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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名為「中国」的癌細胞 

  

第１節 為什麼中国是癌？ 

 

●Apoptosis・「犠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自然現象 

 

細胞存在着所謂「apoptosis」的自然現象、這指的是「細胞的自殺」。蝌蚪在蛻変成青蛙時、尾

巴会消失而長出四肢、這過程就存在着細胞的自殺。尾巴在尽了其任務之後、以自我犠牲的精神而

自滅。 

 

 人従一個細胞開始分化、形成肺、胃等等的細胞。比如説、毎一個人最初都同時具備着男性與女

性的生殖器原型、女性的話、其男性生殖器部分的細胞会自己死滅。男性生殖細胞犠牲了自己生命、

将其位置譲給女性細胞。肺臓形成時、也是其他細胞将場所譲給肺細胞的。這就是細胞的自死現象・

Apoptosis。如同這様、人従一個細胞開始衍生出各種細胞的過程中、完成使命之後的細胞就譲路

給後進的細胞、這種自我犠牲来成全他人的精神、維持着個体的均衡與和諧。 

 

得到諾貝爾医学・生理学奨的京都大学教授山中伸弥所開発的ｉＰＳ細胞（人工多発性幹細胞）

将皮膚細胞初期化、譲皮膚細胞再度擁有分化為各種細胞的能力。由山中教授的得奨、也譲更多人

理解生命是従一個細胞、経過各種不同的過程與協調後衍生為各種不同細胞、然後成長為一個成熟

的個体的。 

 

已成長的個体、各個不同組織器官中的細胞也有輪替、同時也有着反復的新生與死亡之新陳代謝。

比如皮膚細胞以２８日周期代謝、紅血球的寿命約１２０日、胃的粘膜細胞約３日就更新、角膜細

胞則毎週更新。 

 

 也就是説、為了産生更好的個体或孕育新的生命、老舊的細胞会自己死去。孩子成長為大人、双

親就会老邁而離開世間。包含人類在内的所有的生命都在這様的自然法則中循環生息。自己的使命

完成、就譲路給新的生命也譲出所有的資源。 

 

 ●自私自利的癌細胞 

  

如果此生死循環的自然法則不被遵守、那麼生態全体就会混乱甚至会面臨滅絶的危機。而世界上

却存在着不遵守此自然法則的細胞、那就是癌細胞。 

 

 癌細胞與正常細胞最大的不同、就是癌細胞不僅非常自私自利而且会無限増殖。癌細胞的悪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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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則愈不均一、因而呈現出馬賽克（mosaic）状的不均質現象。為何如此？因為癌細胞為了自己

的生存甚至会呑食其他的細胞産生共食現象、強者将弱者完全呑食、因而産生不均質的馬賽克

（mosaic）状的現象。 

 

但是癌細胞却無法単独生存、而必須依頼其他細胞所得来的養分生存。癌細胞靠奪取営養而増長、

然而被癌細胞侵蝕的個体却会因此而面臨死亡的危機。当被癌細胞侵犯的個体死亡時、癌細胞当然

也不可能生存下去。 

 

 ●為何中国是癌細胞？ 

 

 当今的中国看来與癌細胞完全没有両様、任何特徴都與癌細胞所具備的特色相同。正常的細胞存

在着 apoptosis 的自我犠牲精神、新的生命才能孕育也才能正常成長。但是癌細胞完全不存在此犠

牲精神、而且完全以自我為中心。以胃的癌細胞為例、胃癌細胞会強行進入肝臓、倒客為主地叫囂

「老子是胃、你不服気嗎？肝細胞滾一辺去」肝臓只有黙黙承受。這就是胃癌的肝臓転移。  

  

癌細胞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特質、「只要我喜歓有什麼不可以」「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

鴨覇性格、和中国的作風完全相同。 

  

不少日本人誤以為中国人有着「大国的気度」與「寛大的胸襟」、其実中国人最顕著的性格就是

以自我為中心。與中国人有愈深的接触愈知道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別人的東西就是我的東

西」的盗賊行事作風。 

  

最具象徴性的就是中国対台湾的態度。国共内戦後、台湾人寛大地接納了被共産党打敗而逃来台

湾的中国人１５０万人。而中国人来了台湾以後却厚顔無恥地宣称「這個島嶼本来就是我們的」、

大拉拉地君臨在６００万的台湾人頭上。中国人不只奪取了日本政府及民間所留下来的各種産業、

也強奪了台湾人的資産、甚至強姦了無数的台湾女性。而今日、在対岸的中国共産党也大言不慚地

宣称台湾属於中国、並準備以武力奪取。這個国家不是強盗是什麼？所謂「中華民族」不過是一群

盗賊所組成的集合体罷了。 

  

由於中国人是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人種、当然其社会也呈無秩序的混乱状態。不僅如此、中国還

把此混乱現象向世界輸出、造成全球性的問題。 

 

在此可由「易子而食」的例子、来看中国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有什麼不一様的地方。 

不管是什麼人、処於再怎麼極限状態之下也不会有吃掉自己孩子的想法、因為正常的生命都有将

子孫伝留後世的生物本能。然而中国人却不一様、中国的歴史上経歴了数百次深刻的飢荒、那時中

国人所採取的行動是「吃人行為」。其中最常見的則是「易子而食」的現象、把自己孩子與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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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交換吃。 

 

従這種吃人行為的中国独特歴史現象、就可以知道中国人不存在犠牲自我、成全他人的精神。中国

人完全逸脱了正常的生命法則。 

 

 ●持続増殖的中国癌細胞 

  

此外中国的人口増加也非常類似癌細胞的無限増殖現象。中国現在的人口公称有１３億５０００

万人、但這不包含不在統計之内没有戸籍的所謂「黒戸」、所以実際上可能必須再加上１億至２億

人左右。中国雖採取「一胎化政策」、但人口仍継続増加。如中国廃止「一胎化政策」、那就完全與

癌細胞一様無限増殖了 

  

為了這些無止境増殖的癌細胞的需要、中国也対外展開了資源的争奪戦。根拠美国能源情報署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統計、２０１０年度中国的能源消費佔世界的４６％。

而且中国仍要維持毎年８％以上的経済成長、如此下去、世界的大部份的能源都会被中国所消費

掉。 

 

光看這一件事就可知道、中国所謂的「和諧世界」不過是削弱世界各国警戒心的詐術而已。由於

中国之故、地球早已超過忍耐的限度了。 

 

 ●中国癌的馬賽克現象 

  

中国国内状況與癌細胞的馬賽克現象一模一様。貧富差距、不断増加的犯罪、環境汚染等大吃小的

現象都與癌細胞的馬賽克現象完全類同。朱鎔基於首相在任中曾公開指出「中国１％的人独佔了５

０％的財富」、而根拠数年後的統計実際上是「０.５％的人独佔了８０％的財富」。貧富差距拡大

的速度由此可見。 

  

目前中国有２億４千万人、毎日生活所得在美金両元以下、而其中有一億数千万人的毎日生活所得

則是美金一元以下。由此可見、中国的ＧＤＰ雖快速成長但貧富差距却也更加拉大。這也正是癌細

胞欠缺均一性的馬賽克現象。 

 

 中国的癌細胞也会「転移」到各地。毎年、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破壊了各地原有

的善良風俗習慣及秩序、這種転移到別処的破壊現象完全與癌細胞没有両様。問題是国際社会対中

國的看法両極化、而且還没有形成「中国是癌細胞的共識」、這就是世界的危機。 

  

 ●中国癌会侵食整個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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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把世界各地的「中国問題専家」当成是医師的話、那我可以保証十人中有九人会把「中国癌」

診断成正常的細胞。這九個医師会説「這細胞雖然成長快速、但這不過是好像正在長大的少年、我

們應該給他更多的営養（資本與技術）」。或説「現在雖然不聴話、這不過是身体和心智的成長還没

有協調而已、等他智慧成熟就会変成謙謙有礼的紳士」等等。 

  

而其中只有一個医師可能会説「這不就是癌細胞嗎？這種行動非常怪異、再怎麼等也不可能変為正

常」。 

  

問題是即使有一個医師這麼診断、但絶大多数的医師都不這麼認為。因此雖然世界上有不少中国専

家正在診察中国、但他們只採取観察的態度。癌症已経発生了、却還没有人想到應該開始治療、而

当然也就没有人想出任何治療方法出来。 

 

 尤其日本対中国有着「有一天中国会変成負責任的大国」等不切実際的幻想、因為日本還没有任

何人認為中国是癌細胞、当然日本就無法看清楚中国癌終将危害人類全体。 

  

放着癌症不医的話会有什麼後果？不是医師也可以想像得到。相信很少人会説放着癌症不医治是最

好的選択。 

 

 在医学的世界、正確的診断是最重要的。有正確的診断才有正確的方法来治療、病人也才能保住

一條命。中国問題也是一様、我們只有正視中国是侵食地球的癌細胞之事実、才能確立中国問題的

治療法。 

 

 第２節 被癌細胞汚染的空気 

 

 ●灰朦朦的北京天空 

  

人要生存欠缺不了空気、要健康、当然要呼吸新鮮乾浄的空気。而為了自己也為了他人、一般人

会儘量避免把空気弄髒。可是中国癌才不管這些、空気再怎麼髒也不関我事。 

  

癌細胞的成長與増殖的速度非常快、因此其排泄物也相当多、当然癌細胞対其生存環境的汚染也

非常厳重。癌細胞是極為貪心的存在、為了自己不惜破壊周辺的環境、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没有

吃光絶不終止。最終癌細胞会把所有的環境都破壊掉、而自己也避不開死亡之途。這就是癌細胞的

宿命。 

  

当我們検視中国的環境問題時、我們可以看到中国與癌細胞完全一様的現象。為何如此？因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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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汚染問題的根源與癌細胞完全相同、一個是徹底的拝金主義、另一個是冷酷的利己主義。 

  

所以這個国家愈壮大、経済愈発展、其慾望就更大、行事作風就更為所欲為、対周辺環境的破壊也

更加劇。而這也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国。 

 

 我們先来検証一下中国的空気汚染看看。 

 

 不管什麼国家、首都就是国家的門面、因此所有的国家対其首都的環境都特別用心、当然中国也

不会是例外。只是不管中国再怎麼給北京擦脂抹粉、北京就是不乾浄。 

  

我們経常在電視新聞中看到北京街頭的画面、而不管什麼時候、北京街頭都灰朦朦像有層煙霧遮

着電視画面一様。不知道的人会認為是撮影時正好是有霧的天気、但那與天気無関、那就是北京正

常的空気。 

 

 中国有着最邪悪的内在、也因此中国最重視外在的装飾與門面。当然中国在北京奥運時、対空気

汚染改善対策也下了不少功夫。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１日産経新聞的頭版一篇「基準外的北京晴天」専文中提及、対馬拉松選手而言

北京奥運中最大的強敵不是其他的選手或路線、而是骯髒的空気。寫此専文的記者実際上也試着跑

了一下此路線、此記者的感想是「空気中像満布着灰塵一様」。 

  

然而這却還是中国政府当局努力改善後的状態。北京奥運的成敗攸関中国的国家体面、中國政府為

了改善北京的空気汚染、将市内１６７所的工廠強制遷移到郊外、也強制了１５０万的居民搬遷離

開北京。不過這些処理空気汚染的措施都不過是為了一時的面子、奥運一結束北京的天空也立刻恢

復灰朦朦的一片、所有的効果在刹那間消失。 

  

２０１１年美国経済研究所（ＮＢＥＲ）的研究報告就指出、「中国政府在北京奥運期間中成功地

譲北京市空気品質改善了３０％、奥運閉幕一年之後其効果消失了約６０％」。這個報告実在対中

国太客気了、如果問問北京居民的話、他們会告訴你「奥運一結束、効果就百分之百消失了」。 

 

 ●中国的空気汚染威脅全世界 

 

 中国以国家威信来処理北京的空気汚染、其成果也不過爾爾。北京以外的主要都市即或是冬天萬

里無雲的晴天時、上空也像覆蓋着一層煙霧、従上空完全看不清楚下面都市的輪郭。 

 

 根拠ＯＥＣＤ（経済合作與発展組織）資料顕示、中国的主要都市中６０％処於世界最壊的空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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汚染水準。ＯＥＣＤ調査了中国的３４２個都市、其中有２１７個都市的空気汚染毎年持続地悪

化。 

 

 這不僅是因為工業汚染而已、華北的北方戈壁砂漠毎到冬天就会吹起大量的黄砂、在北京、此黄

砂有時甚至可堆積到１０至２０公分高。而且、這些黄砂会與被汚染的空気中種種的化学物質結合、

乗着西南気流吹送到日本。所以、雖然空気汚染受害最大的是中国人、但処於下風位置的日本人也

同時受害。 

  

中国的空気汚染不只来自工廠或車輌的廃気、佔中国発電量８０％的火力発電也有着不可忽視的影

響。中国的煤炭産量多、火力発電也主要依頼煤炭。但中国的煤炭硫黄成份多而且品質低劣。而且、

中国為了解決電力不足的問題、平均毎１０天就建造一座火力発電廠、有這些大量燃焼煤炭的発電

廠、空気汚染当然無法改善。数年前在貴州省的貴陽発電所周囲、居然従天降下黒漆漆的煤灰、而

其原因就是使用品質悪劣的煤炭所致。 

 

 中国以建造火力発電廠来應付其電力需求、這也許是最廉価而又快速的方法、然而其所燃焼的煤

炭却也急速増加了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２００７年起、中国已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更厳重的是水泥。建設火力発電廠需要大量的水泥、但是水泥的生産会発生大量粉塵及有害物質、

可説是空気汚染的元凶。而中国水泥生産却是世界第一、佔世界総生産量的５４％（２０１０年）。 

  

唯我独尊的中国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不是人民的健康更不是如何削減二氧化碳的排放。但中国的

空気汚染已達全球性的規模、全世界都在注目也密切注意中国是否有所改進。根拠ＷＨＯ（世界衛

星組織）調査、因為空気汚染而死亡的人数毎年有３００万人、其中中国就佔了６５万６０００人

（２００７年）。與美国的７万人比較起来、其厳重程度不言可喩。而現在的中国比起２００７年

時、空気汚染更為厳重、其二氧化碳排放量更已超過美国成為世界第一、対地球的環境威脅也一天

比一天更厳重。 

 

 ●犠牲空気、追求利益 

 

 １９９０年代来持続以１０％以上経済成長的中国、一味追求利益而放任企業排放各種汚染。這

種不負責任的態度也譲周辺諸国飽受来自中国的空気汚染之苦。 

  

中国的能源消費量在２０１０年就已超過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而其環境汚染物的排出量也居世界首

位。地球温室化原因的二氧化碳排出量是世界第一、佔全世界排出量的四分之一。硫黄氧化物的排

出量則是俄国、蒙古、韓国、北韓、日本五個国家加起来総量的１０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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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会如此厳重？因為中国的一次能源的７５％依頼煤炭。燃焼煤炭所産生的二氧化碳與氮氧化

物（ＮＯｘ）遠超過国際所訂的基準、這同時也是造成酸雨的直接原因。這些在中国産生的酸雨由

偏西風運到日本、譲日本也受害。而氮氧化物（ＮＯｘ）則是引起呼吸器系疾患的原因物質之一、

中国的氮氧化物（ＮＯｘ）排出量在２５年内増加了将近四倍、在２０２０年估計将再増加為目前

的両倍。 

 

 日本的海洋研究開発機構與九州大学在２００８年４月、分析了火力発電與車輌廃気所産生的氮

氧化物（ＮＯｘ）排出量。日本的排出量在２０００年以後就不再成長、呈水平状態、然而中国却

不同。他們予測中国的経済成長如持続下去的話、造成日本光化学煙霧原因的大気中臭氧的濃度将

持続増加。如中国対此完全不採取任何対策的話、日本臭氧濃度超過其環境基準（６０ｐｐｂ/時）

的時間数、将由２０００年的毎年２０％升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３０％。対日本如此、対台湾也是如

此。 

 

 亜洲２４個国家的氮氧化物（ＮＯｘ）従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３年的２３年之間増加了２.８倍。

這之間、日本工廠導入除去各種汚染物質的設備、汽車也導入汽電共生装備等等、這些努力削減了

約三成的氮氧化物（ＮＯｘ）。可是中国反而増加了３.８倍、２０００年時、亜洲２４国的総排出

量２５１１万公噸中、中国就佔了約４５％。其後中国的氮氧化物（ＮＯｘ）也因為煤炭火力発電

的影響而不断拡大、在三年之間増加了１.３倍。 

  

美国太空総署（ＮＡＳＡ）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６日発表的報告指出、粒径２.５μｍ（一μｍ

為千分之一ｍｍ）以下的微小粒子状物質「ＰＭ２.５」之空気汚染物質以中国的濃度最高。微小

粒子状物質可進入肺的深処、並可進入血液内。因此容易引発各種肺臓及心臓血管之疾病。特別是

粒径２.５μｍ以下的微小粒子会透過呼吸到達肺泡、再由肺泡進入血液之中。含有重金属之物質

則由血液伝達到人体全身、対身体有相当厳重的影響。 

 

 而中国大気中高濃度的微小粒子状物質、正表示其空気汚染的厳重。根拠世界衛生組織機関（Ｗ

ＨＯ）的標準、微小粒子状物質的年平均値在１０μg／立方公尺以下才算安全。而中国年平均値

是５０～８０μg／立方公尺、達ＷＨＯ安全標準的５倍至８倍。 

  

●中国指控観測空気汚染是「干渉内政」 

 

 中国当然也有観測其空気汚染度、但却只発表粒径１０μｍ的「ＰＭ10」汚染粒子。北京的美国

大使館為了大使館員與美国僑民的健康、従２００８年開始在其大使館内観測空気中的微小粒子状

物質「ＰＭ２.５」、並毎隔一小時在微博上公布其観測結果。 

  

当然這個挙動対居在北京的中国人也是件好事、中国人也可以従美国大使館所公布的数拠知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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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辺環境汚染程度。而中国環境保護局却在２００９年向美国強烈抗議、説這会「引起中国人民的

混乱」。中国就是這種国家、只要人民知道真相就会天下大乱。 

 

 而美国無視於中国政府的抗議、継続発表其北京空気汚染的数拠。針対此、中国環境部的呉暁星

副部長刻意在２０１２年６月５日的「世界環境日」、公開発表声明譴責美国「中国空気品質的観

測属中国政府的管轄、他国大使館的観測違反維也納条約、是干渉内政的行為」。 

 

 這就是中国、凡不合其意的都是「干渉内政」。然而最在意美国大使館所発表的数拠的、應該就

是居住在中南海内的中共頭目。他們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只有自己最重要。中国的媒体曾経報導

過中南海頭目的住居、毎一個房間都装置着大型的高性能空気清浄機。由此可見北京的空気被中国

癌所汚染的程度、似乎癌細胞本身也很清楚。 

 

 也許是受了美国大使館的刺激、中国従２０１２年也開始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等四直轄市

與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的両個定点観測微小粒子状物質「ＰＭ２.５」。可見来自美国的「干渉

内政」相当有効、対中国人也非常有益処。 

 

 第３節 被癌細胞汚染的水質 

 

 ●「無錫旅情」的臭水事件 

  

対人類而言、水與空気一様地重要。日本称為瑞穂之国、在世界中算是水量非常充沛的国家。日

本也許有偶発性的水質汚染、但幾乎没有全面性的水質汚染、最大的理由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着

絶対不可汚染水質的常識。但是自私的癌細胞不存在這様的常識、癌細胞的本能就是不断地拡張自

己、不断地奪取営養分、到処排放排泄物。最後、癌細胞連生存上所不可或缺的水也糟踏成爛泥巴

一様。中国経済発展所引起的水質汚染就是這個様子。 

 

 要理解中国的水被汚染到什麼程度、最好的事例就是在２００７年５月所発生的「無錫臭水事

件」。 

 

 因為日本歌謡曲「無錫旅情」之故、無錫在日本也非常有名。無錫市位於太湖北岸、在日本人的

心目中、她是個浪漫的水都。而在２００７年５月底、二百万人市民使用的自来水却突然発出悪臭、

不僅不能喝也不能用来洗衣服或洗澡、因為残留的臭味令人受不了。 

 

 悪臭的原因来自於無錫的水源地太湖。太湖滋生了大量的藻類、湖面像佈満一片深緑色的油漆一

様。 

 

http://ja.wikipedia.org/wiki/%E8%97%BB%E9%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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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也震驚了北京政府。因為１９９２年、当時的李鵬首相以挙国之力来整治水源汚染、而其

様版就是太湖。政府当局的説詞是、因為雨量少而導致湖水減少、因此才発生大量的藻類。無錫市

公開表明将在四天内把湖水整治乾浄、市長與官僚們並在四天後的記者会中公開喝下自来水作秀。 

 

如真的在四天之内将湖水整治乾浄的話、那只能説是奇蹟。高雄的愛河由於工業廃水的汚染成為

臭水溝、而高雄市政府費了３０年以上的歳月才将愛河的臭味除去。中国第三大的太湖居然在四天

之可以整治乾浄、誰相信？ 

  

 四天後的確自来水変透明了、但臭味仍然存在。無錫市民也不敢喝自来水只敢飲用礦泉水、甚至

美容室也只有用礦泉水来洗頭髪顧客才会上門。視銭如命的中国商人則利用此機会将礦泉水的価格

漲了六倍、這種発災難財的現象在日本是絶対看不到的。 

 

 中国人之所以不信認政府的説法是有其理由的。中国的水質検査基準雖有透明度、大腸菌等生物

基準、但只要官員説合格就是合格、説不合格就是不合格、完全在官員的一念之間。所謂的「検査

基準」不過是官員用来収紅包的工具而已。 

 

 ●汚染的原因是農工業的廃水 

 

 太湖大量発生藻類近因的確是因為雨水不足、但遠因却是農工業的廃水大量排放到太湖所致。 

 

 太湖是周辺約三千万居民的水源、而這個地区同時也是中国最大的穀倉地帯、由於過度的食糧増

産計画、当地農民就大量地使用化学肥料與農薬以増加産量。這也是汚染太湖的原因之一。 

 

 此外工業廃水也相当厳重。太湖接近上海與蘇州、因地利之便太湖的周辺也是中国工業最発展同

時也是税収最多的地区。太湖附近的工廠多数是重化学工業、工廠的廃水就直接排放到太湖。而除

了直接排入的廃水之外、経由長江流入太湖的廃水毎年間就有二億公噸。 

 

因此、太湖周辺地区的住民発生癌症的比率居全国第一位。有個村子、其肝臓癌的発生率、是全

国平均的一百倍。這是因為有害化学物質、最終会蓄積在肝臓之故。 

 

 ●告発汚染却反被逮捕的呉立紅 

 

 在無錫悪臭事件発生之前、著名的環保闘士呉立紅就已多次告発太湖的汚染状況、呉立紅花了二

十幾年的時間、追査太湖的汚染原因、並公開了排放廃水的数百家企業名単。 

 

 呉立紅住在太湖湖畔的江蘇省宜興市、他徹底地調査太湖周辺数千家的化学工廠的廃棄物並把工

http://ja.wikipedia.org/wiki/%E8%97%BB%E9%A1%9E
http://ja.wikipedia.org/wiki/%E8%97%BB%E9%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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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排放出来的廃水與廃棄物拍照、同時将湖水的様本寄給政府調査員、也将這些証拠等之情報発給

当地的媒体。呉立紅不懼廠家及地方官員的威脅、努力地収集証拠並不間断地通報。他因此遭到地

方当局的打圧失去工作、生活也同時陥入困境。 

 

 呉立紅当初只是収集宜興市的汚染証拠而已、然而中央政府当局却無視事実反而将宜興市表揚為

「全国環境保護模範都市」。呉立紅要求政府撤回此不符合事実的表揚、地方政府悩羞成怒反将他

逮捕起来。 

 

宜興市的警察為了譲呉立紅認罪而対他厳刑拷打、最後呉立紅以「詐欺罪」及「恐喝罪」被判三年

的徒刑。 

  

最諷刺的是呉立紅被逮捕不久之後、就発生了無錫的自来水悪臭事件。正如他所警告的一様、有

毒的工廠廃水造成大量的藻類滋生於太湖、同時也譲二百万以上的居民因此而失去了飲用水源。 

 

 ●太湖的汚染状況更加悪化 

 

這個臭水事件鬧大之後、中央当局最終也不得不処理、因此対太湖周辺１３００家以上的工廠発

出了警告或停止営業的命令。但是在２００７年被停工的多数化学工廠後来還是以別的名称重新開

工。這就是中国人最厲害的地方、変個臉重新出発、従頭到尾都是假的。 

 

 太湖的汚染仍是現在進行式。化学工廠的負責人都宣称他們有装置汚水処理的設備、而水質専家

們則指出這些設備只有在検査時才起動、検査官員一走就関掉了。所謂汚水処理不過是做個様子、

這当然無法改善什麼水質。北京公共環境研究中心的馬軍就断言太湖汚染状況不可能改善、只会更

悪化。 

  

現在、太湖周辺的各都市已開始找新的水源、這個挙動正顕示太湖的水質已不可能改善。中国人

的本能就是把一切弄髒弄臭、従頭到尾徹底破壊之後則遺棄不顧、馬上開始尋找別的猟物。這就是

癌細胞的生存本能。 

 

 ●中国的水汚染威脅人類生存 

 

 太湖的水質汚染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而已、中国的水質汚染是構造性及全面性的。中国都市９

０％的地下水、７５％的河川與湖泊遭到汚染、而中国毎天有七億人喝着被汚染的水。 

 

 中国国家環境保護局政策法規司的別濤副司長在２０１２年５月、「第一財経日報」的採訪時指

出中国的水質汚染非常厳重、他説中国的河川已染成七色、南部的河川完全被汚染、北部的河川則

http://ja.wikipedia.org/wiki/%E8%97%BB%E9%A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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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枯乾。別濤認為水質汚染的原因是因為企業太没道徳、違法排放廃水。 

 

 由他的一言就可看出、中国是個不守法的国度。中国的法律不過是政府拿来搾取人民、官員用来

収取紅包的工具罷了。 

  

中国的髒水最終還是排放到海洋、日本台湾及周辺国家都会受到影響。今天我們如継続放任中国

汚染其環境、有一天整個地球都会受不了。換句話説、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人類生存最大的威脅、

如同癌細胞威脅我們的健康一様。 

 

 ●長江是世界最大的排水溝 

 

 中国毎年排放６００億公噸的廃水、而且還年々増加。這些廃水中的８０％完全没有経過任何処

理就直接排放到河川、当然這些河川的水質可想而知。 

  

長江全長６３００公里是中国最長的河川、而排放到長江的廃水也年年増加。２００５年排放到長

江的廃水有２９６億４０００万公噸、隔年就増加到３０５億５０００万公噸、這等於是黄河全部

的水量。其後的廃水排出量也持続増加、２０１０年増為３３９億公噸、其中２２７億５００公噸

是工業廃水佔全体廃水的６７％、糞尿等生活廃水有１１２億公噸佔了３３％。 

 

 根拠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的統計、１９７０年代後期排放到長江的廃水量是９５億公噸、１９

８０年代後期約１５０億公噸、１９９０年代後期約２００億公噸。由此可見２０００年以後的廃

水増加量有多麼驚人。 

 

 長江是許多歴史故事的舞台、其雄偉及美麗的壮姿受到古今文人的讃歎歌頌、可説是孕育中国文

明的母乳。而今日的長江却已成為農工業廃水、都市生活廃水及糞便屎尿的排水溝。 

 

 長江有着這麼多的問題、可是長江流域水資源保護局的臧小平副局長竟声称「廃水雖有増加、但

国内主要河川之中、長江還算是『優等生』、没什麼好憂心的」（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９日「中国経済

参考報」）。原来如此、這位中国高幹也可算是優等癌細胞了。 

 

 ●将渤海湾変成死海的毒水 

 

 中国河川水質悪化同時也汚染了其沿海的珊瑚礁、並導致発生赤潮。長江流域因為森林喪失而流

出大量的泥土、造成東海成為広大的海底砂漠也喪失了漁場。這也導致中国的漁民転移陣地、到遠

洋去與他国争奪海産資源。 

 



12 

 

 位居黄河出口的渤海、因河川汚染而造成海底砂漠化、呈現一片死海光景。渤海是５３條河川的

出口、而其中４３條河川的汚染極為厳重、遼寧省、河北省、山東省計１０５個汚染地域之河川直

接将廃水排放到渤海。毎年、数十億公噸的廃水與約１００万公噸的固体汚染物質流入、這些付着

汚染物質的垃圾最終則大量漂流到日本北九州的沿岸地区。 

  

天津市塘沽区水産局漁政課也承認「渤海湾海域現在已変成没有魚類生存的死海」。在遼東半島

與山東半島之間的渤海湾原本是海産類宝庫、也曾有海洋公園的美誉、而今日的渤海湾却是汚染的

沼泥湾、成為没有魚類生息的死海。 

 

●日本是最終的受害者  

 

海洋汚染的厳重度、看看大量出現的「越前水母」就可以知道。「越前水母」的傘直径達二公尺、

重達５０公斤。為什麼説這巨大的水母是海洋汚染的指標？「越前水母」原本生息在渤海湾、而此

水母喜歓不太乾浄而有点混濁的海水。而連不愛乾浄的「越前水母」都受不了渤海湾的汚染不得不

逃離出来、渤海湾髒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 

 

 「越前水母」逃出渤海湾到黄海、再順着対馬海流漂流到日本海。而這個「越前水母」的逃難路

線也意味着汚染的流動路線、表示中国的汚染已到達日本海了。 

 

 日本不僅承受来自中国的偏西風、海流也是中国的下游、被汚染的海水順着黒潮最終到達日本。

黒潮是由中国沿岸北上、在長江出海口的上海附近分為二個支流、一支在黄海周遊一圏後再度與黒

潮合流。黒潮則通過対馬海峡流到日本海、而日本海的出口却是極其狭窄的津軽海峡與宗谷海峡、

這意味着汚染物絶大多数会沈積在日本海内。所以日本可以説是中国水質汚染最終的受害者。 

 

●環境保護法只是個幌子 

  

中国並不是没有保護環境的法律。中国有「水汚染防止法」「大気汚染防止法」「海洋環境保護法」

等等。那是不是中国就算是法治国家？当然不是。這些法律不過是騙騙国際社会的幌子、及用来恐

喝企業収紅包的工具而已。 

 

 在中国、企業不和地方政府勾結是無法生存的。地方政府在企業有汚染環境的事実時会先通知企

業、而後按汚染程度及企業大小来収取紅包、這就是中国這個人治国家的現実面。中国的法律不過

是権力者拿来圧迫人民工具而已、如人民不順従、就依法厳辧、送紅包則保証没事。法律的執行與

否全在権力者的一念之間。這様的国家就算制定再多的「環境保護法」也不可能保護什麼環境、「環

境保護法」應該正名為「荷包保護法」、因為這些法律保護的只是官員的荷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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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環境汚染正無止境地拡大、中国連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水都不惜弄髒、這不是癌細胞、那是

什麼？ 

  

 今天、中国対海洋所造成的汚染已拡大為地球規模、並対人類的生存帯来厳重的問題。中国已毀

滅了自己的大地與河川、現在更要進一歩毀滅整個地球。世界上所有的人是不是需要更認真地来面

対中国癌的問題呢？  

 

第４節 不吉利的「三峡大壩」 

 

 ●斬断龍脈的巨大妖怪 

 

 １９９３年開工２００９年完成的世界最大的巨大水庫「三峡大壩」已成為不吉利的水泥妖怪。 

 

 相当多的中国人相信三峡大壩三峡斬断了中国的「龍脈」。「龍脈」指的就是中国最大的河川長江。 

  

中国人相信風水的人很多。中国人認為風水可帯給人栄華富貴、也可譲人陥入苦難。風水被破壊

的話、其子々孫々都将陥於不幸的苦難深淵。 

 

 長江源出西部辺境高聳的山脈中的小河、而成為中国最大河川奔流到東海、是中国民族的命脈、

也是風水中的「龍脈」。而這條巨龍却被巨大的水泥妖怪従中切断、長江再也不是孕育中国大地的

偉大母親了。如前述、長江已成為充満屎尿悪臭的巨大排水溝。 

 

為何中国会建造這麼一座「不吉利的妖怪」呢？ 

 

提起三峡、許多人会連想到李白有名的唐詩「早発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両岸猿声啼不住  

 軽舟已過万重山  

 

 這首詩之所以被許多人所熱愛、是因為詩中並没有具象地描写三峡、而是以第三者的動態情景来

間接表現三峡之美。因為三峡之美実際存在、而大多人也知道、所以没有必要去描写其実景、聡明

的李白巧妙地用動態的表現来譲読者想像三峡的絶景。 

 

 従這首詩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三峡所留下来的許多文化遺産譲人心酔、也孕育了無数文学、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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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経典之作。然而中国癌細胞却與這些美的意識無縁。 

  

●三峡大壩是慾望與本能的産物 

 

 会有建造三峡大壩的想法本身就非常中国、這個思考背後隠藏着癌細胞的本能、這個本能就是金

銭慾與功名心。全世界只有中国人会水淹李白詩中的白帝城、破壊掉美麗的三峡、把１４０万的居

民逼離家園来建造巨大的水泥妖怪。然而対中国而言、三峡大壩的建設正符合「好大喜功」這四個

字、也符合権力者的功名心及利益取向。 

 

 日本的公共建設費用常被批評比民間貴三成、但日本很少有偸工減料之事。中国的情況則大大不

同、中国的公共建設予算的二成到三成被官員汚到自己的口袋裏、想不偸工減料根本不可能。 

 

 ２００８年四川大地震中崩潰倒塌的政府官庁及学校建築中、露出来的鋼筋細如鉄絲、水泥則像

麺粉塊一様、中国人叫這些工程是「豆腐滓」一点也不誇張。為什麼中国人会称其公共建設是「豆

腐滓工程」？就是因為包工程在毎一個階層都必須送紅包、従最底層的地方小官到中央級的大官、

官官都得送。毎一個階層都要求二成的紅包、結果如何不難想像、不是増加予算就是偸工減料。因

此我們可以断言中国所有的公共建設都是「豆腐滓工程」。 

  

三峡大壩当然也不例外。這個巨大的水泥妖怪就是中国癌慾望與本能的象徴。中国的高官們、対於

三峡大壩倒底有多少治水防洪的効果完全没有興趣、中国癌的目的不是公共建設的効果、而是公共

建設本身。 

 

 ●環境破壊的象徴 

 

 為了満足中国高官無止境的慾望、所必須付出的代価難以估計。三峡大壩的建設本身已経帯来了

各種災難、而未来的災難将会更大。 

 

 三峡大壩自２００９年完成以後、水質汚染與山崩的問題変得更加厳重。 

 水質汚染最大的原因就是長江流域廃水排出量急速増加。長江流域包括巨大都市重慶的三千万人、

共有一億六千万人居住、其工業廃水生活廃水都流入長江、三峡大壩則像個廃水的貯水池一様。 

 

 三峡大壩完成後其附近的長江水流停止、也因此失去長江本身的自浄機能、水質汚染当然更加厳

重。不只如此、長江的水流停止或遅緩也影響到長江支流的水質、大量的有害藻類因而更広泛地発

生、長江流域住民的飲用水也因此遭受更厳重的汚染。 

 

 ●頻頻発生的山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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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三峡大壩的鉅大工程、無情地破壊了周辺広大的森林、使得地質変脆弱而経常引発山崩。同

時三峡大壩所貯備的水、会侵蝕河岸造成地表滑動的現象、使居民的生命遭受威脅。事実上已有因

為地表滑動而惨遭毀滅的村荘。 

 

 此外、三峡大壩的貯水也誘発了地震。三峡大壩在水位達到１３５公尺的２００３年６月以後、

附近発生了大小一千次以上的地震。這是因為原本建造三峡大壩的渓谷之地質非常不安定、在水位

超過１００公尺以上時巨大的水圧造成地盤更不安定而引発地震。 

 

 事実上在建設三峡大壩的初期、就経常発生大規模的地表滑動與洪水。環境問題的専家們也早就

警告三峡大壩会破壊沿岸地域的自然環境、只是這些警告通通被政府当局所封殺。 

  

現居徳国、当時也参加三峡大壩建設企画的水利専家王維洛（国土計画学博士）指出中国政府只採

取支持建設三峡大壩的意見、而這些所謂専家也都看着政府的臉色発言、他們順従政府的意思、不

敢提出客観的証拠出来。 

 

 現居美国対環境問題有深刻見解的著名作家鄭義則指出、建設三峡大壩的背後有着巨大的利益集

団存在、這集団包括政府高官與民間業者、他們互相勾結謀取暴利。 

 

 這就是中国癌厲害之処、他們根本不管什麼環境問題、也不管有什麼治水防洪的効果或是什麼経

済効果。他們只在乎建這個水庫自己可以分多少銭、其他都不重要。 

 

●黄万里的遺言「三峡大壩絶対不能建」 

  

有許多水利専家指出、三峡大壩有可能崩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被称為「中国水利界良心」

的已故前清華大学水利学系教授黄万里。他死前高呼「三峡大壩絶対不能建」。黄万里生前多次提

出反対建設三峡大壩的意見書給政府当局、根拠黄万里的看法、三峡大壩是相当可能崩潰而且非常

危険的水庫。 

 

 実際上、三峡大壩在２００６年開始貯水時就已発生多次亀裂的問題。奇妙的是中国政府在建好

三峡大壩之後居然坦白承認此事、同時已編列予算実施修補工程。 

 

 在三峡大壩未施工前、中国政府完全無視於任何反対建設三峡大壩的意見、甚至把反対者打入大

牢。而中国国土資源部三峡大壩地区地質災害防止辦公室主任劉源却在２０１２年４月承認、三峡

大壩因為貯水而有増加災害的傾向、地表滑動與山崩的危険地方也多達５３８６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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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認錯的中国政府何以在完工後短短三年之内就乖乖承認了三峡大壩的問題呢？海外的中国

観察家多数認為這是因三峡大壩的問題多到無法隠藏、只有承認。這個看法雖然部份正確、但不是

主要理由。 

 

 在思考中国問題的時候、不能以人的思考方式来思考、而必須以癌細胞的思考方式来思考。対中

国癌而言三峡大壩有問題反而比較好、有問題就不能放置、当然就必須補修、補修就必須編予算、

編予算就有紅包。施工前無視於問題的発生、甚至把反対者打入監獄、施工後則問題愈多紅包愈多。

這就是中国癌。 

  

●治水工程是中国癌的「揺銭樹」 

 

 水質汚染的問題也好、山崩的問題也好、都如同三峡大壩一様是中国癌的「揺銭樹」。利用「問

題如不処理三峡大壩就可能崩潰」的数億長江下游居民的恐怖心理、来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這

就是癌細胞的思考模式。 

 

問題還不僅僅在三峡大壩本身而已。１４０万以上的「三峡移民」是另一棵「揺銭樹」。這些人

的住居建設與提供他們工作的工廠建設也是中国癌的「収入来源」。然而「三峡移民」所移住的地

方仍然是長江沿岸、他們削掉山坡地用来開発成住宅地。而其結果、就是譲更多的土砂流入三峡大

壩縮短其寿命同時也加速其歩向崩潰的最終命運。 

 

 而這一連串的問題却反而又是編列龐大予算最好的口実。問題叢生的三峡大壩可以説是中国癌最

爽的「楽園」了。 

 

 ●三峡大壩一定崩潰 

 

 三峡大壩真的会崩潰嗎？ 

 証拠会説話、只要看看中国所建造的水庫的実績就知道。按中国水源機関報告所顕示、従１９５

４年到２００３年之間所建造的中国的水庫已有３４８４座崩潰。平均毎年７１座、毎５天一座水

庫崩潰。這就是事実。 

 

 新華社通信是中国国務院直属的通信社也是政府及中国共産党代言媒体。新華社通信在２００７

年４月時就已報導了水利部副部長矯勇的談話、他説「有缺陥的水庫就像『定時炸弾』、厳重地威

脅着水庫下流居民的生命財産。而中国全国共有８万５０００座以上的水庫、其中３万座有着極其

厳重的構造性缺陥」。 

 

世界最具歴史的法国報導機関的ＡＦＰ通信在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作了以下的報導。 



17 

 

 

 「１９７５年８月河南省中部的豪雨破壊了６２座的水庫。根拠正式統計這個災害中総計有２万

６千人死亡、有一千万人受害、然而這個数字被隠蔽了好幾年。専家們認為水庫的崩潰是因為技術

上的缺陥所致。 

 

 此外、中国政府以治水防洪及発電為目的之三峡大壩已有了許多亀裂、国際専家們由此認定中国

的水庫建設技術本身有問題。但是中国政府否定了這些専家們的看法、中國政府説亀裂没有問題、

補一補就好」。 

 

 施工前就有許多専家指出、三峡大壩附近的地質脆弱、絶対不適合建造水庫。筆者可以断言、此

有缺陥的三峡大壩是如假包換的「定時炸弾」、也是断絶龍脈的「不吉之物」。相信中国的政府高官

們也知道三峡大壩終将崩潰的事実。 

  

 那麼三峡大壩崩潰了会如何？ 数億以上居民的生命財産要怎麼辦？難以想像的巨大土石流把

下流的工廠、住宅推倒、天文数字的有害物質流到海裏、東海会不会変成一片死海？ 

 

 可是這些対中国政府当局是不痛不痒的。中国癌会告訴你、「天曉得、那関我什麼事？」。 

 

第５節 犯罪是中国癌細胞的本能 

 

 ●中国独特的「犯罪文化」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犯罪者存在。但中国有着與他国不同独特的「犯罪文化」。 

 

 再次強調、在中国所謂「法」只是権力者的「搾取道具」而已。無力的百姓只有想尽心思在「法」

的縫隙之間求生存、有力的人則根本不用守法。 

 

 在中国也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句話、只是這不過是一句口号而已、中国人毎個人都知道

事実根本不是這様。與「道徳」這句話一様、在中国「法」也是不存在的。 

 

 中国的犯罪有両個特色。一個是、中国的犯罪是「全面性及普遍性」的。另一個是中国的犯罪是

「組織性及国家性」的。 

 

 対中国癌細胞而言、不犯罪的自制心並不存在、甚至也不存在有犯罪的意識、有的只是「能與不

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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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共通的常識是、社会地位高的人犯罪也愈低如有犯罪也是属少数的例外、很難想像会有社

会地位高的人犯罪率也高之事。比如説、医師在日本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日本人称呼医師為「先

生」（sensei）、来表達対医師的敬意、因為医師有其専業知識及責任感是生命的守護者、日本人覚

得這様的人應該受尊敬。 

 

 然而在中国、社会地位不過是用来満足私欲的手段而已。中国的医師被称為「白衣的悪魔」、中

国医師用便宜的薬却向病人収高薬価的銭、随便做検査、做不必要的治療在中国的医院是理所当然

的。在中国医師們的眼中、来看病的病人只是送銭上門的肥羊而已。 

 

 ●感冒看病被収一万人民幣的日商 

 

 我有個朋友是蘇州的日本企業工廠責任人、有一天他感冒到上海的医院去看病。医院要他做與感

冒完全没有関係的全身ＣＴ與超音波的検査、総共収了他一万元人民幣以上。日本人在中国個々乖

的像隻小猫、我的友人也不例外、心中雖然有疑惑但也只有摸摸鼻子付帳。問題是吃了医院開的薬

以後、身体却愈来愈奇怪、全身無力而且虚弱地站不起身、有如重病人一様。他大為驚慌馬上回日

本看病、日本的医師把他在中国拿的薬停掉、身体馬上就好転了。 

 

従此以来、他只要身体一有異様就回日本看病。在日本至少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動什麼手脚、而且

就算加上機票銭、也比在中国看病便宜許多。 

 

 ●被医師偸走腎臓的台商 

 

 只剥削病人金銭的中国医師還算是有良心的。有台商従中国回来、総覚身体到処都不対勁、到了

医院検査才発覚他在中国動手術時、被偸了一個腎臓。従医学的角度来看、少一個腎臓應該是不会

有多少異様才対的、可是天曉得這個台商除此之外還被動了什麼手脚？手術後到底吃了多少不應該

吃的薬？而花了多少寃枉銭不過是小事一椿罷了。 

 

 在中国偸偸摘取患者臓器的医師可不是例外。臓器買売是最好康的生意、只要有機会中国的医師

不会放過。而必須自己想辦法去偸摘病人臓器的医師還算是小尾的、大尾的中国医師與軍方或警察

司法当局合作、直接従死刑犯身上摘取「新鮮的臓器」。 

 

 由世界各国医師所組織的「反対臓器強制摘取医師会」（ＤＡＦＯＨ＝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在２０１２年発表其調査報告指出「過去七年間、中国有四万件以上移植用臓

器的来源不明、無法確認提供者」。由此可見、毎年有近六千件的臓器被偸摘。這個龐大的数量当

然不是個人可以做得到的、很顕然這是有組織系統在運作的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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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管道的医師與政府当局掛勾謀取高利、没有管道的医師則動脳筋向病人騙銭或偸摘臓器。対中

国的医師而言、其社会地位不過是用来満足其欲望的工具而已。連医師都這様不堪、我們可以想見

中国其他階層的状況如何。中国的犯罪行為為何是「全面性及普遍性」的？我看也不用多説明了。 

 

 ●由「薄煕来事件」看中国的陰暗処 

 

 中国的犯罪還有一個特色、那就是「組織性及国家性」。「薄煕来事件」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５日、重慶市共産党委員会書記薄煕来被解任、其後中国共産党中央政治局委員

及中央委員会委員的職位也被剥奪。９月２８日的党中央規律委員会並議決将其党籍剥奪、也解除

其公職。薄煕来事件在瞬時間成為世界頭版新聞。 

  

薄煕来在重慶以「唱紅打黒」而馳名、他曾被視為中国領導人的接班人選之一、過去也一直有伝

言説他可能進入中国権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会」。 

 

 而薄煕来在被闘下台之後、他的犯罪事実就一一地被政府当局刻意洩漏出来。一夜之間薄煕来従

打黒的英雄変成十悪不赦的犯罪者、中国媒体毫不留情地打圧闘臭他。這也是「打落水狗」的中国

独特文化。 

  

由洩漏出来的情報顕示、薄煕来利用警察及司法「打黒」所没収的１０００億人民幣之中、他汚

了約３７０億人民幣。重慶市的警察與司法都在薄煕来的管轄之下、不管是不是有罪、只要被他物

色上了、就能以合法的手段判決死刑並奪取其財産。 

  

●連自家人也是「用完即丟」 

  

従薄煕来的事件也可看出中国的法律只不過是権力者的工具而已。凶狠的是、除了利用法律来「合

法殺人」之外、他還親身参与了不経過法律程序的「非法殺人」。 

 

 而諷刺的是把此殺人事件暴露出来的却是他的心腹王立軍。任職重慶市公安局長指揮警察與薄煕

来一起「打黒」的王立軍、自身察覚可能被薄煕来所殺害。他在２０１２年２月６日、向成都的「美

国総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而却没被接納。他在隔天、被中国国家安全部以「休假式治療」為由

押送到北京。其後的９月２４日、王立軍於四川省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被以収賄與濫用職権之罪

判１５年徒刑。 

  

従薄煕来的挙動我們可以看到即或是自家人、没有用了就想辦法消滅掉。這也是癌細胞的思考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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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必須看清楚、薄煕来絶対不是因為非法蓄財及殺人之「犯罪」而下台的。身為太子党的

薄煕来、因為他有與習近平競争国家領導人的野心、而早以被注意。他的下台可説是中国共産主義

青年団出身派閥的「団派」與「太子党」闘争中失敗的結果。薄煕来一下台、他的醜聞就一一被暴

露出来、這不過是対其残党的警告而已。 

 

 類似薄煕来的蓄財及犯罪、只要是中国直轄市及省級書記高官們、有誰没有？胡錦濤在西藏書記

的時代、就殺了十万以上的藏人。 

 

 対中国的権力者而言、蓄財與殺人不是「犯罪」而是一種「能力」、只要他地位穏定反而会被歌

頌。而且其蓄財與殺人的規模愈大、愈有資格当国家領導人。毛沢東殺了数千万的人民、直到今天

仍被中国人所歌頌。中国人就是這麼一個民族。 

 

 ●日常化・制度化的中国組織犯罪 

 

 中國経済学者何清漣女士在１９９８年出版『現代化的陥穽』、一時轟動全世界。而此書却在２

０００年被中国政府列為禁書、何清漣女士也在２００１年逃亡到美国。此書之所以被列為禁書、

是因為這本書指出了中国社会構造性的病弊與腐敗的根源。換句話説、這本書説了真話、而中国是

不允許有真話存在的。何清漣到了美国之後継続寫了好幾本相当有震撼力的書、也持続在「現代中

国研究」的雑誌上発表論文。其中一編『中国政府行為的黒社会化』中詳細地分析了中国権力者與

黒道掛勾的犯罪模式。 

 

 何清漣在論文中挙出種種実例説明中国政治腐敗的過程。她提及「黒道為了接近権力者而贈送賄

賂、権力者則因此成為黒道的靠山」「権力者也利用黒道的力量做各種見不得人的勾当」「最後黒道

老大直接進入権力核心」「国家也走向黒社会化而加速腐敗」。 

 

 何清漣強調、中国的犯罪是歴史的背景及社会構造所致、組織犯罪在中国社会已日常化與制度化

了。 

 

 第６節 中国経済的癌細胞 

 

 ●正常細胞会互相扶助 

 

 経済是一種交換行為。互通有無、互補不足的経済行為使社会在共存共栄的基礎上能永続成長。 

 

 正常社会中的経済活動是不允許有利益独佔的、因為利益独佔與財富過度集中会使社会全体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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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全体崩潰的話、当然利益独佔者也不可能生存。這個道理単純又明快。 

 

 正常的細胞也像社会的経済活動一様、細胞之間互相扶助。胃的細胞将食物分解消化、分解後的

営養分由小腸吸収、経由下腔静脈送到心臓、再由心臓打出血液運送到各臓器。肺則負責吸入氧気

経由血液運到心臓、心臓再将有氧気的血液運到身体各角落的細胞。身体的細胞由於分工合作而共

存共栄、在此没有所謂強者或弱者的存在、大家都一様重要、缺一不可。 

 

 如果肺臓説「氧気是我辛苦吸来的、我要留下来自己用、不送給其他的臓器」、那麼這個個体馬

上就活不下去、当然肺臓也不可能存活。也許你会説「肺怎麼可能做這種儍事？」。肺的癌細胞就

做這種事、所以人才会因肺癌而死亡。癌細胞也許在理性上也知道做這種自利的事、最終自己也活

不下去。然而癌細胞還是敵不過想要独佔全部利益的慾望本能。 

 

 ●「劫貧済富」的癌細胞経済体質 

 

 中国所謂的「社会主義市場経済」、講明白一点就是以公権力掠奪財富的独佔経済、是富人向窮

人奪取財産的「劫貧済富」経済。這就是癌細胞式的経済体質。 

 

 中国的経済結構譲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絶大多数的人認為這是因為鄧小平所提倡、先譲一部份

的人富裕起来的「先富論」政策所致、但其実原本伝統的中国経済就是這個様子。不過是鄧小平譲

此経済文化回到中国伝統之原点而已。 

 

由此也可見、其実中国是個最不適合共産主義的国家。最適合共産主義的国家應該是日本。日本

人重視「和の精神」（wa no seisin）、也就是人人都和和気気、生活水準也差不多、社会均質化而

且有着互通有無的精神。 

 

 如無法由一小群極為有能的人創造財富、並将之分享給其他的人的話、真正的共産主義社会是不

可能成立的。也就是説、没有非常強烈的自我犠牲的精神就没有共産主義社会。事実上、世界上所

有過去存在或仍然存在的共産主義国家都不過是掛羊頭売狗肉而已 

 

極端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国人就更不用説了。中国是個弱肉強食的国家、有力的人才可能聚集財富。

有経済学者説中国是極端的資本主義社会、而事実上中国比任何資本主義国家還冷酷無情、可説是

癌細胞経済体質。 

 

 ●死了還緊抱財産的中国人 

 

 西方社会雖是資本主義社会、但也確立了財富再分配的法則。義工精神、救済弱者的精神、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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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的精神、博愛的精神等等長久以来就已存在。 

 

 這也許與基督教文化有関係。基督教追求永遠的生命、認為現世所有的東西都会消失、不該太過

執着於現世的名利地位、並且重視博愛的精神。 

 

 但中国人不一様、中国人重視的是如何不老不死、中国人的宗教観重視的也是現世報。因此中国

人対現有的物質非常執着、連死了也要把自己的財産帯到墳墓裏去。 

 

 比如説、中国有着世界少見的陪葬習慣。権力者死亡後、不只財産連側室、傭人、近臣都要一起

帯走、活生生地一起埋葬。秦朝的兵馬俑就是一個象徴。秦皇帝也希望把数万的軍隊帯走一起埋葬。

只是事実上擁有武力的数万大軍不可能乖乖地被活埋、只好製造兵馬俑来代替陪葬。不過、従此就

可看出中国人対現世的権力地位與財富有多執着。 

 

●権力、利益、名誉全部都要的中国人 

 

 在日本、社会的地位高的人往々不太重視経済上的利益。他們以受人尊敬而満足、既要名誉也要

利益的人相対地比較少。要名誉就得放棄利益、要利益就得犠牲名誉、這就是日本社会。 

 

 但是中国人是権力、利益、名誉都要、這就是伝統的中国思想、在此思想之下産生了強者奪取弱

者所有一切的掠奪式経済。這個中国経済的癌細胞現象可以説原本就内包在中国文化之中。 

 

 ●農地強制徴収是癌細胞体質的象徴 

  

中国地方政府従農民奪取土地的「農地強制徴収問題」可以説就是中国「劫貧済富」的象徴。 

 

 中国雖有都市人口増加、農村人口減少的傾向。但約八億的農村人口還是佔六成左右。根拠前中

国国家統計局局長邱暁華所言、農村住民的実際収入只有都市住民約六分之一而已、城郷収入的差

距比較起九〇年代拡大了三倍之多。  

 

中国的地方政府怎麼狠得下心向這些已経非常貧困的農民奪取唯一的生産手段的土地呢？ 

  

 中国現行土地所有制度是、都市土地完全属国家所有、農村土地属農民集団所有之都市農村二重

制度。因為農地不是農民個人所有、所以地方政府有権以「公益」為由強制徴収。政府以相当少的

補償金徴収土地来転売給不動産開発業者、馬上就可賺到数十倍的利益。這些利益的大部份都進入

官員們的口袋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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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〇年代的不動産開発熱潮時、地方官員従農地徴収所得的収入幾乎可與国家税収匹敵。有研究

者試算、従１９８０年起的２５年間、農民因為土地徴収而遭受的損失約二兆三千億人民幣。 

  

徴収農地以用来開発不動産、当然会譲中国的耕地面積急速減少。其速度是毎年減少６０万公頃、

這相当於日本全国耕地面積的１５％。 

 

 収取些微的補償金而被迫離開家園的年軽農民、只有到都市変成産業労働者。他們因為没有都市

的戸籍、在労働條件上非常不利、也受到制度性的歧視待遇。更悲惨的是中高年農民、他們根本無

処可去、少得可憐的補償金用光了、就完全身無分文甚至無従遮風避雨。 

  

地方官員徴収土地、転売給業者換取金銭、這可以説是利用法律的制度性掠奪。強者増殖、弱者

死滅、這就是癌細胞現象。 

 

 ●従「汕尾事件」看中国当局的残忍性 

 

 中国経済癌細胞強制土地徴収的実態被世界注目契機是２００５年末所発生的「汕尾事件」。 

 

 汕尾事件是広東省汕尾市東洲村的村民、抗議其土地被強制徴収為発電廠建設用地、却反而被中

国当局射殺的屠殺事件。 

 

 因為有外国記者潜入現場対此事件做詳細的報導、此事件才震撼了全世界。拠ＡＦＰ通信的報導

約有３０個村民被武装警察所射殺。香港的媒体則報導有７０人以上村民死亡、另外還有５０人不

知去向。 

 

 政府当局在事件発生四天之後、才打破沈黙承認有此屠殺事件、但却説事件是「少数首謀者引発

的重大違法事件」、反而将１４０名的村民当成犯人通緝。其中的三名被與事件完全没有関係毒品

犯罪之罪名逮捕。 

 

 這些農民、在土地被政府強奪之後、竟然被当成罪犯逮捕入獄。 

這就是中国、没血没涙的癌細胞。 

 

 ●開一千万人民幣休旅車的村幹部 

 

 一方是無以維生的農民、另一方則是極尽奢華的地方官員。最具象徴的事例是在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２２日於山東省臨沂市瀋泉庄村的「第十一届中国村長論壇」的光景。根拠「大紀元」的報導、

地方官員没有例外都開着高級進口車参加、停車場停的都是賓士、ＢＭＷ、労思来思等高級進口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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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是進口汽車秀一様。有一個村的幹部対記者説、「開僅僅数百万元的車来？太没面子了」。這位

官員開着価値一千万人民幣的超豪華休旅車来参加会議。 

 

 ２０１１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農村経済緑皮書』的報告指出、２０１０年中国農村毎人毎年的

純収入是６１２６元。以此年収要買一千万人民幣的車、不吃不喝也要工作一千多年才有可能、真

是難以想像。 

 

 従此事例就可看出中国「国富官富民貧」的社会実態、而其背後則是貪汚腐敗的蔓延。 

 

 参加「第十一届中国村長論壇」的官員們的車牌多数是「８８８」「６６６」等所謂吉祥的号碼。

「８８８」就是「発発発」、表示「発財」。「６６６」則是「禄禄禄」表示「官禄亨通」也就是「升

官発財」。 

  

不管従所乗座的高級進口車也好、車牌号碼也好、都可看出中国癌無止境的慾望。中国国内的経

済癌細胞現象可説已到達頂点。 

 

 那麼此癌細胞現象対世界経済会有什麼影響？ 事実上、此経済癌細胞已転移到世界各個角落、

不只腐化人心、也侵蝕了我們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