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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上最差的總統，要走
了！

過去半年，我在本論壇提出了四
個論點：

一．川普絕對不會連任；
二．但是，爲了爭取連任，他會

在中國周邊鬧事，以鞏固他民粹主義
的基本盤；

三．北京當局不願意跟美國徹底
撕破臉，所以在反制裁方面相對溫
和，旨在等待下任總統上臺，期望能
夠改善中美關係

四．拜登上臺，中美關係將會得
到改善。

現在，川普終於落選了。但是，
他拒絕承認這個現實，發動三十多起
的司法訴訟，誣衊美國的選舉制度，
製造莫須有的指控和謠言，貶低了被
全世界視爲民主楷模的制度，在美國
歷史上這是前所未有的。雖然一月二
十號以前，他還會搞很多花樣，但
是，美國歷史上最差的總統的惡名，
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

競選戰略：妖魔化㆗國
他的競選戰略核心就是妖魔化中

國，想要激怒北京，挑起西太平洋衝
突。他似乎認爲，如果臺海發生武裝
衝突，或者局勢緊張，會對他選舉有
利。他在妖魔化中國的行動，多不勝
數，包括：擡高關稅的貿易戰；制裁
中興，華爲（包括慫恿加拿大逮捕孟
晚舟），并擴大到對數百家中國企業
制裁；制定侵害中國主權的關於新疆
與香港的法案，制裁兩地的官員；鼓
動，資助并暗中指揮香港的獨立運
動；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指控
中國傳播病毒；販賣攻擊性武器給臺
灣和派遣高級官員訪問臺灣；艦隊進
入臺灣海峽；糾結盟邦不斷在南海舉
行軍演；在世界各國鼓吹反對中國共

產黨，試圖發動第二次冷戰。在大
選的最後幾個月，這些行動進入了
高潮。

北京的反擊：鬥而不破
對於這一切，北京方面可以説相

當容忍，但是并沒有示弱屈服。北
京的戰法是鬥而不破。跟川普在貿
易戰的對決中，北京跟川普團隊周
旋了將近兩年，逼迫美方簽訂一項
非常有限的階段性協議。這可以算
是中方小勝。在香港問題上，面對
持續不斷的群衆運動和打砸搶的惡
劣行爲，北京遲遲沒有動手，直到
新冠疫情弄到歐美各國自顧不暇的
時候才通過一項國安法，從根本上
解決了問題。

在南海，美國企圖糾結附近跟中
國有領土爭議的國家，加上其他一
些東協國家，舉行聯合軍演，向中
國施壓，可是東協國家都拒絕參
加，它退而求其次，找到了澳洲和
日本。印度不自量力，也擠了進
來，參加所謂的印太四國聯盟，并
且，看到中國必須應付美國在西太
平洋的挑釁，它以爲有機可乘，乃
在中印邊境上搞事。

對付印度比較簡單，就是跟阿三
大兵們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上一
起過冬，挑戰印度的交通和補給系
統。可以相信，當溫度下降到攝氏
零下40度的時候，中國就贏了。

對付川普借新冠甩鍋中國，并動
員五眼集團集體甩鍋，北京的做法
是打狗給主人看，向得到從跟中國
貿易中獲得巨大利益的澳洲開刀，
抵制澳洲多種產品進口，同時不鼓
勵中國人去澳洲旅游，投資置產和
留學。對哪個替美國拘捕了孟晚舟

的加拿大，北京也給予貿易上的打
擊。

相當清楚的是，北京方面知道，美
國的强大在於它的聯盟體系，跟美國
鬥，必須削弱這個體系。川普是個急
功近利，非常短視的商人，四年來他
不但妖魔化中國，同時也在跟美國的
歐洲盟邦對著干，削弱美國賴以稱霸
的聯盟。可以看出，歐洲與美國的距
離拉大，與中國的距離縮減。德國最
近宣佈，不排除華爲參與德國的5G 
建設。德國目前是歐盟的輪值主席，
這一宣佈，加上拜登上臺，我們看
到，從明年開始，華爲將轉危爲安。

挑動臺海危機
當然，重點是臺灣。在最後的幾個

月裏，川普手下的鷹派人物龐培奧毫
無疑問是在挑戰北京統一臺灣的終極
目標。可是，這裏有一個吊詭的問
題，那就是，在臺海挑起嚴重的事
件，如戰爭爆發，到底對川普的連任
有利還是不利？如果北京屈服，放棄
武統，那絕對有利，算是川普的功
績；可是，如果北京動真格的，武統
臺灣，美國怎麽辦？川普願意跟中國
打一場局部戰爭嗎？他要從阿富汗和
伊拉克撤軍，兌現他2016年競選時的
承諾，難道他願意跟中國正面衝突？

北京方面似乎看準了他是在虛張聲
勢，目的僅僅是爲了連任，對應辦法
就是增加對臺灣的壓力，突破所謂的
海峽中綫，繞臺灣飛行，進行登陸演
習，以及習近平視察海軍陸戰隊等行
動。也就是説，北京方面亮出了一個
不惜一戰的姿態。今天，川普下臺已
成定局，繼續搞臺海衝突已經失去意
義，所以，蔡英文空歡喜了一場。我
們可以肯定地說，鬥而不破的戰術贏
了。

拜登㆖臺，華為解禁 
 川普的失敗是因爲他沒有正面應

◎㈬秉和

Since the the tim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s, democracy 
has been successfully promoted as an ideology, owing to its attractive 
principles of supporting civil freedom, civil rights and civil governance. 
Likewise, socialism earned its place owing to its principles of supporting 
human equality and equal distribution and usage of natural and human 
resources. However, from ideology to practice, it requires a process of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ystem subjecting it to evolution by human and societal 
experimentation and examination and through a gradual peaceful reform 
process. Communism with its initial political system is an exemplary 
socialism which has gone through nearly a century long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d evolved into a unique socialistic system with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ed by absorbing cultural ingredients distilled from 
several thousand years social behavior and modern society norm.

Chinese Communist system although brought tremendous economic 
progress to China and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out of poverty 
through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it is still not sure to be applicable even 
acceptable to other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practiced over two and half centuries have also shown 
successful exampl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despite of its 
vigorous promotion, it exhibits some pitfalls in its partisan (or bipartisan) 
politics which has been amplified recently as warning signs. Therefore, it is 
critical for us to discuss these pitfall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ingle party 
authoritarian communist system.

The U.S. is the champion of democracy with her 250 years of experience 
evolved into a principally two-party, two Congress chambers (Senate and 
House), and three independent branches (Executiv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ry) system. The system advocates individual freedom, civil rights 
(citizens' voting rights especially) and people elected government (all lower 
level governments except the Presidency being selected by an electoral 
college not exactly a popular vote system). Inevitably, political parties are 
formed and function in competition for Administra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authority to govern the nation. Although multiple parties are 
permitted, the ultimate result is a two major party system. Under democratic 
principle, the two parties compete and vie for votes, thus naturally develop 
into a bipartisan politics with people split in support of the two different 

parties.
This situation can produce three consequences: First, the government 

rotates frequently governed by alternating parties. This causes 
inefficiency in carrying out policies, especially long-term policy; often 
policies die due to party rotation. Second, people prefer one particular 
party and let it dominate the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for a party to 
dominate, the party will inevitably focus on suppress the opposition party, 
for example by administratively and/or legislatively altering electoral 
zones to keep the opposition party to stay as a minority party. In addition, 
flood the government (all three branches) with party appointed personnel 
or party promoted candidates. This tends to make a local government, 
city, county or state to be dominated (perpetually) by one party, a blue 
versus red phenomenon in the U.S. Third, the governments are roughly 
evenly controlled by two parties splitting the locales, government 
branches into two permanent color, blue versus red. This situation can be 
peaceful except when major issues occur requiring cooperation, the 
pitfalls and deficiency will surface.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 for the 
Presidency is one example, the evenly split state will produce a small 
margin favoring one party and alienating the other party causing half the 
people unhappy, even violently protesting. This situation happened in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partisan or bipartisan politics described above not only produces 
conflicts and problems in elect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the worse is that 
it will produce bad political behavior including legal corruption or 
protected criminal act. These bad political acts tend to be motivated by 
selfish interest, sometimes, very harmful to others or even damaging on a 
national level. For example, State A needs oil and gas from energy rich 
State C, but A needs to have energy pipes passing through State B. But for 
environmental reason or land price concern or worse partisan 
consideration, State B passes resolution forbidding energy pipes to pass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through. Of course, this is State B's legal right, but it definitely hurts State 
C or State A even the nation. Another example, A city needs to overhaul its 
mass transit system, for budget reason, the project must be carried out in 
stages by city sections. The democratic City Council (especially bipartisan) 
is bicker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does not agree on a budget 
and construction schedule hence delaying the project for years. In the mean 
time, the mass transit deteriorates, citizens suffer and budget gets overrun 
by inflation and inaction.

There are other legal corruptions highlighted the pitfalls of partisan 
democracy. A small town (surrounded by opposite color government) has a 
major highway passing through town, the town legislated traffic laws 
regulating highway speed, category of vehicles, curb stopping rules, light 
and sound levels etc. etc., any violation gets a hefty penalty requiring cash 
payment. The police and court system receive a healthy income from the 
fines to the point the annual budget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is entirely 
covered by the fines with extra to be shared by the court and town. The 
town folks have the legal right to do this but it is bordering abuse of 
authority. Today, the budgets of most police departments in the U.S. 
depend on fines, citizens have no recourse for such fines simply because 
legal fees will do more damage. Is this a good governance? This mentality 
of abusing authority protected by a democratic system is propagating in the 
U.S. legal system, for example under the Foreign Corruption Practice Act 
(FCPA) and Iran and Libya Sanction Act (ILSA), the U.S. legal system 
fined Alstom $772m dollars even jailed executive Brigitte Baudresson in 
2013 for Alstom bribing in Indonesia violating FCPA. Recently, the 
treasurer of Huawei, Ms Shirley Meng was arrested by Canada at the 
request of a U.S. court for an ex-subsidiary of Huawei violating ILSA. The 
U.S. legal system (lawyers and lobbyists) is the beneficiary with real harm 
to businesses legally operating in the U.S. Thus the U.S. judiciary earned 
the title, 'Long Arm' judiciary system.

Political Scientists often say that the practice of democracy requires 
three conditions in the citizens: adequate economic status, sufficient 
education level and political brain. This statement has its basis, but these 
conditions are high orders even American citizens can not match. 
Unfortunately, the democratic system propagates with its pitfalls. One 
example is Taiwan where one party is crucifying the other, dominating the 
three branches, staffing the government with party locals even by creating 
redundant presidential and executive yuan offices with no regard for 
budget deficit, so long as one party can suppress the other party and hold 
on to power. Therefore, we citizens must discuss and understand the 
partisan (bipartisan) politics pitfalls in democracy to make improvements.

Discussion of Partisan Politics Pitfalls in Democracy

11月3日，美國舉行了一次影響深
遠的總統選舉。選民意識到它的重要
性，所以非常踴躍，是1900年以來投
票人數比例最高的一年，約70%的選
民投出了他們神聖的一票。結果民主
黨候選人拜登得票80，977，441張，
川普得票74，093046張，拜登以6，
884，395票的壓倒性優勢贏得大選。
以選舉人計算，拜登擁有306張選舉
人票，相對於川普的232張。

奪回㆔州，翻盤兩州
2016年，川普在民主黨歷史上占優

勢的威斯康辛州，密西根州和賓州，
以總共不到9萬張選票翻盤，擊敗了
希拉莉，奪取了白宮。這次，拜登不
但保住了這三個搖擺州，并且奪得歷
史上共和黨占優勢的亞利桑那州和喬
治亞州。他獲得的選舉人票數恰恰與
川普在2016年獲得的票數相當。川普
曾以他一貫誇大的口氣說，他2016年
的勝利是偉大的勝利，是壓倒性的勝
利。那麽，同理，拜登這次的勝利也
應當説是一次偉大的，壓倒性勝利。
川普的失敗，毫無疑問，應當說是巨
大的，可悲的慘敗了。

頗有意思的是，在亞利桑那州，
拜登的勝利了結了一段政治恩怨。該
州的已故參議院，約翰 ·麥肯恩，曾
經於2012年以共和黨候選人的身份跟
奧巴馬爭逐白宮，但以失敗告終。此
人出身於海軍世家，在越戰中不幸被
俘，關了5年，被人廣汎尊爲英雄。
并且，雖然黨派不同，他在參議院中
跟拜登私交非常好。另一方面，在
2016年競選總統期間，川普卻公開貶
抑麥肯恩，說他坐牢不能算英雄。這
次，麥肯恩的夫人Cindy親自出馬，
大力替拜登助選。麥肯恩遺留的影響
力和她本人家族在該州的財力和人
緣，很可能把亞利桑那州送給了拜
登，報了辱夫之仇。據傳，拜登有意
請她出任美國駐英大使。

喬治亞州的情況更值得我們注

拜登㆖臺，華為解禁拜登㆖臺，華為解禁拜登㆖臺，華為解禁

對疫情，以爲衹要妖魔化中國就能
贏得連任。他甚至一而再地說，如
果拜登贏了，"美國就成了中國的囊
中 物 "（ China will own the United 
States）。選民似乎對這種荒謬的言
論處之淡然。顯然，他犯了巨大的
戰略錯誤。

 關於拜登進入白宮以後會如何如
何，海内外的分析文章可説是車載
斗量，大家都給予非常高的期望，
我們在此就不多説了。總結一句，
建制派回來了！用拜登的話說："美
國回來了！"建制派既非極左，更不
是極右，而是面對現實。現實是，
經過川普四年的胡搞，建制派首要
任務是收拾爛攤子，第一是掌控疫
情，第二是改善美國底層人口的經
濟環境和就業機會，然後是降低貧
富差距，削弱美國内部的分裂趨
勢。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跟中國進
行一決勝負的大規模鬥爭，而拜登
也不是那種野心勃勃，追求美國唯
我獨尊的人。所以，中美關係必然
改善，而解禁華爲，消除美中兩國
間的貿易摩擦，將成爲這個大方向
的一部分。

 11月16日，幾位建制派，跟拜登
團隊關係密切的學者，如曾經在克
林頓時代在國務院工作的 Susan 
Shirk, 和主持跟中國貿易談判的

Charlene Barshefsky 等，發表了一份
報告，標題是"面對中國的挑戰：美
國 在 科 技 競 爭 領 域 的 新 戰 略
"（Meeting  China Challenge: The New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  
，其中對新領導班子提出了許多建
議，包括針對華爲的建議。他們
說：

  "在新科技領域中，美國不應當
試圖贏得華爲與美國誰是領袖的競
爭。美國應當采取一種前瞻性的戰
略，容許每個5G創新領域的參與者
都能進場…華爲在全球科技市場中
帶來了特殊的挑戰。對那些與華爲
有關的風險，某些國家禁止使用華
爲的一些產品，那是合理的。但
是，在全世界的範圍内排除華爲是
不可行的—--華爲并不是唯一的風
險…考慮到中國的零部件，終端器
和軟件已經被全球數十億互聯網用
戶混合使用，全面禁止華爲和其他
中國供應商的做法是不現實的。"

 這是建制派的聲音，是一種尊重
現實的態度，相信也是拜登的聲
音。我們可以預期，當拜登於一月
二十日正式成爲總統之後，他會建
立一個跟北京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的
新局面。當然，既然要解禁華爲，
那就沒有理由繼續扣押和引渡孟晚
舟了。希望這將成爲事實。

意，因爲它的兩位共和黨參議員都
將於一月五日跟兩位民主黨候選人
進行第二輪選舉。如果民主黨的兩
人贏了，那麽民主黨就掌控了參議
院；反之，共和黨贏得多數，就可
以處處掣肘，阻礙拜登執行他的計
劃。事關緊要，兩個黨的大佬和捐
款紛紛向喬治亞州集中。諷刺的
是，川普輸掉了喬治亞州，不怪自
己，卻在推特上臭駡該州的共和黨
州長和負責選舉的官員。他的跟班
們更强逼該州的兩名共和黨參議
員，要他們繼續爲川普荒謬的選票
作弊指控奮鬥。這麽一來，我們要
看，到底川普的無理甩鍋會不會引
起該州選民的反感，反而幫助民主
黨贏得參議院的主導權。

大選的看點：COVID-19
這次選舉有許多看點，其中最值

得注意的應該是疫情。川普一直跟
傳染病專家站在對立面：專家們要
求大家戴口罩，他拒絕帶口罩，并
經常鄙視甚至斥責身邊戴口罩的工
作人員；專家們要求大家保持距
離，他卻爲了替自己的競選活動造
勢，持續不斷地搞大規模集會，而
會衆們大多數不戴口罩，不隔離；
地方官員禁止群衆聚集，關閉酒
吧，餐館，電影院，停止群衆集聚
的許多娛樂活動，他卻鼓勵，甚至
威脅他們，要他們儘快開放所有商
業活動。因此，到底選民怎麽對待
疫情是這次大選的關鍵因素。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看到了嚴重
的分歧。根據著名的民意調查機構
Pew Research Center 的數據，傾向於
民主黨的選民有82%認爲控制疫情非
常重要，而傾向於共和黨的選民衹
有24%認爲它重要。根據蓋洛普的調
查，55%的受訪者認爲川普抗疫表現
差，衹有40%認爲他表現的還不錯。
考慮到他最後得票的數目仍然超過

47%，可以想見，如果他不跟傳染病
專家作對，號召全國上下共同抗疫，
他的連任難道還有任何懸念嗎？

至於他爲什麽不抓住時機，從一
開始就設法控制疫情，而不是視之爲
"騙局"（hoax） ,或者輕描淡寫地說
"會神秘地自然消失"，仍然是二十一
世紀最荒誕的事。

少數民族的意外表現
選前幾個月，民調持續顯示，拜

登的支持率領先川普約8%到10%，這
使得民主黨人相當樂觀，認爲這次選
舉可能獲得通盤勝利；但是他們失望
了。雖然拜登贏了，可是贏的并不如
想象中那樣地一面倒。川普的確輸
了，可是民主黨在衆議院的席位衹比
共和黨多9席，丟掉了10席以上。本
來他們以爲可以奪取參議院的多數，
可是現在衹有48席對共和黨的50席，
是否能跟共和黨打平，讓副總統參加
投票來獲得多數，完全要看是否能在
一月五日贏得喬治亞州的第二輪選
舉。

儘管拜登提名了非裔加印裔的賀
錦麗爲副手，是爲一個歷史創舉，但
是他并沒有因此得到更多少數民族選
民的支持。一般而言，少數民族選民
大多數支持民主黨，這次也不例外：
黑人的比數是87%民主黨，12%共和
黨；西裔的比數是 66%民主黨，
32%共和黨；亞裔的比數是63%民主
黨，31%共和黨。令人感到意外的
是，儘管發生了 "黑人的命也是命
"（ Black Life Matters）的全國性運
動，加上川普四年來對待西裔難民的
惡劣態度與措施，在這次選舉中，少
數民族選民并沒有更多地倒向民主
黨，實際上，反而比2016年更高比例
的西裔選民投票給川普，以至於佛州
仍然維持共和黨的多數，德州也沒有
被翻轉。在地方一級中，共和黨的表
現出乎意外地强勢。

白人和年輕選民把拜登送進白宮
由於今年投票人數激增，跟2016年

數據的比較未必完全準確，可是許多
論者發現，這次拜登贏得選舉的主要
力量反而是來自白人選民。女性白人

選民，不論有無受過大學教育，可能
不齒川普的個人品格，或者他對弱者
的無情態度，比2016年更多地選擇了
拜登（56%對43%）。男性白人雖然
投票給川普的仍占多數，但比例降低
了（48%對49%）。

按年齡分類，18歲至29歲的選民壓
倒式地支持拜登（ 62%對 32%）；
30歲至44歲的選民，投票人數可能最
多，他們也支持拜登（ 52%對 45
%） ； 45歲 至 64歲 ， 幾 乎 打 平
（50%對49%）。衹有65歲以上的選
民較多地支持川普（48%對51%）。
多名論者指出，過去四年中，數以百
萬計的年輕人達到了選舉年齡，而他
們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傾向於種族平
等，更少對不同性傾向的人歧視。

另外非常大的分野包括：東西兩岸
支持民主黨，中西部農業州，北部洛
磯山脈州與南部各州支持共和黨；大
型城市選民支持民主黨，農村選民支
持共和黨；基督教徒，尤其是福音派
基督徒，支持共和黨，而宗教觀念淡
薄的選民支持民主黨。這些傾向是長
期形成，在這次選舉中并沒有發生顯
著的變動。

拒絕接受敗選的現實
毫不誇張地說，美國目前正處於兩

大危機之中。一個危機當然就是新
冠，確診人數高達1，362萬，死亡人
數逼近27萬，而川普政府不作爲。第
二個危機是，川普不肯認輸，在所有
選票作弊的虛假指控全部被法院駁回
之後，仍然不肯罷休，憲法危機就在
我們的眼前。作爲民主制度的典範，
美國政權的和平過渡受到全世界的贊
美和學習，每一位敗選候選人照例在
選舉定案之後向得勝者祝賀，承諾給
予支持與合作。衹有這次，輸了不肯
認輸，并且不擇手段地詆毀進行了兩
百多年的選舉制度。他已經表示不參
加拜登的就職大典，也不肯在白宮歡
迎新任總統。他對美國優良政治傳統
的藐視和破壞是驚人的。

但是，他的確擁有頗爲忠誠的川
粉，這些人對好幾州負責選舉事物的
人作出人身威脅，并已經爲他的選舉

活動捐出了一億七千萬。到底在他
被趕出白宮之後，他還會鼓動這些
人去干什麽破壞民主程序的事，是
值得我們擔憂的。

2020年大選的教訓
就在11月3日大選的前兩周，川

普每天在各搖擺州召集群衆，大規
模造勢，而當時的確診率已經高達
每天十萬人。令人困惑難解的是，
爲什麽這麽多普通老百姓不顧病毒
的威脅，踴躍地，興奮地，從四面
八方去參加這種集會？選舉的數據
顯示，川普的支持率仍然强勁。到
底美國發生了什麽事？

由於他仍然有這一批川粉的熱烈
擁護，華府的共和黨政客們都不敢
頂撞他，都甘願俯首聽命，儘管私
下裏他們都知道，川普私心自用，
順口説出的都是謊言，推特上的言
論荒謬刻毒。儘管醫學界，學術
界，軍界，各大報，各大電視臺
（除FOX），娛樂界等普遍譴責川
普的所作所爲，呼籲選民不投票給
他，可是，廣大群衆，基於他們各
自的理由，雖然理由有的時候淺薄
到"我就是喜歡他！"，仍然願意投
他一票。精英層的影響力，在這次
大選中，顯得蒼白無力。

反而是地方上的，州政府一級的
官員，法官，成爲中流砥柱。他們
一個個地抵制了川普和他的嘍囉們
的無理取鬧，駁斥和駁回了所有查
無實據的訴訟，肯定了選舉結果。

值得我們問一問的是，如果在美
國都能出現這種威脅到民主體制的
情況，那麽，民主根基比較淺的發
展中國家做得到嗎？所有民主理論
學者都知道，民主制度是一種脆弱
的體制，它需要有警覺心的民衆，
有責任感的和守法的領袖，更需要
廣大社會内存在對制度的認同和共
識。當社會的裂痕擴大，共識消
弱，一個能説善道，嘩衆取寵的政
客能夠依靠他對群衆的吸引力，綁
架制度，推翻民主制度中的制衡關
係。值得我們警覺的是，即使在美
國，這個風險依然存在。

 
        

大選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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