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危機將成為中美合作的里程碑
朱易
聯合國安理會的十五個成員國在週一舉行會議,就
朝鮮核子試驗作出譴責的決議,會議僅進行了三十分鐘,
而週五就擬定了制裁案,週六表決,這一切都反映了成員
國立場的高度一致,這是聯合國近年來罕見的,幾乎是唯
一的一次就一項國際重大問題如此立場相同,口徑一致,
在週一的會議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表示,沒有人為
朝鮮辯護,甚至連想為其辯護的人都沒有.可見核爆炸把
朝鮮轟出出了國際社會,這完全是金正日蠻幹的後果.
在這場國際危機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國立場的轉
變,中國外交部發佈的聲明態度之強硬,連美國國務院都
感到吃驚,一位專門與朝鮮談判的國務院官員對美國公
共媒體表示, 中國的立場幾乎與美國的立場一致了.而
中國在聯合國的行為,更讓世人相信,中國已經準備放下
朝鮮保護國的包袱,從世界大局出發,與美國積極配合,
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的這一舉動,在整個國際戰略上至少包含了兩
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中國將放棄長久以來與美國對立
的策略.自從建國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的主軸是與美國相
對抗或相抗衡,即使是推展多邊世界的設想,也是以美國
守黨的外交困境尤其是對華政策的
困境是十分明顯的，這些外交困境
並不說明哈帕總理無能。從政治學的角度
來看，外交困境可能有兩個情況：一是外
交政策錯誤導致問題叢生，一如美國的伊
拉克政策；一是因為注意力集中在內政，
內部做得不錯，從而凸現出外交上沒有作
為。哈帕的問題即屬於後者，他的在對華
問題上是沒有作為，沒有政策，沒有做一
些事情的急迫感，而非犯了
什麼錯誤。有人把達賴榮譽
公民的事情拿出來做文章，

保

就不應在以北京出發點的局部地緣思維出
發,而是應從全球性的眼光來處理這場危
機,因為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
對朝鮮發展核武作出強烈行動,那麼,中國

為假設對手.因此,美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無法相信中
國,當然這個問題並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錯誤,而是由於
實際的國際環境不允許中美兩國象盟友一樣地行動,最

就無法在未來該地區中出現的核武危機作出反應.在這
個地區出現核武的危險性遠比朝鮮引發的難民潮,外國
進駐朝鮮,甚至是臺灣獨立的危險性更大.因為在後面這

大的關鍵是兩國利益的衝突和不協調.
外交行動,尤其是涉及到聯合國的外交行動,中國
也好,美國也好,總要進行國家利益的計算,從上世紀五
十年代以來,中美兩國的利益交叉,從無到有,從少到多,
因此在初期,中美兩國的利益的計算十分簡單,故輕易間
就可作出對抗的結論,隨著利益交叉的比例增加,各自利
益的計算越來越複雜.因此,也就越來越不容易對抗.
因此,今天的中美立場一致,也是水到渠成.諷刺的
是促成這歷史性變化的因素,竟然是朝鮮自絕於中國,置
中國的勸告於不顧,由於中國在朝鮮已無利益因素,因此
計算起來反而簡單,中國的行動並不讓外界驚訝.
第二層意思是,中國開始走出地緣政治的局限,以世
界大格局來處理外交危機.過往,朝鮮問題總會與臺灣問
題牽涉在一起,同時中國習慣以朝鮮是西方圍堵中國的
一環的角度思考,因此輕易不會在朝鮮問題上與美國高
度合作.當中國被西方世界圍堵在北京時,中國的行為無
可非議,中國必須為自己的國家安全著想,但如今中國己
走出北京,進入了紐約的聯合國大樓,中國處理朝鮮問題

些問題上,中國握有主動權,而朝鮮,中國則無能為力,現
在的朝鮮還靠著中國的糧油殘喘,就敢公然不理會中國
勸告,一旦它有了核武器,它就敢拿來訛詐中國,到時就
會有更大的危機.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波頓,是強硬的新保守主義者,原
本人們認為讓他做聯合國大使,就如讓公牛入瓷器店一
樣,民主黨人不讓其提名過關,結果布希以國會休會期間
任命方式讓其走馬上任,不想波頓時來運轉,竟然交出了
如此漂亮的外交成績單,從波頓的言行和作為,人們似乎
看到了中美關係的結構有了一個革命性的變化,似乎可
以走出過去那種 “好也好不到那裏去,壞也壞不到那裏
去”的格局,當然這都是形勢比人強.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可能是促進中美攜手的
關鍵因素,這從中美兩國雖然在過去直接或間接交戰多
次,但中美兩國人民卻不會心懷仇恨就可以看出,當然這
一卻都還是開端,一切都必須看未來的發展. 不過有一
點可以肯定,這場朝核危機,必將成為中美合作的一個里
程碑.

之外，罵 哈帕最嚴厲的是加拿大華人社
區，但哈帕恰恰是加國 歷史上最重視 華人
的總理。 請看， 戰後半 個多世紀，在人頭
稅道歉和賠償問 題上一直沒 有行動， 連我
最佩服的自由党特魯多 總理也明確表 態，
不道歉不賠償， 但哈帕一個 少數政府 ，在
上臺四個 月就做成了； 還有 ，以往總 理造
訪華埠， 大都是面臨大 選， 前來摸頭 要選
票，但哈帕卻在 選舉後 ，在多倫多多次參

做，要去推動。如果上臺八個月，不要說
元首高峰會，連部長會都沒有，這還算是
什麼對華政策嗎？
問題出在哪里？還是出在對中國的認
識和定位之上。在近日公開的加拿大外交
日程表上，中國只排在優先次序的第六
位，這就是問題。不錯，因為前任總理馬
田為了短視的選舉利益，不惜違背外交禮
儀和規則攻擊美國，導致加美關係急需修

疾呼？何來推動中國的民主人權？
如今，雙方高層往來太少，中加關係
如何，需要靠媒體來隔空放話，那怎麼
行？中加關係沒有倒退，也好像是倒退
了，沒有惡化，也好像是惡化了。哈珀，
還有外長麥凱，對此還是要負責任的。從
某種意義上說，加中關係遠遠比日中關係
好，哈帕也遠遠比安倍單純，但是，安倍
上臺，不先去華盛頓，而是去北京，無論
在雙邊關係，還是在國際舞
臺，都拿了高分，這一點，
哈帕可以參考一下。

哈帕在對華政策上欠缺什麼？

說哈帕敵視中國，這是冤枉
他。首先，達賴問題是美
國，加拿大，歐洲面臨的共同現象，單罵
哈帕沒道理，榮譽公民是國會全體同意，
包括保守黨，自由黨，新民主黨，魁人政
團。其次，在溫哥華授予達賴證書的時
候，哈帕在多倫多出席一個親中社團的藝
術廳落成儀式，其不願意見達賴以及向中
國表態的姿態相當明顯，要知道當年自由
党馬田總理是不顧北京強烈反對，親自破
例見達賴，問題顯然要嚴重得多。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除了政黨攻擊

丁果
加華埠活 動，在 溫哥華 也前來華埠與 華人
對話，這 種態度和誠意 還是值得肯定的。
他在對星島日報的 專訪 中，首次 闡述
對華政策 ，提到 經貿和人權 的兩個主 軸，
這當然沒 有什麼錯，但 卻是空洞的套 話，
加拿大的歷任總 理，美 國的 歷任總統 ，歐
洲的歷任 領導人 ，都是 這麼 說的。問 題在
於怎麼做？
我們欣賞哈帕的實 話實 說，但是 ，如
何把主張 化為具體的雙 邊關 係，還是要去

補，哈帕第一優先是美國，也無可厚非。
但是，從目前全球化的角度來看，美國之
後，哈帕至少要將中國與歐盟日本同等看
待，成為第二優先。
同時，如果瞭解中華文化，即使哈珀
還沒有熟悉全部的中國事務，也需要時間
全面把握雙邊關係的內涵，但至少先可以
從“ 人和”的角度下手，雙方多一點你來
我往，創造氣氛，才能暢所欲言，並言之
有效。面都不見，何來說真話？何來大聲

《文心沙龍》歡迎海外文化人
10 月 8 日

透過鏡片看創造

（主講人：陸繼國 先生 JPL 工程師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
江南北、五湖四海的異
鄉客旅；不論我們現在
從事任何行業，但我們
有基督的愛以及對中國
文化關懷的那把「文心
之火」永不止熄。
如您有空，又有一
顆「文心」；請來《文
心沙龍》，讓我們溫馨
的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
愛、一起談天說地，以
慰文愁，一起拾回那曾
經擁有、卻已失落的
———「文心」。

10 月 15 日

南達科達州大學電機碩士）

蘇拉蜜女、林黛玉、揚振寧

（主講人：劉志剛 先生 作家 國際神學院道學碩士）

10 月 22 日

文化中的信仰力量

（主講人：鄭更榮 先生 牧 師 中華歸主神學院教牧博士）

10 月 29 日

靈魂的感覺

（主講人：王大衛 先生

11 月 5 日

宣教士

、中醫師

千江有水千江月

（主講人：邱吉斯 女士 旅居 南美 厄瓜多爾 多年牙醫師 ）

11 月 19 日

公共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主講人：季國清 教授 訪問學者，哈工大、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11 月 26 日

感恩節音樂演唱會

（演出團體：希望之夜 音樂事工 團）

12 月 3 日

文化良心的甦醒

（主講人：陳志平 先生 北京大學、富勒神學院哲學博士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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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博士）

現代人的精神放逐

（主講人：施 瑋 女士 詩人、作家。北京魯迅文學院、復旦大 學 ）

11 月 12 日

當然，雙邊關係，一個
巴掌拍不響，在批評哈帕的
同時，我們也向北京進言。外交是國家利
益，而不是政黨利益，北京沒有必要用加
拿大聯邦自由黨的“ 眼睛”來看哈帕和保
守黨。
相反的，加拿大作為能源大國，是北
京重要的貿易夥伴，不管誰上臺，都要主
動來往，積極推動，才符合中國利益以及
全球利益。
不過，我可以大膽預言，哈帕一旦進
入角色，將會帶來加中關係的實質性突

本期主要內容：

《英雄帖》歡迎您成為「沙龍主講人」
歡迎大家成為「文心沙龍」的「主講人」
每周日下午 3 ： 00 — 4 ： 00
讓您發表您個人對基督教的研究心得。
隨後 1 小時，大家與您共同討論。
請盡早連絡，將您的簡歷，討論提綱，日期。
E-Mail 至 info@a1126.org
或電 (909)322-9563 曾慶華 我們會安排時間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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