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3

2013年9月《僑協雜誌》142期 2013年9月《僑協雜誌》142期

南韓「五賊」來台灣
▓劉順達

南韓〈五賊〉來台灣

「會計法」修正有關特別費除罪

案，怎會搞成中華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

馬總統率領江行政院長與王立法院長向

國人道歉「尷尬」畫面。

頓時，想起南韓著名詩人金芝河

（本名金英一）的譚詩大作〈五賊〉。

〈五賊〉指的是財閥、國會議員、高級

公務員、將官及部次長，將他們統統冠

上「犭」，比喻成五類野獸，在洞裡密

會，商討偷竊事宜。

第一個出場的動物是「財閥」，全

身都是金。金衣、金帽、金鞋、金錶、

金戒。擅於勾結官方，取得不法工程。

第二個野獸是國會議員，舊惡變成

新惡。淨化社會，改革口號不斷。銀行

票、酒票、拳票，眼中全都是「聖戰」

票。

第三個出來的動物是高級公務員，

清吏、污官不分。冷氣房裡，前說「No, 
thank you.」後說「Thank you. Thank 
you.」。桌上公文，桌下鈔票。

第四個動物是將官，掛着千金萬金

重的勳章。要給小兵吃的米和肉，全裝

進自己口袋。軍營用的建材，全偷去蓋

自己的豪華官舍。

最後一個出場的野獸是部次長，姿

態無比醜陋。右手用高爾夫球桿指揮救

災，左手摟抱小三強調經濟發展。

這是1970年代，金芝河透過戲謔性

〈五賊〉詩來批評當時南韓大老闆、立

法委員、高級公務員、將官及部次長的

各種不是。但看到此次修法，不免讓人

有種南韓〈五賊〉搬到台灣的感覺。

舊金山中華總會館不掛國旗

「和平共處」？還是「順其自

然」？

美國舊金山主要僑團之一的「中華

總會館」，2013年5月25日通過，撤掉館

內懸掛中華民國國旗事件，確實讓國人

關注。

其實，「中華總會館」之外，世

界各地僑社、僑團及僑校都在改變。例

如，韓國漢城華僑協會原本不與中國駐

韓大使館接觸，但近年來相互來往密

切，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

台灣駐韓代表、副代表的照片與活

動新聞與中共駐韓大使、領事的照片和

新聞同時刊登於該會每月出版的《韓華

通訊》，早已達成「統一」。

一方面，旅韓華僑看到中國大陸和

南韓關係越來越增進，韓華需與現實環

境妥協；二方面，韓華無論去大陸從事

經貿或購置房屋等，均合乎切身需要。

值得警惕的是，中國大陸使領館已

向各級僑校招手，表示願意免費提供教

科書等，屆時中共滲透僑教領域，將影

響僑社深遠。

馬英九面臨「內憂外患」壓力，兩

岸如何「和平共處」、「順其自然」是

一大考驗。（作者從事研究韓國華僑問

題與韓國政治）

日麗風和春江暖 
居安不知危

▓鄧普勒

養兵在「嬌」劃時代

資深媒體人張作錦，一次於軍方邀

宴席間，向隣座一位陸軍總司令請教軍

中訓練問題，對方搖頭苦笑，說：「不

久前有一入伍新兵，跑兩千公尺就休克

了，家長偕同地方首長加上立委蒞營問

罪，結果連、營長一起記過；由於軍中

預算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連國防部長

都得向立委作揖磕頭，以後所謂訓練，

也就便宜行事了。」

短短一段描述，我們國軍戰力如

何，稍作評估，便不難概及其餘。

張先生依據可靠的說法，「現在軍

中氣温超過攝氏28度就不出操，洗澡要

有熱水，睡覺要開冷氣，打野外要有熱

食餐車隨行。」

如此「人權」、「人道」兼顧，豈

非福星高照，天之驕子？允宜迎接按扭

戰爭時代的來臨，不過，坐在温室操控

科技，應該亦非泛泛之輩。但在戰備常

態，我們究有多少可用之才？

以一名現役上士可月領四萬八千元

薪給來說，其實何患發生退伍潮；又何

懼募不到新兵？只要不以榮譽、責任、

國家為前提，好辦！臨陣能不能求勝，

那就別問了。美軍作戰也不一定求勝，

因而才被認為是「最好的敵人，最壞

的朋友」。從韓國的李承晚、伊朗國王

巴勒維、越南吳廷琰、和死在夏威夷的

菲律賓前總統馬可仕，都曾是美國的朋

友，有被出賣的下場。

我曾在中歐巧遇當地通宵達旦、跡

近瘋狂的萬聖節活動，清晨，照樣看到

瑞士的國民兵，乘卡車上路，接受常態

集訓，他們沒有戰爭的威脅，卻具居安

思危的慮患。

從新聞報導得知，我們的陸軍特

戰部隊中，有身手矯健的女狙擊手陳品

如，軍階中士，射擊神準，常要頂著高

温，以厚重裝備，接受訓練，能在三

公里內以狙擊槍，命中目標，與前述

「嬌」兵，則難作評比。蓋雖擎天之

樑，畢竟難以獨撐大厦。

昧於大勢茶壺內鬥

常看餐館水族箱的游魚、龍蝦與

螃蟹，悠游於有限空間，身不由己又懵

然於未來，廚師一次網撈，不需一個時

辰，便成席上之餚。人的大限，雖自有

定數，但趨吉避凶，自求多福，至少可

以做到警覺即如先知，一半命運揑在自

己手上。數十年的承平，大家生於安

樂，期盼不要死於憂患，但這種期盼，

大概已不可得，試看食品人工添加劑

染毒的恐怖，為害之烈；汽機車族，

「爽」逞快意，無視廢氣空污，害人害

己；也無感於温室效應，餓死北極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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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沈危機，指日可待，減碳救地球，好

像只是隔壁陳二叔的事，未具全民共

識。

台南市長賴清德，102年8月24日
在毫無預警之下，企圖動手拆遷位於湯

德章紀念公園內，市定古蹟逾50年歷史

的國父銅像，還在玩這種意識形態的把

戲，十足島國小民，不知長進的政客施

為；在野黨對執政黨的施政，但知步步

掣肘，既無良策比高明，惟藉纒鬥阻進

程，著眼於一黨之私，標的只在爭權

謀利，何曾宏觀天下，以國計民生為依

歸？

我們每天都可以從新的資訊，看

到對岸大陸，致力於積極進取，厚植國

力，如巨人之挺立，如雄獅之奮起，揚

眉吐氣，昂首濶步，為「中國人的世

紀」奠基勒石。

由於中共常萬全、美國海格爾兩位

國防部長的會晤，美國對台軍售問題被

提起，立即牽動兩岸關係的敏感神經，

引發大眾的關注。如果溯自1996年中美

雙方在台海危機的對峙，柯林頓先後派

遣「獨立」號和「尼米茲」號航母戰鬥

群前來，解放軍在反介入「不佔優勢」

的評估，吞下「被逼退」的苦杯，便加

速整軍，調整戰略。在未來四年，海軍

計劃建造八至十二艘的改進型飛彈護衛

艦，五個船廠也同時建造45至55艘輕型

護衛艦。

大陸海軍少將楊毅，於2007年4月和

前美軍太平洋總部司令基亭對談時，即

曾強調中國建造航母，是均衡發展的需

要，他答覆基亭以一艘以上，12艘以下

的建造數量，讓美國軍事論壇認為，如

此規模，只有美軍可以相提並論，而且

在近20年的世界海軍史上也十分罕見。

2013年8月17日，遼寧副省長譚作鈞

透露，東北國防科技發展迅速，第四代

核潛艦，航母和新一代殲擊機等高新武

器裝備，在東北研製完成。

台灣，只有藍綠惡鬥和內耗。

不測風雲大眾無感

另一方面，我們的東隣日本，也在

積極強化海上防衛力量的建設，包括8月

6日，在横濱下水的直昇機航母「出雲」

號，是二戰以來最大的直昇機航母，此

外，還要採購兩棲戰車，計畫引進「魚

鷹」旋翼機，該型機如果裝備在「出

雲」號，將大幅提昇其兩棲作戰和遠端

投送能力。

「出雲」是二戰時為美軍擊沈的

主力巨艦，此際「復活」還魂，頓令世

人產生軍國主義復辟的聯想，就我40年
前讀史的記憶，它與另艘剛出塢首航的

yokohama，同為美海軍潛艇「射手魚」

號高速力追，還幾乎趕不上的目標，

yokohama出師未戰即被「射手魚」獵

殺，艦員棄船時還慎重將天皇玉照敬謹

護送至救生筏。

由於釣魚台爭逐的風雲日緊，日方

為了「護島」之戰，海上保安廳計畫將

耗資相當於306億台幣，擴招700名海上

保安官，擔負警備任務。雙方都在評估

對戰的勝算。

大陸海軍少將張召忠，2013年8月18
日於廣州書香節上宣示：「在釣魚台問

題上，中國已給日本『訂規矩』，會用

法律作武器解決爭端，有理、有利、有

節地進行鬥爭，讓人覺得中國是一個負

責任的國家。」目前美軍在琉球羣島有

39處重要軍事設施，如果大陸軍方一次

出動18架「戰神」轟炸機羣，可一次發

射108枚巡弋飛彈，將會削弱美軍在日本

沖繩基地的運作能力。

在「誰怕誰」的軍備競賽中，任何

一方把持不住，擦槍走火，都將付出高

昂代價，沒有贏家可以全拿，但台灣，

恐怕只能靠邊站，論主權歸屬，也不能

隔山觀虎鬥。更不能端一盞茶，閒看天

邊的晚霞，等待享受勝利的成果。

日本侵華期間，先遣軍機轟炸，

城鄉尚缺防空設施，我傍依雙親佇立圍

牆之下，目睹零式機低飛投彈，徬徨無

告，惟靠天祐，於今記憶猶新，而侵略

成性的大和民族，依然不改其志。

1949年後我隨軍駐節左營，在高雄

大舞台戲院，看日片「日俄之戰」，全

片表揚乃木大將的勲績與英烈，戰場卻

在我國東北，國家積弱，便得領受強鄰

的欺凌與踐踏，若加「政痞」橫行，肯

定前途無亮！

抗戰時期，有「前方吃緊，後方緊

吃」現象，因為明日安危不可知。今天

民進黨藉扭曲的魔幻，遂行譁眾取寵所

需，國民黨像癱瘓在床的病患，雖刀斧

相加，反應遲鈍，則為當前所見。

普羅大眾，坐看雲起，無感於晚

來風急，詭譎之處，旦夕難測。台灣當

局除了阿Q式的所謂「監控」，在戰雲

密佈之下，有何因應之道？如果中日開

戰，只消一個擦邊球，我們便難以置身

事外，不是嗎？

台灣明日該如何

由於偏安，是淡化危機意識的温水

池，徜徉日久，便不再是翻江倒海、矯

健的「浪裡白條」，好比「春天不是讀

書天，夏日炎炎正好眠，待得秋來冬又

至，收拾書包好過年。」堪作寫照。

國父孫中山先生曾以「安危他日

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嚐」書勉革命同

志；蔣公中正則以「毋恃敵之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惕厲三軍，馬先生至今沒

有一語號召全民，要有抵禦外侮的心理

建設。台灣在美、日、菲、越的合縱連

横布局中，成為無足輕重的殘壘。因為

你無從發揮影響力。

明年又逢甲午，這個歲次對中華

民族是敗戰飲恨的恥辱，日本傳媒則信

心滿滿，宣稱中日航母戰鬥群一旦在釣

魚台海域開戰，日方將藉其海空優勢，

一舉擊沉「遼寧號」，再現「甲午榮

光」。日人一向自大傲慢，往往高估自

己，低估對手的不對稱戰法，它設若忽

視中共發展迅速的無人戰機、以及十倍

音速反艦導彈等的航母殺手、世界第一

款強項祕密武器，使決策者錯估形勢，

就會自食惡果，寫下一夜風雨百花殘的

結局。

回顧中共「大國崛起」的神速，我

們不妨檢視它曾「須經一番寒徹骨」過

程。

本年六月，我藉兩岸海峽論壇的參

與，得機走馬觀花訪延安，從窯洞二十

餘孔，瓦房八十餘間，毛澤東、張問

天、劉少奇等先後於此發動解放戰爭的

棗園，和朱德、周恩來等據以進行轟轟

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中共中央七大會址

的楊家嶺，寶塔山和曾是紅軍總司令部

所在地的王家坪，到延安革命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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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他們的刻苦惕礪，徐圖大舉的精神

所在。

很難想像，曾經一窮二白，光是

衣著，就從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

又三年；食要糧票，行要路條，文革十

年，覆地翻天，能蛻變到今日以一枚火

箭，搭載三個衛星，其中之一，裝有能

捕獲其他衛星的伸縮臂，被美媒視為大

陸的反衛星武器，不信官方宣稱只是

「技術科學試驗」，認定另有軍事用

途。美國官方相信，中共有可能在檢驗

這些衛星在攔截、損害甚至摧毀其他軌

道衛星的能力；蘇俄則指稱，進行這樣

的試驗，等於預兆它將成為超級太空大

國。

我在延安遊目所及，共產黨人不過

布衣粗糲，夜涼如水，露寒衣單，雖無

燈月交輝，洞窟藏身，帝陵横卧，千般

艱困，乃能胼手胝足，寓理帥氣，以靈

禽為師，蹲下，為了一躍而起，連秧歌

舞都隠藏進退的神髓。

從土法煉鋼的大熔爐，藉人與天

爭的狂熱，匯成有如黃河激流莫之能禦

的澎湃，練就在信仰之下視死如歸的鐵

軍，昨日的草莾，造就今天全球舉足輕

重的超卓。

延安革命紀念館，我從館藏看到

的，沒有當年先進的武器，我們擁有美

援可以連發又輕裝的卡賓槍，和威力強

大的湯姆生衝鋒槍（重量分別為三斤和

九斤），他們只有可用的士氣，一種在

艱彌厲的爆發力，多難興邦的志節與潛

能。

一泓淺池的泥鰍，頓成飛天的騰

龍，若非積極無懈，精誠恆毅，創造奇

蹟，明天怎能會更好！北洋軍閥吳佩孚

某年生辰，康有為特書贈「開張天岸

馬，奇逸人中龍」示賀。以今視昔之延

安「好漢」，似亦足以當之。

人如不定去向，將無立足之地。明

日台灣，該當如何？殊值深思。（作者

為本會會員）

回眸「江南事件」
▓魏  萼

從「白狼」回台說起

2013年6月29日，竹聯幫的靈魂人物

「白狼」張安樂返台，結束了他17年的

流亡生活，令我回憶起1984年10月15日
作家劉宜良（江南）被竹聯幫人士暗殺

身亡的所謂「江南事件」。

經過近三十年來的歲月變遷，江山

依舊，可是人物已非。此時似可更公允

的探討一下「江南事件」的時機了。

柏克萊大學風雲

1 9 8 3 年，應加州大學柏克萊校

區東亞研究所所長施樂伯（R o b e r t 
A.Scalapino）邀請，到美國擔任訪問學

人。由於柏克萊的學術地位崇高而且學

風開放，經常吸引許許多多、來來往往

的訪客，「白狼」張安樂也是其中的一

位，於是我有機會認識了他。當時在柏

克萊從事於研究工作的，還有來自日本

立教大學的教授戴國煇、來自台灣的陳

鼓應以及台灣知名作家陳若曦等人。

1984年春季認識張安樂後，曾鼓勵

他繼續完成在史丹佛大學的學業。當時

我只知道張安樂，並不知道有人稱呼他

為「白狼」的意義是什麼，尤其是有一

次他宴請當時在美國的華人幫派各方豪

傑，他們都有各自的事業。除了主人張

安樂之外，其餘的我一個都不認識。我

印象中的張安樂是一位有理想的書生，

對於台灣的政黨政治有興趣，而且是位

很有智慧和使命感的中國人。

「江南事件」與《蔣經國傳》

在台灣有關幫會的組織甚多，各

幫會有其不同的幫會理念和主張，就以

「竹聯幫」為例說明之。

當年「竹聯幫」的成員大抵以台灣

外省人的子弟較多，尤其是國民黨人的

後代。他們心中有反共愛國的概念，特

別是對中共為敵人的想法，仍然深植在

他們心中。「江南事件」出之於國防部

情報局的號召，使他們更為理直氣壯，

這是忠黨報國的大好時機。他們懷疑江

南是集各種政治立場於一身的多面人，

是「制裁」的好對象，於是他們就這樣

的幹下去了。

▲102年6月29日張安樂在松山機場就逮時，手
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標語。

▲延安革命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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