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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讀急徵 者短稿

孫定武（洛杉磯）

吳伯雄說的真好，「祖先是無法選

擇的」，就算你也可以改名為岩里政

男，但經由DNA檢驗，還是可證明

你的基因來自何處。台獨分子為了去

中國化，已經到了歇斯底里地步。凡

「中」避之唯恐不及，可是無論再

「台」還是流連於華人世界。最多也

只能玩弄一些小伎倆，瞎掰硬拗的

「自慰」一下。

中南美洲這麼多國家，無論大小沒

有人否認他們的祖先是西班牙人。美

國是一個民族大熔爐的國家，當有人

問到你的Heritage（遺產、傳統）時，

也沒有人會否認自己的祖先。因為那

跟獨不獨立並沒有直接連帶關係。

台獨分子經常以吹捧日本人而貶低

中國人為能事，可是那也拉抬不了台灣

人自己的身價。大陸有黑心商品，台灣

也不遑多讓。大陸髒亂沒有公德心，台

灣從半個世紀前老蔣推行的「新生活

運動」以來，髒亂仍然到處依稀可見。

台獨分子妄想要否認自己的祖先，

可得想辦法先從如何否認自己的父母

親做起！

阿修伯（紐約）

馬英九總統說過多次：「兩岸人民

同屬中華民族」。此次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與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北京

相會後，吳伯雄表示，雙方要「增強

民族認同，祖先無從選擇。」意指海

峽兩岸人民有共同祖先，都是黃帝子

孫。血濃於水應該團結合作建立「一

中架構」或「一中框架」走向統一。

台灣獨派人士群起而反駁之，或否

認兩岸是同一民族同一祖先，因為

台灣人參雜了荷、西、日、南島等

血統。或承認兩岸是同一民族同一

祖先，但不應受民族、祖先所「框

架」。現代文明自由時代，子孫有權

決定自己的命運，甚至拋棄民族、祖

先的束縛，子孫要勇敢開創自己的前

途。「民族論」「祖先論」都是陳舊

落伍的觀念、封建腐朽的垃圾。

前民進黨執政時文建會主委吳錦發

接受美國洛杉機台獨千楓TV訪問，

大罵台灣客家大老吳伯雄。吳錦發也

是台灣客家人，他引用某客家學者的

研究考證，說客家人乃匈奴之後人，

屬北方通古斯系統，與滿蒙韓日同一

淵源，古早古早自貝加爾湖（漢蘇武

牧羊的北海）經千年萬里遷陟，才到達

台灣定居。客家人根本不是漢族中國

人，更談不上與中國人有共同祖先。

吳錦發的說法石破天驚聞所未聞。

許多客家人祖先傳說都自以為是最正

統的華夏漢民族呢！不過，千百年來

客家婦女不綁腳（纏足），倒是與漢

民族大大不同。

台灣智庫國會政策中心6月23日發

表民調：針對習吳會的「民族論」「祖

先論」，有71.5%認為違背馬英九主張

的「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民決定」，

79.9%認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國

家，78.2%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只有

7.4%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多次民調顯

示台灣人「傾獨」占絕大多數。

雖然不應固守民族、祖先的框架，

但也不能全盤否定民族、祖先的根

源，才是生存發展之道。否定民族、祖

先就是否定歷史，沒有歷史我們如何

憑空出現？如何生存於現世？全世界任

何人都不能否定自己的民族、祖先！

民族、祖先可以做統一獨立的參考

因素，不能做絕對因素，不能以民

族、祖先的理由強力逼迫統一併吞兄

弟國家。

台灣人希望與我們在民族、祖先較

親近（呂秀蓮所謂的遠親近鄰）的中

國大陸能繼續走向改革開放，走向富

強康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成為我

們的好厝邊、好隔壁、好兄弟、好鄰

居。有那麼一天中國大陸對台灣有了

強大的吸引力，台灣人欣然歡愉的要

求回歸中國、加入中國，達成良性美

滿的統一，台灣夢中國夢合成一夢，

也是令人快慰之事。

丘上柏樹（紐約）

世界在變，中美兩大國尤其變得厲

害，連帶到兩國關係的冷暖，也牽動全

球目光。數不清的國際關係學者、智庫

專家、中國通，都在揣摩這種關係。

身為在美國成家立業的華人，當然

希望兩邊都好，一條板凳，兩個大國

分坐而天下太平。但天下未必有如此

好事。美國老邁矣，可還是時時用自

己的道德理念去判斷世界。在中東和

亞洲都欲罷還休，欲罷不能。其軍

費占全世界40%，自己的鍋裏少米缺

糧，還在他人家門口擺弄陣仗，舒鬆

筋骨。而中國呢，才脫貧30年，為

了經濟列車前行，每年的GDP增長

保持7%以上，儘管改天換地弄到天

空一片霧霾，還要消滅農村，造出

千百個新城市。

據說，中國行省制度即將大變，改

建三個都、50餘省。僅這個改制，

就要挪動多少官員，生出多少官員？掌

握官員升遷調動大權的中央，因此而多

了掌控全局的一個手段。俗話說，一動

網路針言 

中國的妙喻
中國是一個“毛”“鄧”
（矛盾）社會，
“華”解不了，
“胡”搞幾下，
“趙”樣不行，
“江”就幾年，
再“胡”搞幾下，
就“習”以為常了。
網友說：太絕了!中國人的語
言智慧絕對是世界一流！

盛世與孕婦 終歸是信心問題

兩岸同民族、祖先 陳舊落伍?

童光輝（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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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具 代 表

性爆炸案，

非「同性結

婚合法化」莫屬。雖然判決結果早

在主流媒體預料中，但最高法院

其實並未對核心議題作實體判決 

(decisions on merits)，未確認同

性婚姻是美國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 

(constitutional rights)。因此，判

決可能為未來帶來更多紛爭，並未

劃下塵埃落定的句號。

同性婚法律戰 判決避核心實體
同性戀從有人類歷史即有紀錄，

目前全世界約13個國家立法保障同

性婚姻。美國這個議題早就鬧得沸

沸揚揚，但聯邦層面，因政治人物

不敢得罪中西部傳統保守選民，歷

年總統或國會改選，候選人都不願觸

碰這根敏感神經。歐巴馬可能是第一

位公開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聯邦政

治人物，加上美國法律體系及政府組

織架構，婚姻法屬各州管轄，更造成

聯邦政府無法對議題表態。 

1996年，國會通過「婚姻維護

法」(Defense of Marriage Act﹐

DOMA) ，授權各州拒絕承認其它州

同性婚姻法，更禁止聯邦政府承認

州政府的同性婚姻法，也禁止聯邦

政府提供同性婚姻配偶享有聯邦福

利。DOMA在United State v Windor

案中被最高法院以違反憲法的平等

保障 (Equal  Protection)為由，宣告

違憲無效。

聯邦最高法院這次審理同性婚姻

訴訟，不知是故意，還是巧妙地躲

避了實體審查。美國多數州仍禁止

同性婚姻，只有15個州通過同性婚

姻合法化。在最自由主義的加州，

這件訴訟就出現好萊塢式發展，支

持與反對陣營不斷出現拉鋸戰。 

1999年，加州議會通過所謂「民

事結合」(civil union)，同性伴侶

稱之為domestic partners，保障加

州依該法登記的同性伴侶，在加州

享有等同於合法配偶的財產繼承、

社會福利等權利。2004年，自由

主義之都舊金山市長紐森（Gavin 

Newsom，現任加州副州長)幾乎在

超越權限下發難，宣布舊金山市府

發放同性結婚證書，全國各地想爭

取同性婚姻合法人士紛紛到舊金山

申請登記結婚。

但一個月內，影星出身的阿諾史

瓦辛格州長，透過州檢察長宣告舊

金山同性結婚證書無效。2005年，

加州議會首次通過同性婚姻法，但

立即被阿諾否決 (vetoed)。 同性婚

姻法2007又被加州議會通過，又再

次被阿諾否決。 

2008年，加州居民透過公民投票

通過第8 號提案 (Proposition 8)，

確立加州婚姻法的當事人須是一男

一女的結合(Only marriag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 valid or 

recognized in California)，該公投

案 法 律 效 力 如 同 州 憲 法 增 修 條 款 

(amendment)，衛道人士認為打了大

勝仗。但支持同性婚姻陣營以公投

案違反加州憲法而提訴訟。加州法

院審理的關鍵點是8號提案是否已超

越州憲增修條款範疇，或是州憲修

訂 (revision)，若是後者，就不能以

公投方式通過。多年漫長訴訟過程

中，雙方互有斬獲。

直到2011年，加州最高法院在 

Perry v Brown案中，判定8號提案

違反加州憲法而無效。衛道人士旋

即向聯邦上訴法院上訴，但遭到敗

訴。衛道人士再向聯邦最高法院上

訴，最高法院2013年6月25日宣判駁

回上訴，全案確定，8號提案宣示加

州婚姻法的結婚當事人須是一男一

女的公投案無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最 高 法 院 駁 回

Hollingsworth v. Perry 的法理，並

不是確立Equal Protection，而是

避重就輕地說，上訴方當事人不適

格。 因為在 Perry v Brown案中，

敗訴的是代表加州的州檢察長Jerry 

Brown。後來Brown當選州長，改

變立場，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因

此決定不再向聯邦法院上訴。衛道

之 士 於 是 自 組 團 隊 向 聯 邦 法 院 上

訴。聯邦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完成實

體審理，判決8 號提案違憲。但聯

邦最高法院並沒有對該案作實體審

理，埋下未知的懸案。假設將來州

法院敗訴一方再上訴，且沒有當事

人不適格的程序瑕疵，又上訴到聯

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還能不能躲

開equal protection的法理判決呢？

這是本案關鍵，其未來發展值得關

注。（作者是加州執業律師、台北

律師公會外國法事務律師準會員）

不如一靜。天下太平，不宜大動。

改革開放30多年，老百姓獲得不少

實惠。從大處說，數千年第一次不為吃

飽飯愁苦了。由小處看，沒有改革，我

們也走不出那個封閉的國門。

說到出國，據說，中國官員、富人

流行做裸官，財富外流，老百姓則流

行到美國生一個娃娃。世界日報新聞

說，從洛杉磯飛往北京的航班上，每

天都有數個一、兩個月大的嬰兒。有

一次乘務員在飛機入境前向美籍乘客

發放入境登記表，一對年輕夫婦大聲

說，「我的孩子是美國人，憑什麼不

給表！」語氣間充滿了自豪。原來，這

些是成功在美國生子，做完月子後勝利

返回的前孕婦和她的美國籍孩子。

無獨有偶，從北京飛洛杉磯的航班

上，也常可見到年齡大小不一的中國

兒童。他們身邊的父母是白人。這是

被領養，從中國飛往美國的孩子，其

中有些是殘障兒童。我的一個同事，

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數年前從中國

的孤兒院領養一個手臂殘缺的男孩。

我的妻子偶爾見到這男孩幾次，早已

是生龍活虎滿口英語的美國少年了。

兩相對照，無論一個人的意識形態

或民族情緒為何，直感或許是相近

的。飛船接連上天，令人興奮，照例

舉國民心大振，對祖國的前途信心滿

滿。可是，孕婦們生產下一代，卻不

為其所動，還是跑到美國，只為了一

個嬰兒的美國籍。我們既已流落海

外，不便有所微詞，因為自己當年也

是有信心問題而跑出來了，洋插隊數

十年。

可是，盛世的子民，畢竟有十億之

多，其中還有已失去了土地的農民，

和即將在下一波城鎮化中喪失土地的

農民，他們總不能都去國、在異國坐

月子吧？不知他們作何感想？

台獨該醒悟:再醜也是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