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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刊由联邦政府正式注册登记的独立政党——
Citizens Electoral Council of Australia正式发行

行动起来！阻止核战！
与林登·拉鲁旭，马卡龙 · 弗雷泽一起促进和平；
揭露休 · 怀特和迈克尔 · 丹比的好战意图！
2012年10月26日，“一个由英
美主导，针对俄罗斯，中国等

种最坏情景——全球在核战争

这个快速上升的核战局势列为美

后变成废墟。

国大选前LaRouchePAC五周系列
网上节目的重中之重。

亚洲主要国家的核战争将浮出水

一周后的10月4日，在希腊罗

面。而只要那个英国傀儡奥巴马

得岛（Rhodes）举办的“人文

9月21号国会议员沃特琼斯（

一日在台，这个危机就将一直存

对话”（Dialogue of Civilization)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成员）的

在。”（美国政治家林登·拉鲁

论坛开幕式上，论坛主席 Vladi-

记者招待会上复述了拉鲁旭的

旭，“停止核战大屠杀！”2011

mir Yakunin （Vladimir Yakunin亦

警告。一些重要军事人物发出

年12月）

兼任俄罗斯铁道部部长，同时

警告，如果国会不再坚持对宣

如果你读过2012年6/7月出版

亦与普京总统关系密切）就世

战行为的宪法权力，奥巴马政权

的New Citizen的头版，你还会认

界不断升级的危机发出警告：在

将在短期内挑起巨大的争端。出

为我们在夸大其说吗？那份名

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50十年，我

于奥巴马去年单方面决定轰炸利

为 “澳洲正在为世界大战做准

们可能将再次见证到同样的事情

比亚，琼斯写了House Concurrent

备：悲剧还是闹剧”（Australia

再次发生。

Resolution 107，提议任何总统在
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开

Prepares for World War: Tragedy, or

这个月，在1962年美苏对决的

Just Plain Farce?）的报告，揭示

周年纪念上，最新披露了从美国

了我们今天全球所面临的最紧

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兄弟罗伯特F

Lt. Col. Lawrence Wilkerson (ret.)

要的大决战。该报告一共发行

肯尼迪档案中的文章，文章指出

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的前参

了250000份。

启战争将受到弹劾。

当时罗伯特F肯尼迪与苏联大使

谋长，在招待会上阐述了以下观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该事件

共同商讨如何解除危机，并强调

点：任何新的战争，尤其是针对

将威胁到你生命——他关系到每

了当时我们离核战有多么接近。

伊朗的战争，都有可能引起美俄

个国家和人类的存亡——并且该

其中一份文件是为约翰F肯尼迪

之间的核武对抗，并将导致文明

事件变得越来越危险了。听听美

准备的演讲稿，稿件内容是为一

灭亡。通过研究美国前军事、

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全球拥有核武

场未发生的事件所准备的——当

外交及情报官员对以色列攻击

器最多的国家，其政治和军事人

时美国轰炸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

伊朗事件的启示，Col. Wilkerson

物都说了什么。

地计划，而肯尼迪的军事顾问则

说：那个国家的“体制变更”

9月25日，俄罗斯外交部长Ser-

一直在怂恿他执行此计划。并且

需要“10年，50万军队以及3万

gei Lavrov在评论联合国大会的问

1950年代，美国高级军事将领曾

亿美金”，同时还可能引起北

题上，在纽约接受了美国电视

多次积极鼓动美国艾森豪总统攻

约和俄罗斯的冲突，而在叙利亚

台主持人Charlie Rose的采访，并

击苏联军事基地，这种核“边缘

引入北约禁飞区也同样能引起两

就“阿拉伯之春”革命对西南

政策”有可能在短期内使局势紧

者的冲突。

亚国家的不安定因素和体制变

急上升为全球性的核战争。

更的影响回应到：“我认为现
在是阿拉伯的秋天，我希望这
不会转向核子的冬天。”核子
冬天指的是世界可能面临的一

美国爱国者警告奥巴马有可能
引起战争
目前在美国，拉鲁旭已将如今

10月3日，前美国国防部长罗
伯特·盖茨在佛吉尼亚州，诺福
克也发出警告，美国或以色列对
伊朗的核设施发起进攻，则不仅
不能消灭伊朗的核项目，而且将

通过近期的和平使者角色，前任副国防部长休·怀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开展了大量的澳洲军备增加活动，
而这一系列活动是英美以核武对战中俄计划中的一部分。

可能“为我们在那部分地区遗留

中得出的启示。

础上的。

在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卡龙·

在公众场合里，怀特是一个

希勒协会创办人Helga Zepp-La-

弗雷泽（Malcolm Fraser）和理查

戴着博学和理性面具的战略思

Rouche在Rhodes论坛的闭幕式上

德·坦特（Richard Tanter）教授

考家，想尽快避免美澳中之间的

发表了一篇对即将到来的核战的

也警告推动上述战争将可能导

核冲突。然而事实上，为了促使

演讲。在10月7日，俄罗斯新闻

致核战大屠杀(详见第二页)。澳

上述几国的对决，在澳洲过去二

服务机构RIA的Novosti 突出了这

洲对上述事件的反对是非常重

十年敏感性情报收集及防御布置

篇言辞凿凿的演讲。Novosti在报

要的，而且反对呼声，计划及

上，大概没人干得比这个英国牛

告中提及了Helga Zepp-LaRouche

宣传应该随着上述事件的升级而

津训练出来的怀特多。

对上述美俄警告的看法：“我们

越来越高。事件（详见第三页）

丹比过去是美澳国会友好团

在核战的边缘 ”。这是她从土耳

中所突出的重点，是深入对澳洲

体的主席，他不仅多次指责马

其叙利亚边境冲突升级事件、西

参战所带来危害的最新研究，这

卡龙·弗雷泽的警告是属于歇

太平洋美军航母剧增、北约核武

些研究是建立在前副国防部长兼

斯底里，而且还长期要求对叙利

防御系统（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情报局长休·怀特和议会联合常

亚和伊朗开战，并催促中国开展

，导致轰炸伊拉克的政权更迭政

设委员会涉外事务、国防和贸易

政权更迭。

策和对伊朗的威胁等一系列事件

主席迈克尔·丹比相关资料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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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并能用主权信用系统对

府退出此英美联盟，因为该联

下长久的灾难性的问题。”

出路

以伦敦为中心的全球金融系

英国的傀儡，以及倡导自然气

统正在加速瓦解，看起来这将

候变化的那些所谓专家都称如

那些所谓的“太大而不能倒”

盟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即对中

无可避免的导致世界局势进一

此一来澳洲人民的生活水平将

的私人银行进行国有化，同时

国与俄罗斯发动核战争。或者

步迈向核战。2008年至今，美

急剧下降。

通过信用系统向私人和大众进

您可以通过邮件或者广播电台

国在小布什与奥巴马的统治下

当今的经济衰退与核战趋势

行融资，用于建立伟大的公共

与新闻编辑取得联系，并表明

倾尽了29万亿美元巨资资助世

是不正常并且是可避免的。这

设施工程，甚至用于征服外太

您的要求与态度。

界范围内的私人银行渡过金融

完全是由英国倡导的全球化掠

空，或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合

财政难关。与此同时欧洲，澳

夺行为所导致的，该行为包括

作，以实现“人类的共同利

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也参与了

自由贸易，降低贸易壁垒及撤

益”，如建立一个地球防御

援助，但是收益甚微。如今，

消管制规定，贸易私有化，激

系统，抵御像小行星或彗星撞

美国联邦储备以及欧洲中央银

进环境主义等。这些政策已经

击这种难以逃避，但以前又

行(ECB)联合颁布了一项新的

被那个虔诚的“反战”护拥者

资助计划，该计划包含致命的

休•怀特以及其他伦敦华尔街

紧缩措施，并造成希腊，葡萄

奴仆所采纳（这个牛津培训出

牙，以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死

来的怀特一直强调像中国这样

亡率，失业率急剧的上升。该

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战争），这

政策便是：“通过减少人口来

点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

拯救银行！”

美联储的量化宽松3（QE3）

毫无疑问，此政策将促使希

以及ECB的欧洲稳定机制只会

腊人口大批移民澳洲，甚至连

使整个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并

公民选举议会领袖Craig Isherwood（右边）以及CEC研究主管Robert
Barwick在做CEC报告。该报告将每周在三个省的地区电视台播放。详
见数字电视台44。CEC报告将在“C31” Melbourne, “31 Digital”
Brisbane, and “44 Adelaide”上播放，同时也能在CEC网站上观看，
网址http://www.cecaust.com.au。

常发生的外太空威胁（见第
四页）。
为了成就这些改变，为了防
止金融系统崩溃，为了阻止核
战爆发，你必须亲自行动起

2) 您同样可以将此文复印数
分，分发各处，尤其是发给军
事人员及其家人。若您想获得
更多的副件，请联系我们，联
系方式见报纸首页右上角。
3）要求议员和您所在地区
的议会签署本刊第四页的“发
展或灭亡”议案。我们政府必
须制定一则银行改革方案，抑
或是其他能替换战争的方案。
4）加入Citizens Electoral

使世界陷入比1923年魏玛德国

来说，出路是有的，那即是放

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要知

弃伦敦，放弃华尔街金融中心

道，当时魏玛德国的物价每四

那个全球化系统，并用主权国

你所能做的：

您的内心深处，您早已明白，

天就翻一番。

家之间的合作来替代这个系

1）致电你的议员,甚至致电

其他政党所推崇的各项政策已

统。主权国家应该拥有自己的

总理吉拉德，要求澳大利亚政

但对于这个国家以至于世界

来，并且发动你身边的公民。

Council。不要自欺欺人了，在

经将我们带入了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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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卡龙·弗雷泽：澳洲正迈向核战
9月25日，“澳-美亚洲百年
关系”会议在墨尔本大学召
开。前总理马卡龙•弗雷泽在
墨尔本大学Asialink中心发表
演讲，演讲内容与1年前Citizens Electoral Council以及美国
政治家林登•拉鲁旭所给出的
警告是一样的：当前美国和
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将导致
难以想象的后果——核战。
参与该项目的还有澳洲防
御学院战略防御研究中心前
资深顾问，核武器专家理查
德•坦特教授，他就此事件发
表了更加深入直白的分析。
然而弗雷泽中肯的警告却
被澳洲大部分媒体所拒绝，
其中最典型的是默多克旗
下的澳洲人报刊所发表的
社论：“弗雷泽应该被忽
略”。
弗雷泽以1989年柏林墙倒
下事件为背景，从全球战
略发展的角度出发，发出
警告。他认为当年柏林墙倒
下，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使世界迈向更加公平和公正
的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然而他为该机会被忽略而感
到悲哀。北约表现得跟“冷
战还在继续”一样，并猛烈
的侵犯俄罗斯的影响范围。
“如此一来，西方国家断
绝了与俄罗斯建立合作关系
的机会”，弗雷泽声称。“
错上加错的是美国的小布什
总统后来还谈论在波兰布置
反弹道导弹基地，在捷克布
置雷达”。他们声称这些反
弹道导弹基地是用于防御伊
朗的，然而只有冲昏头的狂
热者才会相信他们的谎言，
那些反弹道导弹基地的矛头
是直指俄罗斯的。
“遏制”
弗雷泽的分析与CEC以及
林登•拉鲁旭的分析基本一
致。林登•拉鲁旭曾多次曝光
美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这
些政策由英国暗地里主导，
意在针对两个目标：俄罗斯
和中国。弗雷泽说针对中
国，美国将采取一系列遏制
政策，包括：增加菲律宾、
新加坡以及越南的海军军
备；在达尔文布置军队；在

澳大利亚加大空军设备、监
测、通讯设备的使用频率，
增加军演次数；在科科斯岛
布置间谍机；同时可能将西
澳斯特灵港布置成为美国在
印度洋的航母基地，并与印
度开展战略商讨。
他接着说：“我们同时应
该知道，最近与美国国防部
有密切联系的华盛顿战略和
国际事件研究中心写了一份
报告，报告虽还未成为美国
的政策，但是很明显报告内
容都指向遏制政策。我们澳
洲应该感到担忧，因为报告
中美国理所当然的将我们比
成一个战略殖民地，认为我
们将无条件的支持他们。”
“他们在报告中建议在达
尔文建立一个海军空军基
地，同时通过签订协议，使
海军能使用包括高速船只在
内多项海军军备。美国很明
显地想我们在已敲定的达尔
文军事建设项目上支付一部
分的开销，并为达尔文其他
相关的建设事项支付一部
分。报告指出此项商讨已经

展开了，而澳洲政府应该如
实公开其意图。”
（报告中所建议的另一个
项目是在珀斯附近的斯特林
建立HMAS Stirling美军航母
基地，这无疑会使中国更加
紧张。国防部长史提芬史密
斯最近发表声明，议程上并
无此事项，然而史密斯本人
却曾多次谎报美国在澳军事
项目的事情。）
接着，弗雷泽对澳洲两党
目前无脑般的配合美国战争
计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奥巴马总统去年11月在澳洲
国会的不当演讲，意味着澳
洲已全线支持美国西太平洋
军事化行动和上述的遏制政
策。”“如果我们的政府以
及反对党真的支持上述行
动，那么他们极大的忽视了
澳洲的利益。澳洲政府，尤
其是国防部长说在澳洲土地
上没有，也将不会有美国的
军事基地。这是最糟糕的政
治诡辩，因为这是在战争还
是和平这个重大事项上欺骗
澳洲民众。即便现在的美国

图一. 在英美遏制下的俄罗斯

和联合军事基地还在澳洲的
控制下，我们依然无可否认
澳洲国土是有美国军事基地
的。”
“澳洲在劳工党政府以及
联盟的许可下，成为了美
国的南部堡垒，为美国看守
着西太平洋以及东南亚。执
行这种对美国有益，对澳洲
却没任何利益的军事计划，
是澳洲当局政府的不称职表
现。”
知道美国要想针对中国制
造非核武军事冲突不容易，
弗雷泽重新将重点放在核战
上面。他警告说：“美中两
国任何一方使用核武，对全
人类来说都是大灾难，然而
任何牵扯到核武器拥有国的
军事冲突都有可能引发核战
升级。因此我们必须尽我们
所能，阻止一切有可能引发
核战的冲突和挑衅。”
说到这里，前总理在澳
洲对外政策上重新提出设
想。“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政
策独立”他强调“同时我们
也必须搞清楚，任何美国在
澳洲的通讯或者其他设施，
都不能用于核武，或为发动
核武提供方便”。
公众有权知道真相

(图一) 作为亚欧的重要国家，俄罗斯一直备受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侵扰。这幅地图显示出俄罗斯的邻国、联盟或者经济合作伙伴，并且
显示出哪些国家或地区曾经或将来会受到颜色革命所引致政权更迭（颜色革命是2011年由牛津大学所提出的一种技术，用于针对俄罗斯
的普京总统）红色标志为欧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属于北约东部的延展，这些标志有攻击俄罗斯的可能，被莫斯科视为其国家主权的
威胁，是战争的导火索。欧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全球导弹防御项目的一部分，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弹道导弹部属亦属于该项
目，正如马卡龙·弗雷泽所说，是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政策的体现。

阻止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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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流逝
就如 Zepp-LaRouche在Rhodes
的警告，这些事件均能引发世界
大战。这些危机都在最近几个月
里逐步升级。以色列主战派总理
Benjamin Netanyahu威胁说将随时
进攻伊朗，而同时美军航母战斗
群亦在波斯湾集结。9月，美国
在波斯湾的军事演习导致俄罗
斯舆论，如9月23日俄罗斯国家
电视台评论：“从军备的集中度
来看，我们可能离战争只有一步
之遥。”电视台同时报道称：“
超过30个国家的战船在此集结，
这是有史以来国家数最多的一

坦特教授随后向弗雷泽致
敬，并详细分析了澳洲为何
已经成为夹在中美两国核战
之间的目标。他说“艾利斯
斯普林斯外的松口联合防御
基地是美国在其国土外最重
要的情报基地，”“在2009
年美国国防白皮书的秘密附
录中，美国国防部承认松口
防御基地好比美国军方的眼
睛和耳朵，并有很大的可能
性被列为中美战争的攻击目
标。”
教授认为政府应为上述国
防政策负责：“我们应不断
询问政府，坚持要政府给出
合情合理的回答，而不是让
政府用政治诡辩或轻蔑的答
案来敷衍我们。我们要让政
府以大量且可靠的信息为基
础，给出回答，让公众能有
自己的想法。
以下是坦特教授为澳洲政
府所列的一些较为尖锐的
问题：

前总理马卡龙·弗雷泽

“澳洲政府如何保证松口
防御基地不会为核战提供便
利？”
“政府如何保证美国联合
空间行动中心（US Joint Space
Operations Center）在澳洲西
北角安装的大型空间雷达不
会为空间战争甚至核战提供
帮助？”
“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
策下，美国将用包括海战
和空战等手段抵消中国领土
水域的防御力量，澳洲政府
如何保证美军所部属的澳洲
国防设施不会导致核冲突加
剧？”
坦特教授总结道：“如果
弗雷泽先生对上述危险的范
围和严重程度有任何保留的
话， （编著强调）”我们
将在战略上处于十分危险的
处境。
这些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以
及核冲突专家的警告，是他
们在阅读CEC六/七月New
Citizen期刊后得出的结论。
期刊头条“英帝国主义最后
的游戏：金融体系的崩盘与
核战”图文并茂（见图一，
图二），详细的介绍了弗雷
泽以及坦特所提及的事项。
文章表明英帝国和奥巴马布
置弹道防御导弹系统，针对
俄罗斯和中国开展军事行
动，对中东主权国家进行“
政权更迭”活动等一系列政
策，已经激怒了俄罗斯和中
国，并导致中俄两国直接发
出警告，称其已被推向核战
边缘。该文亦说明了澳洲那
不计后果的国防政策，支持
英帝国和奥巴马的行动，并
极大可能将澳洲引入与中国
的战争之中。

次，包括美国、英国和沙特阿拉

以国有化的手段将钓鱼岛收为

就如上期New Citizen期刊所展

系统对他们产生威胁，他们将保

伯。军备如战列舰、潜水艇、航

己有，导致中国出动海军巡防

在同一个月里，美国仍然在肆

示的那样，俄罗斯和中国认为这

留首先发动核弹袭击的权利。让

母甚至包括装载70架战斗机的尼

该海域，该钓鱼岛/尖阁列岛事

无忌惮的开展着他的全球弹道导

个由美国单方面布置的弹道导弹

我们看看休·怀特这个“反战改

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这些国

件使中日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0

弹防御系统网络布置，这个网络

系统，其目的就是让美国能以核

革者”对上述事件的说法——为

家用军事力量展示了其针对伊朗

月，两队美国航母舰队在西太平

是专门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9

武先发制人，打击并消灭中俄的

使“美国能容纳中国的崛起”，

的事实。”

律宾”。

洋开展自1996年以来最大型的海

月，美国和日本达成协议在日本

导弹反击能力。俄罗斯战略导弹

他说中国应该停止对美国亚洲弹

沙特和英国针对叙利亚所推

军军事演习，日本官方称之为美

建立另一个陆地弹道导弹雷达。

部队近期内刚刚完成其导弹反击

道导弹项目的谴责。

动的暴动事件，已经在叙利亚和

国护卫日本的表现，认为日本国

而在地球的另一边，西班牙总理

的测试和展示。9月初俄罗斯战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边界引起了冲

及其岛屿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

Rajoy在10月初与美国达成了宙斯

略导弹部队开展军演，其指挥

突，而土耳其国会亦已同意进军

护。因此伦敦《经济学家》杂

盾雷达导弹船（见图1）军事基

官表明该次军演及核威慑的目

叙利亚。同时，土耳其就此事件

志发表头条“中日可能走向战

地的协议。俄罗斯今日电视台宣

的是“针对任何涉及俄罗斯的

与北约进行了正式商讨。北约成

争吗...？”

称：“俄罗斯可能发现他自己已

武装冲突”。10月，俄罗斯总统

员国合约第5章约定，对北约任

在菲律宾，美国开展部队换

经在北约的雷达和导弹包围圈内

普金亲自检阅军演，俄罗斯此次

一成员国的攻击视为对北约所有

防，并将其部队驻扎在近20年

了”。10月美国和以色列开展联

海陆空战略核武模拟军演，被称

成员国的攻击。根据此条约，美

从未驻扎过的苏比克湾大型海军

合弹道导弹演习。在短短几个月

为是自苏联解体以来20年内最大

国介入此事件，而俄罗斯则是叙

基地。英国《简氏防卫周刊》的

里，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也将首次

型的演习。

利亚的长期盟友。

亚洲编辑察觉到这紧张的局势，

从美国获得宙斯盾系统，并将其

并发表评论“美国海军回归菲

安装在自己的舰队上。

9月在太平洋流域，日本试图

中俄官员警告，只要美国及其
联盟的在边界所布置的弹道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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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帝国主义的爪牙休·怀特正准备向中国挑起战争
前国防部副部长休•怀特
在推进中澳核战方面不懈余
力，这点澳洲无人能及，然
而他却以全职和平拥护者的
面目来掩饰这一点。怀特认
为美国既不能从亚太地区撤
军，又不能像以前那样控制
整个地区，而是应该寻求第
三条路：接受中国的崛起，
并与其在太平洋达成共识。
怀特将这个共识比喻为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并且还认
为那是个成功的会议。然而
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这个
灾难性的外交会议使整个欧
洲陷入百年冲突，而英帝国
正是以平衡各国势力为借口
操控各国间的冲突。

怀特同时也认为，这个中
美共识不太可能实现。因此
目前澳洲大量的军事建设并
非是像他所提及的在亚太各
国中将澳洲建立成为一个“
中型军事力量”国家，而应
该理解为成将澳洲变成英美
以核武全面对战中国计划的
一部分。
澳洲皇家海军原计划用12
艘攻击型潜艇替换目前6艘老
化的柯林级潜艇，怀特不仅
想将潜艇的数量翻倍，而且
建议将原100架联合攻击战斗
机的数量也翻倍。用他的话
来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发
展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力量，
极大加强军事行动能力，延

展我们的防御范围至海岸线
几千英里之外，进而有效的
抵御大型敌对势力，防止其
从空中及海上对澳洲领土进
行侵犯，并且使澳大利亚能
在澳洲领土千里以外的地方
布置兵力。” 1
那么上述这些军事准备都
是为谁而准备的呢？《2000
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
的主笔者 休•怀特在书中写
道：“澳大利亚的空军和海
军必须有能力与联盟一起执
行军事任务，针对该地区的
主要军事国家，如中国。”
怀特坚持中国应该停止对
美国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的“指责”，以换取美国对

图二.被美英军事包围的俄罗斯和中国

(图二 ) 美国-以色列-北约在西南亚的军事集结 (紫色小点)虽然是直接针对伊朗和叙利亚，但是其最终目标
是对决俄罗斯和中国。绿点是沿着俄罗斯西边边界所建立的美国-北约欧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莫斯科认
为该系统是战争的导火索在亚太地区，黄点代表日益增长的美军，主要针对中国，澳洲也被牵涉其中。
装备了Trident II D5潜艇弹道导弹发射系统的美国俄亥俄级潜艇（图中为其巡游区域）是针对中俄开展
先手战略核打击的主要行动力量

中国的接纳。而这也暴露了
他和平使者的假面具。弹道
导弹防御系统是为全球战争
做准备的：这个弹道导弹防
御系统以反导弹雷达和炮台
形成包围圈（见图2），将俄
罗斯和中国围在里面，目的
就是保证设置包围圈的国家
能防止中俄实施军事报复行
动，从而使美国及其联盟能
先发制人，发动核武。2 （冷
战时期由于美俄均意识到对
方的军事报复行动会对本国
领土造成毁灭性的伤害，因
此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美英帝国：Cheney主义
1983年3月23日，美国总
统里根宣布反战略防御倡议
（SDI）。这个防御系统的创
始人——美国经济学家和政
治家林登•拉鲁旭，以及里根
总统本人设计实施该系统的
初衷是与苏联联合起来，一
方面消灭当时日益加剧的核
战氛围，另一方面通过科学
界复兴，带来全球经济的复
苏，最终走向永久的和平。
苏联当时拒绝参与此项目，
并发起了军备竞赛，最终8年
后倒台解体。
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
后，英帝国参杂在美国的势
力重新提出弹道导弹防御系
统，但是这次其目的则是
在巩固英美在全球的霸权
地位。1992年国防部长Dick
Cheney撰写了未来十年的
计划书草案（Draft Planning
Guidance），并提到“我们
现在的策略必须重新回到排
除任何潜在的全球竞争对
手，包括任何使用核武器的
军事力量”。一个愤怒的前
议员，也就是现在的副总统
Joe Biden将该行为评论为“
推行美帝国主义。”
五角大楼实际估计处
（ONA）是Cheney主义的推

行者，而且在1977年就提出
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美国最大
的威胁之一。美国五角大楼
实际评估处与澳大利亚国家
评估局ONA保持着密切的联
系，而澳大利亚国家评估局
是澳洲首要的情报机构。
自休•怀特成为澳洲国家评
估局战略分析所的领导后，
便参与了澳洲国防政策的设
计，并且该设计与1992年以
来的Cheney主义保持一致。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编
造谎言，谎称与中国对决是
美国的阴谋，但实际上他并
没有坚持他所谓的中美共识
理念，而是在近20年以来一
直促使美国与中国成为敌对
关系。
怀特认为他1992-93年在
ONA以及1993-95年在国防
部国际策略分支的工作是为
澳洲在后苏联时代的定位做
研究。苏联解体后，妨碍英
美帝国称霸全球的绊脚石就
剩下中国了。鉴于大部分澳
大利亚人都不会将准备与中
国开战作为国家首要任务，
因此怀特以加强澳洲防御十
分重要为由，推动政府实行
了大量的军事集结。防御计
划中甚至包括单独与中国
开战…“一个自1990年代中
期开始，我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那就是如果中国持续成
长会对澳洲造成什么样的结
果。”3
澳大利亚的“防御”政策：
英国制造
在2008年的一篇叫“澳洲
国防政策的战略利益：历史
与方法论的思考文章中”，
怀特明确指出澳洲所谓的国
防政策是建立在大英帝国的
基础上的：“在1990年代早
期，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国防
工作者开始探索冷战后澳洲
应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更广泛

休·怀特

的定义自己的战略利益。我
们注意到Palmerston勋爵的
名言‘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
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接着我
们开始研究英国是怎么定义
这个永远的利益，然后尝试
着从中学到一点东西。”数
世纪以来，英国的政策一直
被他的战略利益所引导， 并
且以下人物对上述定义进行
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实施，这
些人包括Burleigh, Marlborough, Walpole, Pitt, Wellington,
Palmerston and Churchill。这
一政策从伊丽莎白一世在位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都没有
改变过。
因为英国跟澳洲一样都是
岛屿国家，所以怀特认为
英帝国主义应该适用于澳大
利亚。英帝国的防御方式如
同有组织的同心圆，使其最
终能环绕整个世界：首先，
防御英吉利海峡；接着控制
那些可供船队发起进攻的欧
洲港口；最后，联合弱小，
牵制强国，保持整个欧洲大
陆的平衡，保证没有国家能
主导欧洲。这些条款主导
了英国战略政策长达世纪之
久。“
怀特自问“我们该如何将
Pitt 和 Palmerston所提出的
原理应用在21世纪的澳大利
下接第4页

迈克尔·丹比：通往核战的“民主项目”
外国事务及对外国防贸易
主席迈克尔·丹比指责前总
理马卡龙·弗雷泽的言论‘
我们应该拉响警报，澳洲的
国防建设策略正在把自己引
向核战的道路’是“歇斯底
里的”。丹比武断的说：“
没有倾向表明奥巴马或者两
位澳洲总理吉拉德，陆克文
的外交政策会使人相信堪培
拉或者华盛顿愿意与中国进
行核对抗。
然而丹比作为一个有澳洲
政治色彩的人物，他自己个
人的一些国际政治举动却表
明了他正在把澳洲引向与中
国核对抗的方向。在民主与
人权的旗帜下，英美对俄罗
斯和中国设立一个包括有英
国倡导的“民主项目”和针
对政体的“色彩革命”和“
政体变革”的包围圈(见图1
和图2)。这种表面上看起来
并不暴力的行为却加强了与
世界核大国俄罗斯和中国的
对抗，更是增加了核战的可
能性。因为中俄两国领导人
均明白上述行为意味着对国
家主权的侵犯。
丹比控诉与他一直争论的
名义对手休·怀特正在将自

己出卖给中国来换取“亚
洲慕尼黑公约（Asian Munich）”（慕尼黑公约是
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与德
国法西斯领袖希特勒所签订
的合约），而他们两人的思
想均源自英国伦敦。 丹比
还致力于成立由英美倡导的
世界人权委员会（WMD）
。该组织成立于1999年，是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US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副产品，由英
国操纵。
丹比是一个以“民主项
目”引向核战的主要倡导
者。
此外丹比还是在剑桥大
学彼得学院成立的“Henry
Jackson Society (HJS)的国际
资助人。HJS成员，英国剑
桥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历
史学教授Brendan Simms写的
宣言“英国时刻：21世纪地
缘政治民主案例”，让英帝
国露了马脚。HJS这个协会
提倡“向前推进的策略”，
并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将
自由民主一方面以政治，经
济文化的形式传遍世界各个
角落，但另一方面也不排除

联邦国会议员迈克尔·丹比

运用军事介入的方法。1 2011
年当叙利亚反对党在计划为
叙利亚暴局面乱引入“安全
港”时，英美军队也将像当
时在利比亚的情况一样，将
自己转移到安全地区，而当
叙利亚反对党发现该计划来
自HJS后，HJS在公众面前
曝光了。同时Simms在HJS
的网站上发表文章吹嘘利比
亚该行动，文章名叫“空降
民主。”
就在北约和美国发动非法
推翻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的战
争时，丹比和Peter Khalil (
前政府陆克文的外务顾问)
还有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
Carl Ungerer指出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Bashar al-Assad）
才是更重要的目标。因为他
们认为“叙利亚的关系与伊
朗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对
叙利亚发动政权更迭就好比
对其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考验
一样，但比向利比亚、突尼
斯、也门、巴林等国家发动
政权更迭运动更有挑战性”
。丹比 声称叙利亚正在秘
密研究核武器，因此他得出
结论“推翻叙利亚政权与澳
洲有直接的利益关系。”2
丹比也是一个极力主张美
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的人。
他在2010年12月14号一篇刊
登 在 澳洲人时 报 的 “ 伊 朗
的核计划给西方带来艰难选
择”的文章中谎称“多个国
家和地区均认为伊朗是一
个追求核武器的国家,”因
此“光对伊朗进行制裁是不
够的”，而保护此地区安全
的唯一方法将是“通过武力
在短时间内解决，而不是做
长期的战略准备。”更加不
可思议的是，在2010年2月
11日的华尔街日报上，丹比
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应该
为伊朗的核武器负责。”
在民主项目的日益壮大

中，丹比的野心不仅仅局
限于对叙利亚及伊朗发动战
争，而且希望对中国的政权
有所颠覆。丹比同时批评
休·怀特的共识理论，认为
对中国的妥协就相当于对希
特勒的妥协。丹比认为要推
翻中国现有的权利机构除
了“堪培拉慕尼黑阴谋”，
还可以通过运用“民主项
目”的方法来实现。3
丹比同时也是西藏政党
组（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的主
席。2009年7月，他第一次率
领澳大利亚国会议员代表团
到达兰萨拉会见达赖喇嘛，
并在那里提出“让西藏拥有
自由”的要求。 为此中国
政府强烈的指控丹比的这一
行为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
涉。然而就在一个月后，他
又在墨尔本国际电影节上组
织接见了疆独的领袖。英美
情报机构常年一直支持着中
国的疆独势力，并长期煽动
维族人民反华情绪。丹比也
是澳大利亚台湾议会友好团
（Australia-Taiwan Parliamentary Friendship Group）的主
要成员。然而在2005年3月，

中国通过了反独立法，宣布
如果台湾宣称独立，中国将
以武力予以回应。
在1986年到1993年期间，
丹比这位“伟大的民主家”
曾是澳大利亚以色列论坛的
一名编辑。这个论团是由
Robert Zablud所创立的，而
Robert本人则是犹太法西斯
份子Vladimir Jabotinsky的跟
随者。以色列的开国之父 戴
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称Jabotinsky是犹太
人的希特勒。澳以论坛的主
要资助者是百万富翁Frank
Lowy（而Lowy研究所则是
休·怀特的大本营）。丹比
和Lowy还有Jabotinsky的私
人秘书的儿子，即现任以色
列总理Benjamin Netanyahu一
起继承了Jabotinsky 的思想。
而Benjamin Netanyahu正是目
前对伊朗动武的推崇者，而
这也将会使战争上升到核战
的危险地步。
脚注
1. Neil Clark, “Cameron is no moderate”, The Guardian, 24 Oct. 2005.
2.“Syrian regime takes priority over
Gaddafi”, National Times, 3 June
2011.
3. The Australian, 16 Sep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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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必须成长起来! 地球的战略防卫
地球上任何几个热点地区
发生冲突就可能发展至全球
核战，并最终导致人类灭
亡。如果任由英帝国继续开
展其历史悠久的“分步解
决”政策，上述战争就有可
能发生。在1983年，美国政
治家及实体经济学家林登·
拉鲁旭就已提出了建立美苏
联合战略防御系统（SDI）
这一建议。这一建议能使主
权国家脱离帝国主义的操
控，并消灭核战危机，然而
当时已被英帝国影响的苏联
领导人Yuri Andropov拒绝了
合作邀请。
2011年10月18日，俄罗斯
前驻北约大使Dmitri Rogozin
被迅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
长，并提出新的战略防御系
统，称为地球战略防御系统
（SDE）：通过国际间的安
全合作，以消灭外太空的致
命威胁。地球历来均有小行

星或者彗星轰击的历史。俄
罗斯电台报道称Rogozin的计
划不只是防御导弹，同时还
注重于外太空来的威胁。这
个系统是一个集反战机、反
导弹和反外太空攻击的防御
系统。该系统是针对可能威
胁到地球的外空间危险物，
包括小行星，彗星碎片，和
其他外太空体。这个系统应
该能够监控并摧毁任何接近
并威胁我们地球的物体。这
个提议的外号叫‘地球战略
防御系统’，是拉鲁旭战略
防御系统的模仿版。”
火星和金星之间的轨道有
数百万以上的小行星轨道，
其中许多与地球轨道交叉在
某一点。他们中只有一小部
分已被观测到（详见图片）
。即使如果撞击地球的影
响可以被准确的预测，但目
前仍然没有方法来阻止它。
鲸鱼般大小的小行星，能

休·怀特准备与中国开战
上接第3页

亚呢？”他的答案是澳洲版
的英帝国同心圆理论：首
先，防御澳洲大陆；然后解
决邻国；最后，瞄上亚太版
的欧洲大陆主导权国家——
中国。
怀特首次在《2000国防白
皮书》中吹嘘英国帝国主义
已经变成了澳大利亚的国家
战略：“我们从Pitt 和Palmerston 处所提取的概念，已
经成为澳洲广泛战略利益序
言的基础，并在1997年的《
战略政策研究》杂志中出
版，该概念的详细修订扩展
版则在2000年的白皮书第四
章。”

澳洲为英美对决中国做出
了大量军事集结，休•怀特的
意图是为这个行为做辩护。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怀特
写到：“2000年霍华德所出
版的《国防白皮书》明确表
明中国的崛起对澳洲有很
大的影响，澳洲应该重新审
视，并拓宽他的国家利益，
同时加强军事建设。与中国
开战的可能性首次在越战后
成为各国战争决策的主要考
虑因素。” 4
因为不满国防部不完全接
纳其观点，怀特后来在2000
年辞去了他的职位，然而却
以国防部的资金成立了新的
智囊团——澳大利亚战略政
策研究所。研究所成立的目
的是继续维护他的理想，将
军事力量延展到澳洲海岸数
千米之外。
一个巨大的美军基地

休·怀特的书

宣布永久性地部署一支
2500人（最初）的美国海军
陆战队在达尔文引起了不少
争论，是否澳大利亚建立了
美军基地？事实上，在过去
20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
我们国家建立并扩张军事，
以致澳大利亚已成为了一个
大型美国军事基地，而该基

够毁灭800方哩（超过2000平
方公里）的区域，就如1908
年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卡河附
近发生的陨石坠落一般。每
年大约有30颗直径10米左右
的小行星在地球大气层上方
爆炸，爆炸威力相当于1945
年广岛原子弹的威力。而通
古斯卡河的陨石坠落一般几
百年就发生一次。从地质学
证据来看，地球表面已经经
历过多次大型太空物体的撞
击。6500万年前的恐龙灭绝
事件，就可能是由直径1万
米的陨石所造成的。中小
型陨石坠入海洋后会造成
海啸，且威力会比2004年造
成20万印尼人员伤亡的海啸
还大。
小行星2005 YU55于2011年
11月8-9号从月球内轨道经过
地球，而阿波非斯99942将
于2029年经过地球内轨道，
并与多个通讯卫星同轨道。

上述两个小行星只是数百个
近地小行星中的两个，其中
50万个都是通古斯卡河级别
的甚至更大。在太阳系内部
运动的彗星，其距离更远，
速度更快，体积更大，更难
以侦测到，而且撞击的毁灭
程度也比一般的小行星高。
与那虚无缥缈的人造“气候
变化”比起来，外太空的威
胁是致命且存在的。就以太
阳风暴打比方，1859-1921
年的太阳风暴在当时来说影
响不大，但现在雷达和电磁
场都会受到影响，通讯可能
会被中断数月甚至数年，并
导致地球大部分地区进入混
乱之中，因此人类必须与近
地小行星、以及其他外太空
威胁做斗争。
2011年Rogozin发表提议
后，林登·拉鲁旭在LPAC
电视上说：“终于我的战
略防御系统（SDI）又回来

地的首要目标就是中国。5 这
个过程是1990年代中期，在
休•怀特监管澳洲国防的情况
下开展起来的。1995年-2000
年，他作为国防部战略及情
报所的副部长，他负责与美
英两国谈判和签署协议，并
最终导致现在的这个结果。6
2012年6-7月刊的New Citizen期刊显示，虽然美国看
起来是个明显的参与者，但
是英国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却
起着发号司令的角色。Greg
Sheridan 观察到“澳大利亚与
英国的私交比其与美国的关
系更好。”，并将这一观点
在2007年12月27日的澳洲人
报刊上刊登。与此同时，那
个巩固了怀特在国防部地位
的1997国防效率研究杂志，
是由英国国防部高级官员
Malcolm McIntosh所主导的。
因为澳洲与美英两国关
系密切，以致专家Desmond
Ball在国会听证会，证实澳
洲要求开展演习。美国1997
年首次在澳大利亚开展潜艇
演习。同年5月，中国主流英
语报纸猛烈抨击澳大利亚，
称其跟日本一样，被美国利
用成为牵制中国的工具。虽
然中国的这篇文章言辞夸
张，但是文章的确包含部分
事实。这场演习并不是常规
性的国防军事演习，而是针
对不大可能发生的军事情景

所进行的操演。
休·怀特是谁
怀特出生于英国政治寡头
家族，后来他作为放牧人移
居南昆士兰。在墨尔本大学
哲学学院，他饱受以剑桥和
牛津大学为中心的神职思想
的洗礼。这种神职思想来源
于古巴比伦，传达着帝国主
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传达，
并已经掌控英帝国数世纪之
久。7 托马斯•霍布斯将这种
思想的核心价值观直观的表
述为:“除了少数贵族寡头
外，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是
肮脏、粗暴且短暂的，而社
会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其
他人的敌人，人人都在对抗
所有人的战争中。”
从传统意义来说，牛津一
般都是帝国“管理者”出生
的地方，牛津的PPE学位就
是帝国管理者所需的，包括
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8
虽然这些人及他们的追随者
中夹杂着无尽的争论，（比
方说怀特在墨尔本大学以及
牛津的老师，怀特1978年在
牛津赢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约
翰•洛克奖精神哲学）然而他
们都是狂热的还原论者，他
们否认宇宙的存在，否认自
然世界的规律（与统计相关
性相反），否认人类社会中
的真理、正义，否认国与国

1000个近地小行星中，只要有一个直径超过一公里，并撞击地球便将
导致地球毁灭。虽然90%的小行星已被发现，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其方
向，使其不朝向地球。较小的小行星难以察觉，但同样致命：在1500
个直径500 - 1000米左右的小行星，约80%已被发现；2400个300 500米的小行星中（仍大到足以摧毁一个大陆），只有一半被发现；而
15000个以上的直径不过100 - 300米的小行星，则只有10 %被检测
出来。估计有一百万的近地小行星直径在100米以内的，这些小行星的
大小就跟1908年在西伯利亚夷平2000平方公里土地的陨石差不多大。

了，是时候将美国、中国以
及俄罗斯拉入这个联盟，开
展这个项目，然后其他国家

也将加入这个项目。这是
拯救人类所必须要做的事
情。”

之间的公共利益。相反，他
们认为只有孤立的事物是真
实的：如“原子”的形式逻
辑，“外部世界”单独的“
事件”等能被感观明确认知
的东西。
这些人尤其恨基督教，不
但认为基督教是错误的，而
且认为基督教对帝国条款而
言是具有毁灭性的。这点从
怀特早期的老师身上可以看
出。怀特早期的老师Douglas Gasking是墨尔本大学哲
学学院以及Trinity学院的院
长，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作
为澳洲人，他并有着一副
自以为傲的英国口音，并否
认“现实”的人，只承认物
理头脑，认为思想或信仰仅
仅是“大脑的状况”。Gasking声称他“3岁时就拒绝接
受基督教。”怀特的思考套
路就是从他这个老师处学来
的，以至于在2011年2月他发
表了一篇文章叫“为什么要
学习哲学？”
这种哲学体系产生了“英
国国际关系学学院”，这个
学院隶属于牛津大学，而国
际战略研究所（IISS）则自
1950年起侧重于研究如何将
全球置于一个核战恐怖阴影
笼罩下的系统中。怀特声称
他是Hedley Bull的弟子，并声
称其对澳洲及亚洲之间的势
力平衡建议书已经在1972年

被Hedley Bull预兆过。9 Hedley Bull数十年来是IISS的二
号人物 ，并且是英国首相哈
罗德•威尔逊军备控制办公室
的领导。他的霍布斯世界观
可从其著作“国际关系”中
看出。怀特虽然赞扬Bull所著
的《无政府社会》一书，但
他也承认，“该书所描述的
势力均衡系统，其目的不是
停止战争，而是防止霸权，
而为达到此目的，其成本是
偶尔发生大的战争。”而怀
特理应知道，现在的“大型
战争”就是核战。
脚注
1. “Australian defence polic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wa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6, No. 2,
2002, p. 262.
2. “Why War In Asia Remains Thinkable”,
speech at IISS-JIIA Conference, Tokyo,
3-4 June 2008.
3. “Could Australia Fight China alone?”,
The Interpreter, Lowy Institute online
publication, 27 Sept. 2011.
4. “Power Shift. Australia’s Future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Quarterly Essay, Issue 39, 2010.
5. Chronology and “Australia Prepares for
World War: Tragedy, or Just Plain Farce?”,
The New Citizen, June/July 2012, p. 4-5.
6. “Australia Forums: Hugh White”, ABC
Radio, 9 Feb. 2003.
7. The New Citizen, Oct./Nov. 2011, p.
11-12.
8. Besides the above-cited New Citizen
issue, also helpful on the Oxbridge
outlook is a comedy sketch posted on
YouTube, “Beyond the Fringe on Oxford
Philosophy”.
9. “Strategic Interests in Australian
Defence Policy: Som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4, No. 2, Winter 2008.

澳大利亚之未来：发展或灭亡
鉴于：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一系列激进的“绿色法西斯
主义”政策正在使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人民陷入
贫穷与苦困，这些政策包括全球一体化、私有化、金融管
制宽松化、自由贸易以及当前强制执行的环保主义政策。
上述政策不但在持续地摧残着我们那曾经一度伟大的国
度，更加扼杀了我们下一代那美好的未来。
兹决议如下：
1）废除1983年由Hawke-Keating政权所发起，并持续执
行至今的全球化改革政策。同时废除从那时起实施的激
进环保主义法案，这些法案与谋杀无异。
2）为了回归到那曾经带给我们繁荣昌盛的有序工农

业经济体系，我们国家必须重拾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
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代表性标志，就是与“旧劳动党
（old Labor）”ALP总理 John Curtin 和 Ben Chiﬂey以及乡
村党（Country Party ）领袖、贸易和工业部长John “Black
Jack” McEwen 价值取向一致的一系列合约。
3）我们必须重新规划我国金融体系，这包括两条重
要的支柱
a) 将商业银行从投行中分离开来。那些在金融管制
宽松化政策下从事投机活动的投行，就如同金融系统的
癌症。他们需要对目前不断深化的全球金融危机负主要
责任。我们必须在澳大利亚甚至全球范围内，将那些对
普罗大众有益的商业银行从投行中分离开来。一个著名
先例则是1933年美国总统弗兰克·罗斯福通过实施Glass-

Steagall法案，将美国以及全世界带出了大萧条。这一法
案的应用，至今仍被世界各国所议论。
b）马上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有国家银行。大型基础
设施项目在以工农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中就像汽车发动机
一样，驱使着我们国家迈向新的复兴。为了向那些大型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紧急融资，我们需要一个主权信
用系统，而不是由伦敦/华尔街金融中心控制的货币主
义系统。这样的一个主权信用系统将保护全澳大利亚公
民的福利，而不是像当前的货币主义系统那样，只保护
少数特权者的利益。
4）现在我们签署这份决议，并承诺将尽我们最大的努
力，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而奋斗！

请登录http://www.cecaust.com.au下载决议书的电子版或者致电 1800 636 432 领取免费的决议书复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