要可以在很短的
時間內製造出核武器，已成為世人皆知的公開秘密
。二戰後期，當日本軍國主義大勢已去、失敗已成
為定局的情況下，美國在日本長崎、廣島投下了兩
顆原子彈，在進一步驗證原子彈實戰條件下的殺傷
力，以及震懾他國的同時，使得數十萬日本民眾生
靈塗炭。或許有一天，不按遊戲規則出牌的日本
，也會以牙還牙，報復性地把原子彈扔到美國本
土。到那時，為了自身利益坐視和縱容日本軍國
主義抬頭的美國，恐怕又要再嘗珍珠港式的苦果
了。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台籍博士生
，國民黨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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