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海外華人心向祖國的心路歷程  
  
  

前言 
   

筆者前在"逝水無痕憶浮生"的憶舊拙作序言中, 以為個人或如水上

浮萍, 飄浮不定, 影響不了時局; 每一個人的一生或也有如水上行舟, 

順水行舟, 或可一路暢通; 也可能有似逆水行舟, 不進則退, 但是終

人一生, 舟過水無痕, 事後大多無蹤無影, 真有人生如逝水, 與草木

同枯朽的虛幻. 所以人多不免有夫子"逝者如斯乎"之嘆 !! 

但是人生一世, 雖然生命短暫, 但是個人基於本性, 氣質, 時勢, 機緣

等的巧合, 似乎也或有一些細微的行事, 信仰思維和意識形態, 在古

人所謂 "是非操之於我, 毀譽聽之於人, 成敗定之於數" 的前提下, 

或亦不無可記. 所以筆者自小剃髮就學, 即有崇親敬祖, 愛鄉愛國, 

或耕種, 或從軍, 或就學, 報效家國之心。 

其後因緣時會, 得以從小學, 而中學, 而大學, 而出國深造, 由工程, 

而法政, 而兼習文史, 並有機緣, 在新聞報刊, 不自量力, 放言高論, 

月旦中外執政, 砭論各國內政外交, 幾有 "余豈好辯哉" 的積習, 但

在意識形態方面, 自小即以人性善為依歸, 崇循儒釋道敬天愛人的中

國傳統, 雖然現在確是處在 "遠托異國,昔人所悲" 的境地, 但是自始

至今, 仍有剪不斷, 理還亂牢不可破的"中國情結"。 最初留美八年,

雖有合格入籍的綠卡, 亦堅不願放棄 "上國衣冠", 毅然返台服務, 而

無所顧慮。 

後來再來美國, 因在美國 "誤人子弟", 但也有 "東風西漸澤被外夷"

的用心, 而且也因應當時任教美國大學當局的要求, 依照前所取得的

社會安全工作卡號碼, 申請再度取得美國綠卡, 從此在美居留前後大

半個世紀, 直至屆臨退休之後, 乃因前往歐陸等地旅遊順利, 始行改

變身份, 而成為了"美籍華人". 

但是個人對於祖國的熱愛, 並未因此而有絲毫影響, 所以個人在美居

留期間, 無論身份如何, 血濃於水, 對於美國任何一黨當政時的內政

外交, 固有客觀的批評, 而對於中國大陸及台灣自由中國的政局, 更



是恨鐵不成金, 批評尤其不遺餘力, 過去對於毛共的倒行逆施, 固極

痛心嫉首, 對於台灣九十年代後期以至今年大選以前, 阿輝阿扁的胡

作非為,也是口誅筆伐, 無所顧忌.  

後來中共自一九八十年代以還, 平反改革, 萬眾企待, 全世界人心, 

對於中共態度, 逐漸改觀, 筆者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 也曾多次回返

大陸, 探親﹑聯誼﹑掃墓﹑ 講學﹐或出席學術會議,也曾先後發表不

同的記實觀感. 對於大陸的印象及態度, 亦巳隨之逐漸衍化改觀, 此

蓋筆者反共而不反華之基本觀念有以使然。 

良以中華民國自北伐成功, 國民黨當政以還, 中經軍政訓政及憲政各

個時期的歷史推衍, 歷經抗戰內亂﹐時局變易﹐以致國民政府自一

九四九年播遷於現稱為自由中國旳台灣, 筆者對其反共與堅持民主

自由的努力, 支持不遺餘力。但是筆者在今日台灣新任總統馬英九

就職之日以前的十數年間, 轉而對於阿輝阿扁的貪腐亂政的政府行

政, 也有"人神同嫉"的闥伐, 此非個人對於大陸或台灣有所軒輊, 而

是筆者對於全體中華裔冑, 情有所鍾, 真正希望從此兩岸當局雙方盡

棄前嫌, 不談統獨, 和平相處, 各自和平衍化, 從事民主競賽,以期形

成他日兩岸整合的機會。 

是以筆者為了反應此種全體中華人民的期望與心聲, 特此謹以期待

與祝福的心情, 而於二千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台北第二次和平移轉政

權的之時, 撰寫個人對於祖國向心的心路歷程, 以示慶祝, 並敬掇一

聯, 以祝馬英九的就任總統: 

 

英氣干青雲, 高票當選, 榮膺中華民國十二任總統 ;  

九經為天下, 萬眾歸心, 重奠大同世界億兆年宏基!  

  
觀海窮瀾  來美攻讀滯留異堿半世紀 

  

遠在半個世紀以前 1948 年的一月三日, 筆者抱著 "觀海窮瀾" 的心

情, 在上海黃浦外灘, 搭上了美國墨格斯將軍號郵輪, 嘗過了數個日

夜的顛菠, 進入了日本海峽, 瞬眼過橫濱, 經過了夏威夷的火魯奴奴,

安然到達了太平洋彼岸的舊金山, 稍事休息數天之後, 在美國中西部



大雪紛飛銀蛇遍地全部冰封的情形下, 乘著最初由我華僑前輩苦力

築建的美國橫貫鐵路, 到達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大學攻讀. 而於不及一

年半載的 1949 年六月, 取得了政治學碩士學位, 但是學業雖告一個

段落, 原來打算可以瞬即可以回國報效的計劃, 也因中國大陸幾乎全

部變色, 而在同年十月一日, 北平變為北京, 毛澤東宣布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成立, 而完全報銷。 

當時筆者決心改去東部紐約大學研究院, 繼續進修, 以期他日買舟西

歸, 但是當時內心, 對於中原變色, 至為痛心. 而當時美國紐約華僑,

大多是反共意識堅強, 其中來自閩粵, 尤其是廣東的 "傳統僑胞"更

是如此. 而其時在抗日戰爭時期及戰後, 分別因為通過 1942 年教育

部第一次及 1946 年第二次 "留學考試"而來美就學的"留學生", 以

及經過其他途徑, 如通過中美或中英庚子賠款遴選, 或部份政府或工

商界出國進修學習考察, 與戰後取得美國天主教學校獎學金等出國

者, 人數亦多. 此批留學生人士中, 大多亦是反共不恐後人的中堅. 

其直至現今尚未凋謝者, 也巳成為了元老級的留美僑民. 

當時紐約藏龍臥虎反共親共陣壘分別, 不過就當時紐約的留學界人

士而言, 雖然可說是藏龍臥虎, 也可說是龍蛇雜處, 其中之有親共反

共意識型態者, 亦不乏人, 可說是百花齊放, 雙方陣營, 也是璧壘分

別, 其由海外民盟或地下聯合陣線等所領導的親共組織, 人數不少,

氣焰高張, 後來多人回返大陸, 但其去向不知所終. 據說他們在一九

四九年十月一日曾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河邊大道的 "國際學舍",大

舉慶祝新的國慶, 聲勢驚人; 而反共人士, 也曾在舍外鬧埸, 當時筆

者初抵紐約, 尚未"進入情況", 所以亦未介入任何戰陣. 但是個人因

為過去自小耳聞目見的親身經驗與體驗, 對於中共的階級意識與鬥

爭哲學, 及其排拒中國固有王道傳統, 與人性善或可以與之為善, 而

促進大同的原則的馬克斯主義立場, 不敢苟同, 而對於中共在北平所

宣布成立的新的中國, 也不表同情。 而當時個人對於中共堅信人性

惡而以鬥爭為手段, 進而以之作為取得政權甚而作為其建國治國的

哲學和政綱政策, 自是極為反感, 久巳改信了他們認為是"冥頑不靈"

的"唯生論"的思維體系. 此種"形而上意識"之形成, 其來有自, 除了

在我初識之無之時的親身體驗, 目睹二十年代末期湖南鄉下 "農民



協會"遍山遍野整肅 "地主"之殘酷與 "無法無天"之荒唐事實, 即在

幼小的心靈上, 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 

  

少年目睹家鄉農民協會胡搞 對鬥爭哲學不苟同  

  

其時我雖年稚無知, 且對 "大眾哲學"外來馬列主義鬥爭思維的概念,

漠然無知, 對於孔孟兩位聖哲人性善及墨子兼愛非攻等的傳統, 也未

深窺堂奧, 甚至對於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的楊朱人性惡的利己思

想, 以及老莊無為而治的出世或樂觀看法, 也是未之前聞。對於 "人

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的常識, 而是一知半解, 不過我當時有一位家兄,

仍在長沙省立第一師範肄業 (亦為毛之母校), 而在當時農民協會胡

搞, 濫殺濫鬥 "地主"之時, 草木皆兵, 後來湖南 "馬日事變"之後, 主

客易勢, 其前與"農民協會"或與中共有否關係的青年學生, 轉而成為

了湘省國民黨所收編原是"綠林"出身的"曹指揮"(明陣)所追捕的"假

想/實際對象", 於是家兄及與其同學的三數位鄉間少年學生, 也是東

藏西躲, 一夕數驚, 所以我自小即暗地自矢, 不願加入任何一個有關

政治性的團體, 成為他日可能為人戕害的客體. 而他們的"罪狀", 則

僅是他們在高小念書時, 據說有一位老師, 可能有些"左傾"的嫌疑.  

此一了解, 實係基於個人童稚無邪的 "良知"與"本能",並非出於個

人有什麼先見之明, 不過我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 卻因抗日愛國

的激動, 積極參加了一些抗日愛國的宣傳活動, 後來也才知此種活動, 

幕後或亦曾為 "地下黨人" 所操控,  其後此種個人之在寒暑期間所

曾參加過的抗日宣傳工作, 也曾於新政府成立後,  被列入家鄉某些

特定文史資料選輯中,  作為對於新中國成立的個人"貢獻", 真是無

功或無知受譽, 罪過罪過!  

  

暑假一人讀書會  流覽大批左翼書   

  

另外我也在初高中暑假期間, 曾經受人之托, 由我 "組織"唯我一人

為會員的"讀書會", 使我趁著假期, 得有機會看遍了很多的 "左翼"

宣傳圖書, 包括艾斯奇的 "大眾哲學", 鄒韜奮的 "萍縱寄語", 全部



精裝的 "魯迅全集", 以及 "科學的唯物史觀", "死靈魂", "蘇俄七人

集"等等軟性和硬性的文宣和文學作品, 當時我對此種"革命"的理論,

雖或有些同情, 但亦有很多疑慮和保留. 所以我曾拒絕填表加入"少

年民族解放先鋒隊", 不過我在初中畢業後, 曾在長沙投考高中, 幸虧

三個公立學校如高農, 長郡, 和長高皆蒙取錄, 當時一生導引我學業

前程的胞兄輝閣, 曾有我如考不起理想高中學校之時, 即有送我前去

延安的構想, 此一可能也非完全是他事後的 "戲言", 如果真是如此,

而我個人一生的際遇, 自是與我的人生現實, 迥然有異。 不過後來

我在長沙省立一中高中肄業時, 卻以志在 "工程救國"的前提下, 斷

然拒絕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和中共地下黨人公開或暗中的吸引, 而保

持了"清白"不作左右袒, 自以為是"超然"的立場。其後高中畢業後,

我因考取了與國民黨中央軍官學校為兄弟學校的中央政治學校, 於

是雖然有些躊躇, 但亦毅然放棄了平生志在理工, 巳在貴州平越交大

唐山工程學院土木系註冊, 上學數週的機會, 脫離了微分積分等理數

的埋頭苦讀, 而開始了其後終生從事文史哲學, 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三

民主義的精研, 其時我在長高一中盡心理數, 準備報考大學理工科系

之時, 但亦曾暗自閱讀周佛海(當時 1941 年抗日戰事方酣,而他尚未

參與汪精衛的南京親日政權) 所著的 "三民主義的理論與體系"一書,

當時他的此書, 乃是銓釋孫中山先生學說的 "權威經典"之作, 他對

於當時西歐社會主義的流派分柝極詳, 而他對於孫中山先生 "人類

社會的進步是基於人類社會利益的調和,不是人類階級利益的衝突",

解釋得頭頭是道, 我們不能以人廢言, 當時我因受其言論的影響, 加

上家境清寒和學校公費等的因素, 但亦在心理上, 確亦能安心投考政

校, 以致不惜改變學習或從事理工報國的初願, 而確定了後來加入  

"唯生"理論學術的陣營,成為了一個小蘿葡尖兵的決心. 

  

政校四年 盡力三民主義法理學的研究 

  

我在政校攻讀四年, 在法政系中, 選修法制組, 即對孫中山先生本人

的演講和著作, 更進而盡心研柝, 融會貫通, 鉤玄摘要, 探其淵源,究

其精髓, 在其包羅萬象, 融合中外古今哲理而獨創的博大精深理論,



尤其是其以人性善，或可使之為善, 而可臻於至善的人性進化論，

而堅信人類互助合作，協調漸進，可以實現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理想

的信仰，益使個人頓然了悟，深信不疑. 後來又讀了陳立夫先生所

著的 "唯生論"和胡漢民先進對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等的剖柝, 加

上羅剛教授的課堂詳盡講解, 而使少年良知良能的領悟, 益增信心,

所有疑竇一掃而空, 渙然盡釋. 遂對孫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哲理，法

理學理論思想等，更有窮追細究， 終生以之的嘗試 。因是筆者在

肄業政校之時, 初則精研中山先生之法學理論，作為大學畢業論文

的主題。後來美國，進而參考二十世紀中葉中外新的思潮，而對孫

中山先生的國家學說，探其淵源，究其底蘊，作為研究院碩士畢業

論文的重心; 以及其後若干有關中山先生學術思想中英文論文的宣

讀與出版，莫不皆以此基本觀點為焦點，因而對於中山先生的人性

理論與政治哲學的關係，且有更深一層的了解，而對中山先生立德

立言立功的不朽人格與成就，益為讚佩，益增欽服。 

  

歷代思想家學說思想不同基於各人人性認識不同 

 

良以中外古今政治思想家的哲學思維，雖然人言言殊，各多創見，

專家名著，汗牛充棟，而中山先生，以創立民國的革命實行家，獨

具哲學家觀察入微的慧眼。他認為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家及政治家

的政治哲學思想與政治理想，皆因各個個人對於個人人性的認識與

定見不同，而互有差異。他也曾以美國開國元勳湯姆斯.詹佛遜與

亞歷山大.哈密爾頓兩人因對人性善惡觀念的不同，而有政治體制

應為中央集權？抑為各州地方分權激烈的爭辯史實，舉例說明，實

是明察秋毫，引證精闢 。中山先生堅信人類進化論的科學觀點，

而將國家的演化，分為神權、君權、民權與世界大同等，幾個不同

的時期。同時他並倡導人性進化論的學說，他以為人性的演化，先

由獸性而人性，然後又有由人性而進入聖性的可能。是以人性善，

而可以使之為善，亦可止於至善。因此近年來，筆者亦以中山先生

確認在民權時代人性善論的前提為基本觀點，不但作為研究中山先

生政治學思想及法理學哲理的依據，而且亦以此作為深入研介其他



古今中外各個政治思想家學說的前提，慎思明辨，思而學，學而

思，不罔不殆 。  

  
  

民生為人類進化的重心 基於人性善的確認 

   
  

依照中山先生的看法，人類社會演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問題的改

進是基於以人性善為出發點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不是以人性

惡為基點的人與人之間的鬥爭；所以個人對於人性善惡的認定，對

於每一個人，無論是政治思想家或普通升斗市民, 各個個人所具有

的政治觀念, 或平日的待人處世態度，及其信仰思維，人際關係，

皆有極為直接的影響。所以中山先生認為社會進化, 由於經濟以及

其他利益相調和不是經濟及其他利益相衝突。如果個人認為人性

善，則社會人際關係安和樂利，人類群體可以和平相處；如果個人

認為人性惡，個人則猜忌孤疑，人群相互殺伐鬥爭，不能共存共

榮，此為中山先生學說中，可以 "放之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最為傑出而獨具睿智的基本慧見 。中山先生因為相信中國

傳統王道思想人性善的說法，所以基信博愛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

而認為人類以階級、人種、宗教、國家主權等為理由，而形成相互

間的衝突爭鬥，乃為一社會病理現象，而應依循社會生理學的方

法，以 "不平等服務製造真正平等觀念" 等的和善手法，人一能之

己百之，施藥處方，為之診治，救民於水火，登民於衽席。中山先

生此一以人性善惡為我們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家，鑑別歷代聖君賢相

權奸小人，甚至百姓庶民政治思想體系及其涉身行事為人處世行為

衡量的標準，實為對於研究人類政治思想與日常行為的一大貢獻。

筆者推而廣之，以之作為寫作與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家哲學與理想的

一大標桿，自覺係受中山先生此一啟示的直接影響。 
 
  
  



 當今世界三大政治思潮歧異 基於人性善惡認識不同 

   
  

是以筆者在 2001 年由台北五南書局出版的《當代政治思想史》

中，特以中山先生此一以人性善惡決定論的觀點，而對當今世界三

大政治思潮 - 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民主自由主義 - 的各個個

人思想及流派，條分縷柝，比較研究，而在該書 "序言" 中，有下

列的語句﹕"…著者於此特別聲明﹕著者對於孫中山先生和平民主

的三民主義政治哲學，情有偏好。而孫中山先生之以各人對於人性

善惡的基本認識與信念，可以左右中西各個哲學家等政治思想與體

制的學說，著者亦認為實係明察秋毫與世事洞明的高深之論。所以

著者於論述中西各大思想家的學說之時，亦儘量以此為基點，以各

人對於人性的認識與信念與其政治思想及理想的因果或相對關係，

加以深邃的剖視與闡析。筆者忝以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信徒自居，

而對於孫中山先生相信人性善，或使之為善，而可臻於至善，人類

互助合作，協調漸進，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理想，拳拳服膺". 所

以後來孫中山先生孫女孫博士穗芳女史, 將其所精心撰輯的兩大中

英文專著: "中山先生紀念集"第三版出版時, 特應她的邀約, 分別以

中英文作序, 以戒慎誠謹之心, 敬謹撰述, 筆者自小服膺孫中山先生

博大精深遺教的心路歷程, 以報雅意, 並對她的兩本大著, 亦力為推

介, 也是基於此一確信. 

  
  

聽訟決獄著述論評處事為人皆以孫學人性論為宗 

  
  

是以筆者自就學政大數十年以來, 實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博大精

深, 深自體驗, 所以在校之時,  即力求力行,  而在課餘或公餘,  即曾

一再為文,  對其政治哲學中的法理學原理, 加以闡揚, 先後在戰時陪

都重慶及戰後南京及上海, 多種報刊及學術期刊分別發表. 其後服務

南京行政院秘書院, 則因為抗戰勝利之後, 初在陪都, 辦理還都復員,



工作繁忙, 無法寫作, 但在司法官考試及格, 先後分發江蘇鎮江官方

法院學習司法官, 尤其是後來正式充任浙江餘姚地方法院推事之後,

聽訟決獄, 莫不皆以中國傳統道德的標桿, 認定事實, 引用法條. 而

不違反孫中山先生主義的哲學哲理, 為期不過年餘, 自信無多隕越.

旋因留學考試及格, 而來美國進修, 初則窮於課業, 後則以孫中山先

生的國家學說為主題, 作為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的主題, 其中對於中山

先生人性善的學說, 追索中山先生的遺著, 參考國內學者的研究, 以

及西方各派國家學說的研柝, 自謂對於中山學說的闡揚, 亦有相當的

助益. 其後轉學美東, 繼續博士學位的攻讀, 後雖功虧十之四五仞, 

未即完成學業, 乃在紐約華埠僑報 "美洲日報", 主編副刊, 為時超過

六年左右, 曾經主編過國際版, 本市版, 國內新聞, 也寫過社論和短

評, 當時大陸河山易色, 雖然由毛澤東及 "四人幫"所倡導的 "十年

文革浩劫" 尚未發動, 但是肅反清算鬥爭清算的"運動", 卻如洪水崩

洩, 排山倒海, 席捲大陸每一角落. 尤以僑鄉眷屬, 壓榨逼匯, 哀怨呼

號, 僑訊紛傳,(我們在收到僑胞家訊但未複印刊載的原件中, 甚多明

示或暗示地說明, 僑匯實被沒收, 作為"抗美援朝"或其他"公益"的經

費, 而僑眷本人不得實益), 其情形之慘痛, 甚至引起了美國報刊如 "

生活畫報"及"紐約時報"等的全力同情, 而在西文報刊, 揭發批評, 所

以當時"美洲日報"同仁的言論, 也反應了當時全美和全世界僑民的

反共心聲, 也證實了中共 "以鬥爭手段取天下,又以鬥爭行動治天下

" 哲學之違背歷史潮流與人類天性, 肯定了個人對於馬列史毛人性

惡與唯物鬥爭哲學否定之正確, 也證明了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思想

哲學,  應是 "行之四海而皆準,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必然真理. 

   
  

書生報國  繞道巴拿馬運河遄返台灣自由中國   

  
  

所以當時個人的意識型態, 與唯物史觀鬥爭的"大眾哲學", 大相逕庭,

背道而馳, 當時我在 "美洲日報"幾乎每日一文所撰的短評和為數不

多的社論, 皆以此為主軸, 惟以當時或巳剪存, 惜皆多巳散失. 其後



在七十年代我曾以"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基本差異"一

文, 論證了當今各方對於三大思想主流的理論基礎, 對於社會基本問

題及人性的認識, 及其實際施政與推行的步驟, 剖柝異同, 比較優劣.

當時筆者因應紐約哥大同學的邀請, 在華埠發表專題演說. 此一演說

之時, 原稿適為當日同在紐約"中華公所"開會之美國 "世界日報"董

事長馬克任兄所閱及, 立即應命, 而在該報全文發表, 其後該文, 亦

為金山"中華聯誼會通訊"及台港各地報刊自動轉載, 而在拙著"當代

政治思想史"出版時, 亦列為中山先生政治思想體系之一重要章

節.  一九五六年間, 我乃懷著書生報國的熱情, 在紐約乘輪繞道巴拿

馬運河, 返抵基隆, 即出任教育部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並任

台北木柵母校政大兼任副教授,講授國際關係, 後在陽明山革命實踐

研究院結業後, 轉任行政院輔導留學生回國服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仍在教育部辦公, 但除巳撰寫"國際關係新論"的講義, 後巳修訂出版,

至於我當時因應當時教育部長張其盷曉峰先生之約所翻譯的"政治

思想史"一書, 因是翻譯美國學者喬治.塞班的名著, 故未參雜本人的

"成見,偏見,定見或主見", 但仍順應全世界民心之所向. 公餘之暇, 

為文論政, 或在當時圓山國際關係研究所, 兼任研究委員, 在該所所

出版之"問題與研究月刊", 所發表之報告等外, 並同時經常在台北報

刊, 撰寫政論時評, 其所立論, 莫不皆以三民主義的中心哲理為依歸.

拳拳不忘中山先生的遺教, 不但行文用字, 甚至在個人處事待人方面,

亦皆以"人性善"為依歸, 而有萬物靜觀皆自得, 而無與人爭鬥競逐的

用心.  

  
  

再度出國完成學業後 撰寄台北中央中華等報專欄 

    

其後我在一九五九年偕妻挈眷, 再度出國完成學業宿願之時, 三數年

間, 雖然同時勤於教授與攻習課業, 初亦仍然為前所服務的紐約"美

洲日報", 間或撰寫短評, 在其副刊專欄發表, 後因選修功課, 完成學

業, 又因搜集資料, 撰寫博士論文, 不暇執筆為文, 在各報刊發表. 但

於一九六三年取得學位, 改去北卡州立大學費城分校任教之後, 瞬應



知友台北楚崧秋兄之特約, 先後在"中華日報"及"中央日報", 為時二

十餘年, 以各種不同名義, 按月撰述專欄, 或報導或砭評美國內政外

交, 尤其是論評或報導台峽兩岸的政局發展. 其後且在台北,高雄,香

港報刊,以及紐約,華府,和美國各地僑報,專刊,不斷撰寄同樣性質的

政論時評, 隨時發表. 間或撰寫趣味性的回憶和旅遊紀感的文字, 但

也皆是"吾道一以貫之", 在有意或無意之間, 悉以此為基點. 現在我

重溫在一九六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各篇論著, 其先後巳於一九六

九年編輯出版為"美國內政外交與國際局勢', 一九七三年的"美國的

內政與外交", 以及一九九五年的"現代美國的內政外交", 其間經過

了美國與蘇聯中共國際共義的冷戰和惡鬥, 大陸中共的"十年文革"

和"四人幫"之亂的浩劫", 東南亞越南之戰的慘敗, 中經尼克遜的大

陸"破冰之旅"與在滬上簽薯的"上海公報", 以至福特的親遊長城,卡

特無條件的接受中共"締交三條件", 而與中共建立"正常化"關係, 甚

至後來雷根及柯林頓總統等訪問大陸等等的歷史過程, 筆者察於中

共當時並未放棄其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堅持與實際行動, 遂仍基於

個人前述"吾道一以貫之"的反共精神, 對於中共各個時期的倒行逆

施行政策, 亦是口誅筆伐, 未稍暇怠 . 

  
  

揭露共產國際禍害中華 駁斥美國鴿派媚共言論 

  
  

筆者個人對於中共過去由蘇聯所控制的"第三共產國際"創立以來,

歷經"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聯俄,容共,聯農工),自組紅軍及蘇維埃政

權與邊區, 利用中國力量對抗日本, 以救蘇聯"祖國"之時, 殆巳見其

端倪, 深知其所倡導的抗日聯合陣線, 聯合政府, 人民民主專政, 以

及人民政府的"統戰"手法, 實是國際共黨, 利用中共赤化中華, 然後

進行世界革命, 實現其共產國際的初步陰謀, 是以個人不惜奮其螗螂

擋車之心, 力竭聲嘶, 加以指責, 甚至也對大陸沉淪(解放)前夕, 在一

九四九年四月愚人節於北平(北京)開始舉行的"國共最後一次和談",

中共事前所採取的策略, 以及當時和談的背景, 條件, 經過和後果等



等 (參見拙著"國共最後和談和中國統一,"二千零二年台北成文出版

社), 加以剖柝, 而對於美國政府及各方所謂鴿派自由份子的謬論, 痛

予駁斥.  是以筆者當時也在美國各地不同學術論壇, 對於中共以馬

列外來意識型態, 禍害中華之事實, 加以揭露, 並且痛加評駁批判. 

同時也在有名學術季刊發表論文, 皆與當時美國所謂的"鷹派", 立場

相同, 有時甚至更為激烈. 其時我曾追溯美國自開國以來的外交承認

文件與傳統, 加以闡述剖柝. 提出義正詞嚴的忠告. 而對於中共之在

大陸國內殘害整肅, 壓抑人權民權, 對外配合蘇聯國際, 策動民族解

放陣線, 東侵西奪, 發動世界革命, 先後在韓國越南, 非洲南美, 掀風

點火等的事實, 作為美國不應予以"法理上外交承認"的例證, 此皆意

在促使中共 "放下屠刀(國際共產革命)", 改行民主法治體制的呼號,

其文在各個學會及報刊發表後, 巳得中外學者的良性熱烈反應.  其

中尤以"從美國歷代外交承認慣例談到美國的中共政府承認問題",

先於一九六八年美國 "南方政治學會"宣讀之後, 甚得各方極為讚賞

的反應, 後來在美國另一"美國社會科學學會"及在俄亥俄州大學的"

中國漢學學會"中, 摘要發表, 當時台北"中央日報"等, 皆由他人專文

報道, 筆者在各個埸合, 曾經公開促請美國在中共未能開變或其"革

命國際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以前, 不應不顧國際道德, 與中華民族

的前途, 以及或中美道義之交的傳統, 而率爾行動, 遽予承認, 而且

即使是僅從美國先例及其"本身的國家利益"而言, 也不應依照當時

所謂美國鴿派褊左自由主義份子的要求, 遽爾給予"一邊靠"的殘酷

政權, 法理上的"外交承認", 俾免使優良的中華民族及其王道傳統倫

理價值, 陷於永劫不能復活的絕地.  

  
  

 世界華裔反共甚至西方人士反蔣媚共而不反華 

  
  

良以當時平生個人立場, 反共而不反華, 在此時期間, 台海兩岸對立, 

"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的呯聲, 此起彼落之時, 筆者自是同情以 "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 力主民主法治, 兩岸和平演化, 而達華夏



統一兩岸整合"以進民國, 以進大同"的理想境地. 所以當時筆者曾以

中英文論文, 奔走呼號, 其所撰寫有關的文字, 其言論之客觀而激烈,

也反應了當時世界各地中華裔冑反共不遺餘力的共同心聲,  而在此

時, 筆者也有一個體會, 即算是當時很多美國鴿派人士, 他們之主張 

"親共" 者, 乃是他們對於中華文化素有好感, 對於當時毛中共認識

不清, 以為毛某本人, 也認為是中國歷史上"霸道" 或秦始皇帝王思

想的 "傳統",  所以不足介意,  即以當時哈佛華學"護法" 或有"美國

中國通學"之稱的費正清而言, 他在曾任戰時重慶美國新聞處主任之

時左右逢源, 當時美國戰地記者亦受其影響,  "反蔣附共" , 後來主

持美國學術重鎮, 桃李春風, 幾乎一言九鼎, 與他意見不同的偏右學

者, 幾乎難得在當時寥寥可數的大學中,  取得華學語文的教學席位 , 

直到後來文革之後, 他才親自承認, 他把毛某的 "國際共黨" 本質看

走了眼, 至於其他等而下之的武人史蒂威爾將軍, 以及當時國務院 

遠東司中國科的戴維斯, 賽威維斯等人, 甚至"亞洲研究學會"的著名

左派專家拉鐵摩爾, 以及阿奇遜國務卿, 希斯... 等等諸人, 雖然言行

偏極, 他們皆是都是心懷中國, 而並不反華, 但是誤以當時的毛共即

是華人, 所以他們反蔣而媚共, 鑄成了戰時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大錯的

歷史. 好在一九七十年代後期, 毛澤東逝世之後, 大陸局勢完全改觀,

美國的對華政策, 才算誤打正著,我們海內外華人,也算鬆了一口大氣.

良以當年毛澤東死後, 屍骨未寒, 其指定"接班人"華國峰, 也在葉劍

英, 汪東興等的策劃下, 竟能撥亂反正, 而將其在文革期中胡作非為,

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囚下獄, 其後鄧小平, 東山再起, 從此重執

國政,大陸局勢逐漸扭轉. 四人幫及林彪餘黨黯然受審, 或死或囚 ,

大陸局勢, 殆巳顯露改弦更張的曙光, 號為當代"阿斗"無能的華國鋒

(或謂他乃毛之非婚子,確否待查), 終亦未被誅囚, 全身而退, 被迫去

位.  

  
  

鄧小平平反冤假錯案 華人反共氣息鬆綁 

   



至一九七九年鄧小平地位鞏固之後, "平反"了中共自開國以來, 以及

文革時期的所有"冤假錯案", 而且他也大刀闊斧, 極力推行其所謂的

"四化運動", 雖然他仍然有所謂 "四個堅持"原則的強調, 但是饑者

易為食, 暴政之後易施"恩", 所以當時鄧小平平反政策推行, 大陸人

民如大旱之後見雲霓, 縱然僅得點滴甘霖, 也是感恩涕泣, 於是鄧小

平被視為包公再世, 李世民重生, 而被尊為是普渡眾生救世主的"鄧

青天".  

良以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之際, 鄧小平外假經濟開放的號召, 推行"

一部份人先富"的政策, 大陸庶民, 初次吸取了一點新鮮的空氣, 於是

氣象一新, 北京於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安理會的永久席位以後, 又

獲得了美國卡特總統的正式外交承認, 於是鄧小平正式被邀訪美, 雖

然大部份僑胞, 對其未能有實行"第五個現代化(政治改革)"的承諾,

而未改變其反共的立埸, 但是鄧小平所到之處, 美國人民, 幾多為其"

親民"的作風顛倒, 牛仔帽一頂, 意氣飛揚,  萬眾風糜, 鄧某經日返

國,"教訓越南之役", 無功受辱, 有心人士, 亦多搖頭嘆息, 惟是大勢

所趨, 海外僑胞, 包括新近大批自台灣大陸香港的移民與留外學人學

生在內, 對於中國之情形略行改善, 殆亦逐漸改趨放心, 過去僑學界

十之八九的反共態度, 亦巳慢慢鬆綁, 這是世界華僑與輿論, 因大陸

平反, 文革中止, 經濟略形開放發展, 人民生活稍得舒解, 因之對於

中共的態度, 而有所改變. 至少巳有"雖不滿意,亦可勉強接受", 而持

靜觀其變的態度. 

  
  

台灣"經濟奇蹟"發生 期許鄧小平為"蔣經國第二" 

  
  

其時台灣蔣經國主政, 十大建設, 卓然有成, 地方自治實施, 奠立民

主宏基, 推行實質本土化, 促進族群和諧, 前後雖有美國撤軍, 廢約,

斷交, 以及石油危機等的沖擊, 但因政治安定, 巳由威權政制蛻化而

有民主自由法治的演化形成, 且以經濟起飛, 前所未有, 台灣亦巳躍

為東南亞"四小龍"的龍頭, 所以當時兩岸人民翹首,對於大陸亦存奢



望, 並對鄧小平存有成為"蔣經國第二"的期許", 是以兩岸庶民, 幾乎

額手稱慶, 咸表樂觀, 尤其是對大陸明示"四個堅持", 暗中"和平演化

", 存有幻想. 海外僑胞過去幾乎清一色的反共態度, 亦有動搖,此非

中共的"統戰"成功, 而是人心望治, 有以使然. 此時筆者對於中共態

度, 亦改過去完全否定的立場, 而趨靜觀後效的期待.  而且在此同時,

台灣蔣經國總統以其抱病之身, 宣布了對大陸的開放政策, 內則減除

戒嚴, 解除黨禁報禁, 外則開放國人前往大陸探親訪問, 增加兩岸商

貿, 甚至開放大陸同胞學者或其他人士來台, 兩岸通往, 一時遂有互

通互利的開朗跡象, 及至李登輝出任總統初期, 也是"蔣規李隨", 台

北大陸政策, 照常運作, 海基海協, 照常接觸, 辜汪且有直接會談, 並

有若干事務性程序上交往的多項"協定", 後來雖因民進黨"本土意識

"的強調, 而在李登輝當政後期, 所謂"九二共識"存在的事實或期望,

也因基於其後各類競選策略的考慮, 而被李登輝所完全否定, 但是當

時世界輿論, 以及海外僑學各界, 對於所謂兩岸和平民主演化的"終

極統合", 雖然不存奢望, 也不可能以為即將"近在眼前", 但亦未必完

全悲觀, 而似以為仍有"遠在天邊"的一絲希望.  

   
  

"三超四化" 海外僑胞勸請兩岸終極統合 

  

是以此時筆者在中外各個學會所提出的論文, 或在各地報刊所發表

的論評, 雖對中共"一國兩制"等統戰謀略等等的手法, 仍然存有戒心,

期期警愓, 但也響應海外僑胞以 "三超" -- 超越時代, 超越現實, 超

越黨派, "四化" -- 政治民主化, 經濟自由化, 民族平等化, 軍隊國家

化 (其時世界華人國是宣言等由紐約僑領梁聲泰等共同發起) 等的

號召, 深思熟慮, 煞費苦心, 芻堯獻曝,一再為文, 促使兩岸當局, "民

主革新,和平競賽", 俾使兩岸從速和平統合. 有關此一觀點的論證,散

見當時紐約, 香港, 台北及其他各地的報刊.  但是筆者對於是時大局,

也未必至為樂觀, 因此也曾一再為文, 警告海峽兩岸當局, 一則促請

台北當局不要專以競選勝算為目標, 專以極端本土化的族群意識, 浪

費精力, 從事爭取不可能再入聯合國的 "外交勝利"; 或是枉費外匯,



從事得不償失擴展"國際空間"的"凱子外交"; 再則促請當時台北以

當時"經濟奇蹟"的台灣經濟優勢影響大陸經濟的發展, 進而促進大

陸政治民主化的加速, 否則數年之後,大陸沿江沿海各省, 經濟發展,

形成為數甚多的"多個台灣", 而使台灣對於大陸的政治的開放, 或經

濟的發展, 將無任何的影響, 甚至台灣也可能被迫處於處處受制於人

的尬尷境地.此一情勢的形成,不幸在後來阿扁執政時期,一一實現, 

可謂不幸而言中.   

  
  

中國未來整合本質方式與步驟 諸課題芻堯獻曝早有研擬 

  
   

至於直接有關當時"統一"問題的課題, 如"中國統一問題的本質" (一

九八四年高雄台灣時報), "中國統一的方式, 步驟, 前提及展望" (一

九八九年紐約"探索"及紐約美東"星島日報", 德州"國際日報"及台

北"青年日報") 等等的長篇政論, 皆是參酌當時客觀情勢, 民心向望,

展視兩岸統合或整合的可能途徑, 據理剖柝, 列舉其基本原則, 條件,

前題, 程序與步驟, 甚至統合後的政府體制實體與形式等等, 先後在

美國各地學術會議中, 相繼發表, 甚至也激起了在大陸, 香港某些人

士的反應, 謂為持平之論, 其後不幸而大陸局勢暫時改觀, 胡耀邦的"

開放政策", 因為遭受了陳雲"鳥籠經濟"及左派胡喬木, 鄧力群等"反

和平演變"集團的反對, 迫使鄧小平陣前換將, 而將胡耀邦踢下馬鞍.

後來又因胡耀邦的逝世, 全國人民集體哀悼, 激起了如潮如湧的 "八

九民運"突發事件, 其後又因北京"天安門屠城事件"發生, 圖窮匕首

見, 鄧小平顯示了中共"暴力治天下"的本來面目, 世界輿論對於中共

又再群起反感.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 東歐附庸解體國際輿論又再反共 

   
  



於是筆者,也隨著國際輿情的轉向, 倒轉筆鋒對於當時鄧小平中共的

倒行逆施, 一再大張撻伐, 先後在各地報刊發表: "人神共憤談六四", 

"六四與東歐 (所謂蘇東波東歐附庸體制的瓦解", "黯兮慘悴話六四

", "中共六四意圖與大陸前途"及 "八九民運的歷史責任與國際影響

"等評論, 即對中共六四慘案發生的背景前因, 深加探究剖柝, 對其天

安門坦克機槍, 橫掃民眾學生的暴行, 義正辭嚴, 加以指責, 進而對

於中共今後如何善後, 及其政經走向, 善意而誠懇的提出建議.  不過

當時的台灣, 當然無法影響大局, 而當時執政的李登輝, 不但是黃鶴

樓上看翻船, 袖手旁觀, 一方面既對大陸,幸災樂禍,而在另一方面,李

登輝又於其再度當選總統後, 掌握了黨政軍財的大權, 於是予志自雄, 

"槍口對內", 致力於"保權,固權與擴權"的濫權工作. 他既是為了對

付黨內所謂 "外省人的反對勢力", 也是為了對抗新創民進黨的"族

群意識", 反而加強了與黨外人士配合, 進而採取了比他們更為"極端

本土化"的競選花招, 先後發表"兩國論"或"七塊論"的"高論", 以期

爭取或保持其"民皮獨骨"的"獨台"或"台獨教父"的"英名", 所以在

兩岸關係上, 一則"戒急用忍"甚而否定"九二共識"的存在, 原來荊棘

滿地的兩岸關係, 遂亦跌入深谷, 寸步難行. 海內外人士, 固對中共

失望, 而對阿輝尤感痛心.  

  
  

李登輝擴權亂修憲 鄧小平南巡講話扭頹局 
 
     

其後阿輝變本加厲, 而將五權分立的中華民國憲法, 一修再修, 六修

七修, 行政院院長幾乎完全成為了總統的幕僚長, 監察院也是職司"

拍蚊", 所有大權集中於阿輝總統之一身, 國民黨四分五裂, 大部國民

黨異議人士, 掃地出門, 先後出走, 分別成立"新黨", "親民黨", 但不

旋踵, 李繼國民黨也是由盛而衰, 此殆阿輝自作孽多行不義, 黑金白

金齊飛, 貪瀆風行, 在他任內, 樹立"新的威權體制", 也是土崩互解,

不數年間, 阿輝殆巳獨自毀敗了數十年來, 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難得建

立的清白聲名, 而在二千零零年的總統大選中, 阿輝竟又以其所謂"



棄連保陳"的策略, 把自北伐以還即行當政的七十餘年國民黨政權, "

和平移轉"給了以台獨為主要號召的民進黨人陳水扁, 其後阿輝本人,

竟亦自食惡果, 而被其由他一人所自摧毀的國民黨, 逼他辭去主席職

位, 開除黨籍, "掃地出門". 真個是應了"天作孽,尤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的警語! 其後阿輝也不自甘寂寞, 再行自組不成氣候的所謂 "台

灣聯盟," 而擬與阿扁分庭抗禮, 爭取"台獨教父"的虛名, 但是後來所

謂"台聯"也幾乎頓成泡沫. 但是此是後話, 暫不多提.  反之, 當時中

共大陸自一九八九年民運發生, 當局處變失當而導致了"天安門屠城

事件"的慘案以後, 國際輿論群起而攻, 法輪功反共以及海外僑學界

的民運風潮, 也曾此起彼應, 有似巨浪掀天, 驚濤拍岸, 其以開明開

放假象的國際聲望亦巳一落千丈, 幸虧其後垂簾聽政的鄧小平發表"

南巡談話"之後,  改革派的聲勢壓制了左王左將的逆風, 而暫時扭轉

了中共滑落的倖得"開放"聲名. 而且當時中共當權派, 亦有所謂"社

會主義初階論", 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的推出, 遂使其所強

調的所謂 "四個堅持", 除了"一黨專政"的"唯權意識"以外, 其他所

謂馬列毛澤東思想, 皆巳在"利"字當頭的大勢之下, "和平演化", 量

變質變, 漸變而蛻變, 雖然未能接受西方民主法治人權主義的思維,

但巳完全感受了西方私利資本主義的"污染", 所以鄧小平"使一部份

先富"的政策, 確巳立竿見影, 億萬豪富之多, 有如過江之鯽, 其中因

其執政掌權貪瀆而致大富者, 雖亦不乏其人, 但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

在過去二十餘年以來, 確亦也有空前未有的改進. 所以西方民主自由

的觀念, 也在大陸萌芽播種, 呈現了一線微茫的生機, 所以世界輿情, 

對於大陸政局, 也巳有了新的期待.   

  
  

李登輝當政初期兩岸關係改善曾露一線曙光 

  
  

是以在此大陸重新起步恢復舊觀之際, 大陸又再重新推行鄧小平的"

四化運動", 幸而當時台灣也在李登輝當政初期, 仍在邯鄲試步, 猶能

續行蔣經國的逐漸開放政策, 但是當時閉戶自封的阿扁尚未取得政



權, 尚未執政, 所以台商尚能大步登陸, 兩岸人民亦能相互探訪, 兩

岸商貿欣欣向榮, 而大陸經濟起飛, 如果馬克思經濟決定形而上的上

層社會機構的唯物辯證法的理論, 確亦在此一方面有些正確, 是則大

陸社會, 亦有可能因為"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 資產增多, 而使其政

治影響力, 不斷擴大, 假使大陸社會不以階級鬥爭為手段, 進行革命,

則大陸社會, 亦將有先行形成類似西歐各國溫和社會主義民主社會

的可能. 於是海外僑學界, 或則基於久離故土的鄉情, 尤其是基於自

抗戰或內戰以來懷念故土故鄉父母兄弟家屬親友的親情, 對於大陸

故鄉大多迫不及待, 相繼前後返國探親, 掃墓, 聯誼或旅遊, 人數眾

多, 絡繹不絕, 是以通都大邑如滬杭京都, 為之路塞, 而窮鄉僻野, 也

多來自台灣及海外遊子的行縱. 所以當時筆者, 所撰論文, 皆能平心

靜氣, 以客觀的態度, 研柝當時"中共十四大前後的制度,政策與人事

", "中共八屆人代與政協召開前後的局勢", "中共大陸的人權實況", 

"中共大陸地方分權的可能影響", "後鄧期間中共軍與黨的關係"等

文, 夾敘夾議, 希望中共第三代, 第四代....的領導集團, 至少繼續鄧

小平的 "四化"或竟加速 "第五化(政治現代化)"的推行, 所以筆者也

在"人民直選與大陸政局"一文中 (前述各文皆先在報刊發表,現則輯

刊"法治民主與兩岸政局發展"一書中, 台北成文書局出版), 建議當

時及未來的中共"當權派", 仿效台灣過去地方自治直選鄉里長, 縣市

首長, 及議會議員的前例, 先在大陸各省各地自治區諸地, 推行地方

選舉, 或在"一黨專政"的執政黨內, 逐級先行實施黨員推選, 而後直

選各級"黨委"或"領導"的制度, 由黨而政, 或由政而黨, 是則 "具有

中國色彩"的 "社會主義民主主義", 豈非可以在"新民主主義"中, 發

放光芒萬丈的"異彩" 也哉 ?!,   

  
  

台灣逆向而行族群民粹 貪腐黑金阿輝是始作俑者  

   
  

 不過在八十年代後期, 也是前述李登輝當政後期, 阿輝為了保位擴

權, 台灣的情勢, 卻是逆向而行, 當大陸自"六四慘案"的腥風血雨中



復蘇重生之際, 繼蔣經國總而當國政的李登輝, 卻使台灣局勢,每下

愈況, 我們從好的方面推測, 可以說李登輝是受客觀情勢所逼, 不得

乃爾, 蓋以當時民進黨挾其本土台獨意識, 向國民黨政權挑釁, 李登

輝為了應戰, 不得不搶奪先機, 而亦先行掛上獨台的大旌, 採取制敵

機先策略, 先行提出加入聯合國的"競選花招", 對於兩岸關係, 首則"

戒急用忍", 繼而否定"九二共識"等等, 或亦"情有可原", 但是我們細

察李登輝的貪瀆愛錢及濫權掠權與本土台獨個性, 尤其是在從他當

政期間, 先後一再在台北市長及千禧年總統大選時, 使用"棄黃(大洲)

保陳(水扁)"及"棄連(戰)保陳(水扁)"策略看來, 所以他的作為雖或可

能是係客觀情勢使然, 而大半乃是由於他本人先天個性(性惡), "嫉

善如仇", 不願見(外省人)趙少康當選市長成功, 尤其是不忍見("親如

父子"的外省人) 宋楚瑜競選總統勝利之所決定. 我們略加提醒, 大

家一目瞭然, 會心了悟! 良以一九八零年間, 李登輝初主台灣國政﹐

外示優柔敦厚, 內懷奸偽權謀, 收降納賄, 黑金與白金齊飛, 樹黨營

私, 本土化隨台獨言行而變質, 在其羽翼漸豐之後, 予志自雄, 集黨

政財金大權於一身, 一再發表"兩國論"及"七塊論"等的謬論, 無中生

有, 挑撥民粹仇恨, 激起台海波瀾, 我曾一再為文, 口誅筆伐。 一九

九八年台北市長改選, 阿輝既曾以"棄保"戲法, 而使陳水扁坐得市長

寶座. 而在二千年總統大選李登輝依法不能第三度出任總統, 又無

法修憲法再行連任, 壓制親民黨宋楚瑜聲勢時, 李登輝又再施用棄保

政策, 而將自一九二八年起, 即執國政的國民黨政權"和平移轉"給主

張台獨氣勢比他更濃的陳水扁。當時全國人士更是義憤填胸, 痛心

疾首,  唯個人仍以君子愛人以德的精神, 加以檢討研析, 撰寫"李登

輝掛冠論不定"一文, 認為國民黨黨人姑息養奸, 自貽伊戚, 情無可

原。 但是我亦認為李登輝以其人性惡的天性, 王莽情偽的行藏, 習

用中國霸道而非王道的傳統, 施展日本邪派而非正派武士道的乖行, 

以及"活學活用"在台大讀書會中所學得的馬列鬥爭技巧, 一意孤行, 

貪腐泛瀾, 不但把國民黨弄得分崩離柝, 新黨親民黨人, 被迫掃地出

門, 而且也把台灣的經濟奇蹟, 搞得烏煙瘴氣, 致使千禧年的總統大

選, 連宋相爭, 再度競選台北市長而敗於馬英九手下的失意政客阿扁, 

漁人得利, 敗部復活, 李登輝獨夫一人, 自應以國民黨主席/中華民國



總統/和自任選舉統帥的三種身份, 對於當時國民黨坐失政權的選舉

後果, 也應負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大部責任。 

  
  

春秋大義責阿扁 何期他貪權愛利尤勝李登輝 

  
  

不過當時個人對於一生長於競選的陳水扁, 也是心存忠厚, 希望他在

以不及百分之四十的相對多數, 當上中華民國的總統之後, 曾以“倡

導台獨”競選的隱性號召取得了政權, 但千萬不要以 “遂行台獨”的

明暗企圖而推行國政, 所以個人雖知阿扁心性善變, 豹不改斑, 而仍

責以春秋大義, 苦口婆心, 促其以天下國家及台灣人民之福利與中華

民族之前途為念, 是以在指責“李登輝掛冠論不定”的長文中, 仍以

“對陳水扁的期許”為副題, 促其計利天下, 著眼千秋, 不要徒以競選

取勝為其主要鵠的﹗其後我又曾在李登輝在未"和平移轉政權"之前, 

自失主動,  坐失兩岸和解政策的機宜, 口誅筆伐之餘, 亦曾在"台峽

風雲與'兩國論'老調及其他" 一長文中, 為之解套, 但他在"寧給外敵, 

不給家奴"錯襄觀念之下, 以為陳水扁初登大基之後, 一定"感恩圖報

" , 至少也可尊他為"國師", 或雖不是"台獨教父",  至少也應稱之為"

台獨先驅', 但是阿扁忘恩負義, 在擊敗宋楚瑜當選總統之後, 或將有

與李登輝 "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 的可能, 其時阿扁當政也在"摸著

石頭過河",  尚亦未能胡作非為, 雖其乖亂大政, 已露跡痕. 惟其貪腐

行動, 或已起心, 惟亦尚無明顯跡象,  所以筆者尚對阿扁未必完全失

望, 且曾一再以“執政未半載阿扁是非論評", "唐飛辭職核四停建倒

閣罷免風波"等文, 好言相勸, 冀其懸岸勒馬, 改行正道的國家大政,

但是其時阿輝也未死心, 而有死灰復燃, 重展影響潛力的嘗試, 所以

他曾火上添薪, 掀風起浪, 擬與阿扁互爭台獨和極端本土化的"教父"

榮銜. 所以筆者又再不斷為文, 如"阿扁進退失據阿輝借屍還魂", "台

灣總統大選攸關千秋萬世, 連宋配選任重道遠” (5/2001-10/2003

年)﹐阿扁公投政治面面觀”(12/2003-1/4/2004), “指鹿為馬阿扁公

投變民調”(1/2004)等篇長文, 苦口婆心, 加以勸阻, 而對阿扁的一再



誤闖歧途, 也已逐步逐漸加強詰責, 甚至對於阿扁以 “與鮑爾握手為

開創外交新紀元“ (11/2003) 的自抬身價, 也曾為文加以譏評。但是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我們雖然言之諄諄, 聽者置若罔聞。所以後來

個人對於阿扁固已完全失望, 而對於李登輝媚日和台獨的原形畢露, 

且欲與似與阿扁競足, 爭取何人最獨 “領導權”的黔驢慣技, 亦是疾

首痛心, 而曾不斷加以拮責. 幸而阿輝在國民黨內影響, 現巳完全消

失, 而其個人的"聲望” , 確巳疲而不振。是以在二千零四年的大選

中, 連宋得以公開搭配。且在大選前夕, 連宋民氣上揚, 藍軍似有重

新當政的可能, 海內外同胞, 對於台灣政局, 幾有災後重興的一線希

望與期望. 

 
  

槍擊事件無頭緒草草結案台灣司法蒙大羞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譎巧多變的阿扁, 卻在二千零四年三月二十日大

選的前夕, 無中生有, 製造了所謂"319 兩顆子彈事件", 說是阿扁與

呂副總統在台南同車拜票之時, 即曾被人"槍擊"。槍彈有眼, 傷了呂

副總統的膝骨, 而又有一顆子彈 (﹖)穿而不破, "溜進了"阿扁的外衣

和長褲, 曲線迂迴, 擦破了阿扁的肚皮, 但是阿扁的政躬, 卻是靠天

保佑, 安然無恙。當時群情大譁, 謠言四起, 扭轉了阿扁一落不振的

選情。翌日大選,  不知誰人又做了什麼手腳, 阿扁卻以不及二萬九

千餘的百分之零點零二的小小多數票, 再度當選連任中華民國的十

一任總統。當時案情撲朔迷離, 連呂副總統也不知其究竟, 甚且有人

傳說, 呂副總統曾經一 度懷疑, 以為有人要取她的性命, 而使陳大總

統得到同情而當選。現在時過境遷, 不久台北法院最後判決, 說巳破

案, 原是某一陳姓漁民名義雄者個人動機不明, 無故(?)開槍, 導此大

禍, 而其屍體,後來也在海上撈獲, 但其”自首的遺囑“, 說巳被其家

人”燒毀” , 不過上次大選期間,  陳義雄的家人, 則又向國民黨候選

人馬英九跪地喊冤, 而現任新政府國防部長陳肇敏, 則以其原任真相

調委會委員之一, 在立法院答詢 中, 認為其中蹊蹺太多, 說是槍擊實



地, 並非槍擊"現場", 阿扁又要告他"毀謗", 真個是“事出有因, 查無

實據“, 現在死無對證, 台灣司法獨立的聲名壽終正寢, 把我這曾一

度榮任國府(江蘇鎮江和浙江餘姚 1947 年)學習司法官和推事的個

人, 也弄得灰頭土臉, 滿面無光。  

此一槍擊案初發之時, 群起質疑, 咸認此皆阿扁自導自演的“苦肉”當

選奸計, 衡之當時槍擊現埸證據證人的搜集和取證, 車行遲速和子彈

的發射角度和取向, 兇犯的人數和動機, 子彈發射的顆數, 以及座車

舍近就遠驗傷, 友好醫院和醫師的選擇等等, 動而使人見疑。所以各

方專家學者, 以及國際聞名的旅美刑事現埸取證專家李昌鈺博士等, 

皆有各種不同的推測和結論, 而台北反扁群眾, 遊行抗議, 議論紛

紛。當時個人除了參加北卡洛麗巿僑學界的集議, 並為代擬英文函

信, 致書美國政界及參眾兩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議員, 促其注意台灣選

舉是否曾受此一離奇的“槍擊事件”影響, 並曾隨眾遠程前往華府, 參

加來自各界的“遊行”, 作為無聲的抗議之外, 內心對於阿扁出於阿輝

而勝於阿輝, 不擇一切手段, 以期當選的行為, 亦有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的義憤。  

  
  

台北經濟奇績成泡影獨台台獨亂中華 

   
  

當時各方群加指責﹐報刊雜誌﹐盡是海內外人士﹐口誅筆伐的宏

文。但是阿扁恬不知恥﹐無動於衷﹐笑罵由他笑罵﹐總統我自為

之﹐對於由立法院通過的真象調查會的合法調查﹐行政院和情治單

位﹐不但拒不合作﹐且亦處處柸葛﹐其作賊心虛的困態﹐ 昭然若

揭。遙想當年筆者愛國心強﹐望治心切﹐一九五六年且曾抱著“氣

沖河嶽我揚艖”的精神﹐曾經毅然自美返台服務﹐現雖羈旅異邦巳

過半個世紀﹐而對台灣情有獨鍾﹐為文論政﹐獻言興替﹐未嘗一日

有忘大陸與台灣的同胞。 

今者不意最近去十數年之間﹐台灣安定繁榮政局, 竟為阿輝阿扁﹐

假台獨獨台之名﹐行個人專政攬權之實﹐把三民主義可以及時而見



的憲政規模經濟奇蹟﹐弄得支離破碎﹐且把逐漸和平演化﹐形成兩

岸民主統一的契機﹐幾乎毀之於一旦。聞之見之﹐傷心怵目﹐思之

念之﹐泣血痛心。是以個人對於阿扁過去的春秋責備﹐真是由傷心

而痛心﹐由失望而絕望﹐孺子不可教﹐頑石不點頭﹐所以有一段時

期,自動“封筆”不再隨眾為文闥伐﹐免得徒費唇舌﹐徒傷腦筋。所

以對於阿扁自此以後的胡作非為﹐也就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不再

加以理會﹐也曾心安理得﹐過了一段六根清淨的時日。不過我之所

謂“封筆”也者﹐乃是自此以後﹐有一段很短的時期, 我並未如前此

一樣﹐間時在華府和全美, 以及其他任何地區報刊發表言論﹐對阿

扁阿輝有何批判。 良以筆者自初識之無以來, 個人的家國意識﹐ 雖

有不同的顯現, 而對過去歷史上, 每一時期出為國家領導, 或是現今

兩岸當政的"當權派", 也有不同的評價. 所以在"檢驗"他們的歷史功

罪, 或是他們為天下國家所推行的大政方針與政策時, 雖然未必完全

即以或是否或能"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最高

道德標桿為衡量, 但亦應以是否能在其主政時期, 做到國泰民安, 風

調雨順, 或至少沒有製造人為的災害或戕賊人民的基本生活及利益

為依歸. 這是個人"意識型態"的基本"堅持", 不似什麼其他"唯物"或

"唯心"意識型態的"階級鬥爭", "種族歧視", "族群仇視", 以及"宗教

"或"民粹"等等的藉口, 作為破壞社會和諧或社會利益調和, 而有所

改變. 所以個人的根本認定和中心思想, 也可說是吾道一以貫之, 而

對歷來當權派的批評, 也是以此為原則, 所以雖然人微言輕所有評論,

皆如石沉大海,也是不會動搖. 阿輝阿扁"族群意識"掩貪瀆實為中華

民族罪人 是以筆者對於當時阿扁貪瀆無能, 而穩坐江山﹐風吹不

動﹐水潑不走﹐巳經不是以理力爭﹐可以改變他們的心意的時候。

數年前我曾與當時尚未仙遊的馬鶴凌, 在書信中談到台灣政局認為

阿扁阿輝等之流﹐皆是有理說不清的無恥之徒﹐僅能力勝(選票

也)﹐不能理爭。當時鶴凌亦極同意﹐而在其回信中﹐引證我們家

鄉長沙人的諺語為答﹕(我雖是湖南省立長沙高級中學的校友﹐但

僅在長沙投考高中時住過一兩個禮拜﹐而後長沙大火﹐學校三遷﹐

所以未在長沙久住﹐鶴凌在長沙至少讀過初中和岳雲高中﹐或可算

是一個長沙人)。他說 “長沙人說 „痞子怕流氓﹐流氓怕光棍﹐光棍



怕無賴﹐無賴怕不要臉‟  ”﹐李陳之流就是不要臉﹐真可悲﹗其然

乎﹖其不然乎﹖如果真是如此﹐我們雖與他們辯得舌敝唇焦﹐他們

不知禮義不要臉﹐又能發生什麼作用﹖﹗ 是以後來台北自李登輝

後期四五年之間, 以及阿扁主政的八個年頭, 貪腐無能, 阿輝以"民皮

獨骨"的極端本土意識, 為其競選的工具, 而阿扁則更以之作為爭取

及維持權位的策略, 其後則更以製造本土族群意識與衝突, "愛台灣", 

"中國豬"與 "去中國化"等的民粹仇視衝突, 作為掩飾阿扁本人"國

家機密假發票", 台開內線交易等的獘案, 或"轉移焦點"等的手段或

道具. 渡過了百萬紅衫軍"遍地開花"與"天下圍攻"的危機, 其後又以

國民黨市長候選人"黃俊英走路工被捕"的謠傳, 而使民進黨市長候

選人陳菊以一千一百十四票之差, 當選高雄市長, 更使阿扁穩坐玉山. 

 
  

阿扁退位一小時即被分案調查全家列管不准出境 

   
  

可是一瞬之間, 又相繼開創了其後華陽史威靈, 鐽震軍購貪腐及巴鈕

新幾內亞 "建交洗錢受騙", 諸等羞人辱黨(民進黨)的拍案驚奇巨案.

青史留痕, 乃是當今原曾被譽為"自由中國"的台灣, 名列美國時代雜

誌二千零七年風流醜事王國, 世界第五的排名, 成為了國際的笑柄.

而在二千零八年大選過後, 還未來得及再度 "和平移轉政權", 辦理

總統交接職位的數週之前, 又再爆露了所謂 "巴紐新幾內亞建交金

光黨騙款"奇案, 導致阿扁貼身親信權臣前國家安全會秘書長的行政

院副院長邱義仁, 外交部部長黃志芳, 國防部副部長柯承亨三人在新

總統就職十數日前同時辭職, 三人同時或被列為被告, 或並被列管以

防非法出境, 而阿扁本人也在五月二十日十時卸任恰恰一個小時, 在

其 "刑事豁免權'喪失之後, 被檢調當局宣布,分案調查其在職時, 依

照憲法規定除內亂及外患叛國罪行以外的任何刑事案件, 皆將追究.

是以阿扁本人及其夫人阿珍, 女婿趙建銘, 親家趙玉柱等諸人, 所以

如果阿扁不在今年依法退職 "遜位", 將來真有可能在下屆 "時代雜

誌國際風流貪瀆候選人"中, "脫穎而出", 名列前茅!! 



但是阿扁將來是否能夠長住台北或高雄的豪宅, 或是民生公寓住宅,

或是其他更為"安全" 的所在 尚在不定之天, 不過無論如何,  阿扁的

命運, 到底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較之當年南韓退任總統全斗煥, 盧

泰愚等的命運, 倒也好了不少. 不過無論如何, 大陸貪腐案件, 雖亦

泛濫, 但其國家元首級之涉案者, 似亦無人可與阿扁, 尤其是他個人,

家人及皇親國戚家臣, 涉案之多, 能相比擬. 所以在這一方面, 阿扁

真是鰲頭獨佔, 遙遙領先 (阿扁在專權方面,如與毛澤東相較,自是風

馬牛不相及, 相差亦遠), 但是掛冠論定, 海內外人民對於過去阿扁以

及不久之前的阿輝, 在個人方面的貪瀆攬權, 容或不敢恭維, 對其施

政, 也大加非議, 但是對於台灣本身的未來, 仍是確亦存有無限的信

心與希望, 同時我們對大陸的情形, 也是憂心忡忡, 但是對於大陸當

局改革改進的期望和中華民族的前途, 也是信心滿滿, 希望無窮!!.   

  
  

大陸和平演化附合孫中先生當時革命建設的理想 

  
  

在另一方面, 國際自由輿論及筆者個人, 對於大陸的中共過去的專制

政權, 大多皆是痛心疾首, 甚而口誅筆伐, 唯自鄧小平於上世紀八十

年代發動 "四化", 既而又在 "南巡講話"之後, 態度逐漸"和平衍化"

以來, 已由過去的完全否定, 失望甚至絕望, 傷心痛心, 以至深惡痛

絕, 改為目前的幾乎翹首期許和期望, 但望中共大陸百尺竿頭, 民主

進步. 此種心態的改變, 其來有自, 並非國際輿論, 突然改觀, 或是個

人投機靠攏, 而是大陸當局的意識型態及政綱政策, 已有大的更

張.  所以大體說來, 此乃客觀情勢使然. 大凡我世界中華裔冑, 莫不

馨香禱祝, 夢眛以求. 直正能見中國大陸"和平崛起", 在軍事上, 不

稱霸, 不爭霸. 在國防事業上, 固然要力能自保自衛, 在經濟上,上交

伐謀伐利伐貿, 超英趕美, 甚至超美, 以我中華資源之盛, 人民之眾,

智力之高, 科技之強, 生產之強, 在美國自以為商貿為天下之最的領

域中, 而我真能以柔克剛, 不以武力稱霸, 不用暴力武力, 像過去一

樣, 枉求"世界革命", 轉而和平競較. 在經貿方面, 制敵機先, 而現在



在事實上, 也確巳取得了極為優勢的"制高地位".中共在聯合國大會

及安理會中, 既已取得了"舉手"輕重的地位, 而在實際的國際外交上,

也已立於縱橫排闥, "舉足"可以操控決定國際和平和戰亂大局的地

位.      

此種理念,孫中山先生即已在其三民主義闡述禮記世界大同的理念

中, 即曾加以強調, 上述理念, 亦即我們所謂發揚中國傳統"柔遠人,

懷諸候"的九經王道精神, 也是我們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上戰略政

略, 其效力之大, 影響力之深遠, 勝過當年歷史巨人希臘的亞利山大,

中國的成吉斯汗, 法國拿破崙, 甚至近代狂人希特勒等等征服世界,

史大林世界革命, 以及日本田中義一 "征服滿蒙, 支那, 以致世界" 

三步驟等等的妄議. 

   
  

大陸和平倔起不爭霸 形成世界經濟盟主可預期 

   
  

是以現在中共"當權派"人士, 可以不必以美太公或周公旦為之出謀,

諸葛亮或劉伯溫為之畫策, 即可知此一看似平凡, 但意議深遠的袖裏

乾坤 "膠囊妙計"的"高超"或"高技". 大陸如能"照計而行", 當可消

弭現今世界各國 (古之所之所謂諸候或夷狄) "黃禍"虛偽誇大宣傳

的狂言, 而我們現這巳醒過來了的"東亞病夫", 外無日本, 西方或紅

色帝國主義的窺伺與覬覦, 所以能夠自主自立, 而可主動, 轉而在行

動上盡力 "和平衍化", 當可在二十一世紀之中, 即知即行, 立竿見影,

甚至真使中國不但 "東亞稱雄", 逐漸實現成為世界經濟盟主的理想.  

猶憶遠在一九七十年代, 甚至在毛澤東尚在中南海主政, 而"四人幫"

尚未完全失勢之時, 在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初訪大陸之後, 大陸即已局

部開放, 而有世界僅有 "三個博士"的傳言 (此是當時戲言, 因為當

時大陸推行愚民政策, 大陸人民以為美國先登球的照片, 尚是 CIA

假造, 而此三博士則為當時 "安徽日報"所載, 其時曾去大陸的季辛

吉, 楊振寧, 唐德剛), 但在八十年代, 鄧小平主政之後, 旅外僑學各界

人士, 紛紛回返大陸, 其中之有博士頭銜者, 更是恒河沙數, 多如過



江之鯽. 所以筆者也遲至在一九九五年四月曾在前人探路後人摸著

石頭過河的情形下, 放棄了一切顧慮或過慮真是離鄉五十年來家國, 

飛越萬千哩路山河, 第一次, 趁著探親, 掃墓, 發譜, 講學, 旅遊和大

中學班友聯誼等的號召, 北抵北京, 南經香港而過漢城, 東及寧滬蘇

杭, 西及重慶南泉, 中留武漢, 三度回返湖南寧鄉舊居, 為時八十餘

天, 其後又再膽大, 數次應邀出席學術會議, 趁機旅遊, 探親訪友, 雖

然勞筋骨, 傷荷包, 但也幾度通過了回返神州,  "遊山玩水", "老而彌

堅" 的"體檢". 

 
  

幾度返大陸政經改革著成效感嘆萬萬千 

   
  

而我在 1995 年第一次 "初返大陸記感觀"長文, 最後的幾句感言中,

即曾有一段簡單的按語, 摡括了當時的"感嘆": "在家盤桓多日，家

人盛情洋溢，最後在黃花機場泣別，飛往香港。惟以此次在家，欣

見家鄉水壩工程完善，不愁乾旱。電力普及，衣食無缺。家中子

侄，在公路之旁多有兩或三層堅實寬大的新型房屋，後棟可住家，

前門可開市。鄰里櫛比，形成小規模的市鎮。而唐市亦居湘桂黔的

要衝，公車貨車，日有百來餘次，隨時隨處可以搭乘，往來自由，

交通方便。據說這是最近十餘年來經改開放的結果。良以中國老百

姓素極善良，聰明才智，素不後人。設使自一九四九年以來，使鄉

間百姓，安心從事農耕，自由從事經貿，則今日大陸之情況，南

韓、台北、香港、新加坡，甚至日本，何能望其項背?  不過個人

此次旅遊，也體會到了一些可喜的跡象。全國上下，實事求是，致

力生產，而不再強調所謂的意識形態. 

此種"感嘆"當然是語極含蓄, 意在言外. 如果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主政

以還, 即能依其毛著所謂 "新民主主義"的"畫餅", 雖以不和平的革

命手段取得了政權, 但於一切 "反革命份子的武力集團"被鎮壓整肅

之後, 即應依法依理和平推行暫時"革命專政", 即算是逾越某些規範, 

"褫奪"或甚至"整肅"部份"反動人士"或敵對者的"公權", 但不應再



長久從事"無法無天"的肅反清算, 以及文革鬥爭, 甚至如果不再槍口

向內,大舉鬥醜鬥臭鬥死"革命元勛與伙伴同志", 而能於政局或江山

安定之後, 注重戰後(抗日戰爭及"革命及內戰"之後)的重建, 是則今

日的中國, 早巳和平倔起, 不必等到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小平中興"的

改革和開放之時, 才開始去找"白貓黑貓", "摸著石頭"去"過河"了.  

  
  

台灣馬英九當選撥亂反正但願兩岸今後雨順風調 

  
  

不過, 所可值得慶幸的, 乃是咱們中國, 能在毛澤東秦皇中國霸道傳

統的暴政之餘, 幸而能繼蘇聯科貝契夫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 隨著

蘇聯國際共黨世界革命一統獨栽專權的附庸制度整個解體, 中國亦

能脫離"史大林爺爺蘇聯祖國", "赤色帝國"自"第三國際", "蘇修"等

歷來的有形無形纏制, 亦可在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的創新途徑之

下, 初步顯示了"小平中興"的"初階", 而具有"中國色彩的社會主義"

纖微成果, 人民於稍得懇息之餘, 鬆了一口大氣,  遂使大陸人民感激

涕淋,認為恩同再造.  其後中共第三代接班人江澤民, 胡錦濤先後當

政, 在朱鎔基, 溫家寶等先後的"集團領導"或輔佐之下, 雖然仍是貪

腐流行, 行政不力, 但亦維持了二十餘年來空前未有的政治安定, 經

濟發展, 或"社會和諧"的"小康局面". 所以目前因為台灣總統大選,

由溫良恭儉讓, 但也有些膽量擔當的馬英九, 替代了由前中華民國"

末任"獻帝"總統王莽阿輝和平移轉; 後由慧黠貪瀆"而非"昏庸"的民

進黨"扁宗"阿扁的政權. (至於以阿輝為"獻帝",以阿扁為"扁宗"的生

前"諡號",乃是"世界週刊"專欄作家信懷南的"創作",筆者不能擅美,

特此聲明), 是以今後兩岸關係, 雖不會在旦夕之間完全改觀, 但至少

也可"不獨, 不統, 不用武", 而暫維現狀, 旋求發展, 致力維持台海無

波, 雙方尊重, 商貿暢通, 互惠互利, 如果兩岸皆能和平演化, 競行法

治, 民主競賽, 發揚朝向三民主義或真正新民主主義的精神, 是則三

五世代之後, 兩岸政經差距減縮, 台海整合, 四海歸心, 祇是一個水

到渠成的現實問題, 而非純是國際政治論爭的衝突焦點.  好在現在,



國民黨在 2008 年新的立法委員改選中, 大獲全勝, 而馬英九亦以改

革維新的精神與蕭萬長搭配, 出而競選, 並以高票當選為第十二任正

副總統, 而於二千零八年五月二十日另再第二次 "政權和平移轉",

扭轉乾坤, 出任艱巨! 可謂中華民族之大幸. 誠以目前兩岸關係改善

開展, 所謂"國共平台"的集會, 已由過去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的數次

訪問, 解開死結, 尤其是最近國民黨現任主席吳伯雄之在北京人民大

會埸與中共主席胡錦濤, 兩人正式握手會談, 在"九二共識"的氣氛下,

互矢和平禮讓, 鬆懈過去牢不可破的意識形態等觀念觀之, 可謂前途

有"亮". 據稱不久海基海協兩會也將重新協談, 或有可能獲致"破解"

兩岸問題的實際方案或增進兩岸關係的細節程序和步驟. 所以國內

外人士,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改進, 已大為樂 觀, 對於中華民族的向

心, 也將大形增強.   

  
  

雙方極端意識型態應揚棄 中華中庸王道政治傳統應堅持 

   

唯在另一方面, 我們對於目前兩岸關係, 似乎各方有一誤會, 此即以

為雙方可暫不談所謂的"意識問題". 但是我們也應極為審慎,也要堅

持基於某種大是大非的"意識型態", 例如中華中庸王道政治的傳統,

人性善, 以及傳統儒家所說的"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等的意識型態"等

等, 暫時或則可以不談, 但在將來, 也不能妥協. 不過此一觀念牽涉

的範圍與層面甚多, 容待另文詳釋, 暫不贅議. 好在現在大陸, 在此

種意識型態方面, 雖尚未能認同人民"百鳥爭鳴"的自由, 但卻巳逐漸

形成了"百花齊放"的局面, 即以現在大陸各地對於孫中山先生學說

的研柝而言, 各地"中山學社", 可謂"遍地開花", 而且極為活躍, 而"

孫文遺作全集", 也有多種版本出版, 筆者多次返國, 皆是因為各地中

山學術會議的榮邀, 但因體力精力或其他原因, 未能一一應命, 深感

疚歉! 

至於我們目前對於大陸兩岸關係的期望, 也與任何中華裔冑, 具有同

感, 對於兩岸當局, 既有評議, 也有期待, 所以不免有些"矛盾"的感

觸. 在本文之末, 特引一位在大陸學成, 曾經"青年從軍", 後去台灣



從事教育, 榮休後現來美國安居的一位新知老友, 曾任台灣高雄師範

學院院長薛光祖先生"八八憶往"中(54 頁)的一段感言, 作為本文的

結語, 也反應了我們一般"美籍華人" 的共同心聲:  "我們人長住美國,

並已入籍美國, 但對台灣及中國大陸的人與事, 仍然很關心, 看到大

陸經濟起飛, 人民生活改善感到興奮, 對大陸政治不民主, 人民無言

論及宗教自由, 司法不獨立, 以及到處有貪瀆現象, 又非常不滿. 再

看台灣經濟衰退, 政治亂象, 執政者無能已迅速腐化, 將我們曾致力

數十年所得的成果毀之一旦, 不免感嘆萬千, 這是第一代來美移民普

遍的心態 ". 

  
 

上述簡約的旅外華人心態, 確是甚獲我心, 而有"夫子言之,於我心有

戚戚焉"的同感!  (2008 年五月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