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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歷史
美國除了開國總統華盛頓（1789-

1797）是無黨派當選的，以后44 任都
是有黨派當選的。在林肯（16任1861-
1865）之前，美國總統的黨籍由聯邦
黨，到民主共和黨，到演變成后來的
民 主 黨 ， 可 說 是 沒 有 明 顯 的 兩 黨 競
爭，林肯是第一個共和黨總統，他被
刺殺后，安柱強森（D17任1865-1869）
為民主黨繼任，從那以后，就有了兩
黨輪替的現像，  起初共和黨當家的
多，直到近年几乎是每八年或四年輪
替 （ 4R-D-R-D-3R-D-3R-2D-R-2D-2R-D-
2R-D-R-D-R） ， 最 近 四 位 是 克 林 頓
（D，1993-2001），小布希（R，2001-
2009），奧巴馬（D，2009-2017）和特
朗普（R，2017-2021+？）。

這種頻繁輪替現象是好現象嗎？ 
民主政治基因

美國大選近年變化，兩黨對歭，造
成社會分裂，爭論議題多元化，產生
利益集團，競選金錢化，參加競選人
變多，競選有似無本生意，只要找到
金主，或則能迷惑選民捐款，就能當
選，由地方到國會，到總統，幾步就
能登上青天，即使不成，退休待遇包
括醫療保險特佳， 這就是為何近來美
國總統候選人都有一兩打之多。在此
情況下，我們不得不了解民主政治的
基因。

首先要指出，共和黨，民主黨頻繁
輪替是民主失敗的象徵。執政好政策
不 失 敗 ， 不 應 當 輪 替 ， 一 黨 執 政 有
效 ， 即 應 連 任 。 但 一 黨 有 效 執 政 多
屆，就自然有一黨專政形象。所以多
黨民主制度，有一個基因上的限制，
如果要避免走向一黨專政，就必須輪
替。如果是執政不佳而輪替，那就國
家人民遭殃，如果執政佳而輪替，那
就會好事中斷，政策效率成果必減。
這就是民主政治體制的基因在其發展
上的詛咒。一人一票人民作主，老百
姓的民主智商必須要高，才能達到民
主 制 度 的 上 限 ， 選 賢 與 能 ， 督 促 做
好 ， 理 智 輪 替 ， 這 不 但 要 選 民 有 智
慧，而且要靠各黨都有人才，老百姓
才有賢能可選，可做正面的輪替。這
種情況在美國的兩黨中是每況愈下，
在台灣那更是空中樓閣，沙漠迷象。

今年美國大選
特朗普2016年黑馬當選，是民主黨

奧巴馬做的不夠好，美國經濟自2008 
房貸崩盤產生的經濟大蕭條，恢復不
順，人民生活指數下降，最糟糕是貧
富不均增大，中下階層普遍不滿。特
朗普是由分裂的百姓選出的，更是由
分裂的州選舉人票定出輸贏的，這就
表現美國人民分裂，美國州郡也是分
裂。今年美國大選與2016 年情況並無
大不同，特朗普雖很努力對選舉承諾
兌現，但因新冠疫情打擊經濟太大，
以致有連任危機。

大家都看到今年美國大選裡，中國
議題特別突出，為什麼？這要從遠近
長短視角來看，從長遠視角看，中國
的崛起早在奧巴馬時代已經驚醒了美
國情治單位及延伸到美國精英，（中
國漢奸供給不少情報和假信息給情治
單位（CIA），美國智庫，和政治精
英, 如拜登（D）賴斯（D），盧比奧
（R），科魯斯（R）之流）。所以美
國在奧巴馬時早有回歸亞太策略，但
是策略進行並不順利，中東，北韓，
及國內經濟等問題使美國力不從心。
特朗普上任以其保守派立場和思維，
不會改變對中國提防策略，只會改變
手法與奧巴馬有別，所以更為明顯反
中抗中。從短近的視角看，特朗普的
對中貿易戰本是他對全球經濟策略的
一環，可是從2018中期選舉以后，特
朗普就感覺連任有壓力，再加上民主
黨是卯足了勁誓必拿下特朗普，不遺
餘力弄彈劾案，雖未成，但對特朗普
有相當打擊。這就使中國政策從圍堵
到把中國定位成美國的主要競爭者。

㆗國議題突出原因
時間逼近2020年大選，特朗普選情

落后，新冠疫情更是雪上加霜。特朗
普不得不想方設法扳轉選情，他的保
守派支持者算是他的鐵票，但不過半
數，必須拉到中間票和搖擺擺州選票
才有勝選希望。美國的左右，保守派
和自由派的對歭已成無法退讓的地
步，  因而無法在國內議題上左右選
民，就在大法官提名的議題上都不能
造成大的選票波動。而中國議題則是
一個全民有共識的議題， 兩黨也無大
分歧。在這議題上，特朗普有執政權
故站有利地位，可以有所動作，這就

是特朗普在接近選舉日要大打中國牌的
原因。而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也不願讓特
朗普獨享中國牌紅利，因此在國會中也
必須有所作為，人權，台灣也就成為作
文章的題目， 用不痛不癢的立法來表
態。因此今年美國大選，中國議題就特
別突出，成為特朗普可以找到共識，沒
有分岐也就是不傷鐵票，而可拉到中間
偏左選民的議題。這是特朗普的選舉策
略，用中國威脅議題來轉移選民對疫
情，經濟的聚焦。或許，今年美國大選
就像2016年一樣讓特朗普得勝。

台灣如何解讀美國
美國大選固然是全球關注的事件，

但今年美國大選特別引起台灣的注意。
台灣民進黨獲得連任後，有加碼促獨的
思維。碰上特朗普打中國梭哈，台灣領
導人有觀牌興奮症，看著美國出牌而興
奮。但是很顯然的，美國打中國牌是有
明確底線的。第一，國際公認的一個中
國原則她不會違背，所以不會有什麼與
台灣建交的可能。美中貿易戰的延伸到
科技等制裁，也都是試探性的進行，保
留後路絕不損害美國企業，至於殃及歐
日韓台那是次等考慮。以華為例子來
看，大選后變化如何雖不能預斷，但華
爾街並無恐慌現象。以向台售賣美國軍
火來看，那更是個為美國圖利之舉，對
選情有利無害。在沒有任何人願意開第
一槍情況下，美國一直掌握著主動權，
可放可收，尤其在台海問題上，其重要

China's Amazing Rise from a Treacherous Past
China is the oldest continuous civilization existing today. She has over 

3270 years of written history based on the oldest historical book, Shu Jing 
(Shang Dynasty), although historians often cit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organized societies, or dynasties (Xia Dynasty, 
2070BC to 1600BC before Shang and San Huang Wu Di before Xia). In such 
a long recorded history, there wAS rich information about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about philosophy, social structure, and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society. Unfortunately, to 
a large part of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herself, China was only known for 
her recent two hundred years of history, including mostly her miserable years 
as a country suffered from foreign invasions and wars. Today, surprising to 
the world, China has risen again, not only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of 
the world, the top trading partner with 128 nations (2018), but also an 
advanced nation in numerous aspects from nation development point of view. 
Despite of China's low key attitude and Western media's selective focus on 
China's faults real or not, undeniably China is now known for many of her 
achievements. China has succeeded in visiting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with 
her latest moon shot to retrieve surface and interior soil from the moon. 
China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her Beidou GPS system. She now has the 
most advanc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high-
speed railroad grid, miles of highway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cross-ocean 
bridges and superhighways. China is leading in tele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in mobile communication which enables her to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smart phone users and leapfrogging from credit-card transactions to a phone 
based mobile pay system. China with her history of being a victim to foreign 
bully, has consciously built her defense capability not only in terms of 
deterring nuclear weapons but also with missiles capable of destroying 

invading carriers, submarines and hypersonic jets.
History Teaches and Chinese Learn
Chinese people suffered from a century of hardship through foreign 

invasions and extended wars including WW II which not only devastated 
the country but also left the nation divided with territories seized and 
occupied by foreign nations. Although the desire to recover the lost 
sovereignty was strong, the country was poor and fell far behind in 
industrialization. People had to work very hard just to keep alive never 
mind improving their livelihood. They needed a strong government to 
lead the people to get out of poverty.

In the fifties, the Chinese people all wear the same dark color clothing 
simply because they didn't have the factories to make colorful fabrics, but 
the West interpreted that phenomenon as a suppressed society by a 
communis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single party ruling the entire country but the usual 
authoritarian ruling like an Emperor or King or dictator does not apply to 
the CCP, simply because it has over ninety one million party members 
(91,914,000 as of 12/31/2019), out of which 49.6% has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27.2% female and 7.3% minorities organized with 4.68 million 
local groups. These 91 million CCP members are ruling the country with 
competitive and democratic system fo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promotion. It is true that the party members serve all thre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but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are prescribed by Constitutions 
and laws in quite similar way like many other constitutions and laws.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The U.S. involvement in Asia
The U.S. was self-appointed as the post WW II world leader with an 

anti-Communism charter. The U.S. occupied Japan for seven years (1945-
1952) and built a democratic constitution and government for Japan for the 
good of the world; even good for Japan as Japan was an imperialist spared 
generously from a punishment or war reparation. (In contrast, after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84-1885, Japan demanded a war reparation from 
China equivalent to Seven times of Japan's annual budget which funded 
Japan's expansion and ambition to conquer China). Post WW II, the 
Korean Peninsula was separated into two Koreas, South and North similar 
to Germany divided into the East and West Germany. Under the anti-
communism doctrine, the U.S. engaged in the Korean War when the North 
and South Korea developed a conflict at their division line. The Chinese 
did not want the Korean War but she hardly had a choice, either she had to 
let the Soviet Union to fight the U.S. on her front door very possibly on her 
soil or send troops to make sure the war is contained and kept outside out 
of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U.S. General McArthur was confident that 
he could run his troops all the way taking North Korea and crushing into 
China crossing the Yalu River.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was facing a not 
trustworthy ally, Stalin, who was ambitious to gain influence and territory 
in East Asia. China had experienced a huge land loss, when Japan and 
Russia engaged a war with ambition to colonize NE of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1904-1905.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 
Dong took the risk to send army to assist North Korea and fight the US-UN 
allied troops on Korean soil for only one purpose to avoid a repeat of 
history, i.e. China being bullied and penalized. McArthur underestimated 
the Chinese people's resolve in defending Koreans, in reality defending 
themselves. The three year war (6/25/1950-7/27/1953) ended in Armistice 
keeping two Koreas separated till today. China tried very hard to get the 
U.S. to sign a peace treaty with two Koreas but the U.S. refused thus the 
Armistice still stands today.  (To be continued)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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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 Motivation Factor for China's Rapid Rise (Part I)

性不及南海。以美國智庫思維，美國
對日本韓國所謂盟國都感到頭大，駐
軍都要加碼收費，美國是不會再收台
灣 為 保 護 地 的 。 看 她 對 菲 律 賓 的 態
度，也就不難揣度了。台灣一直有押
寶美國大選的跡象，以為特朗普當選
會 對 台 灣 更 加 友 好 ， 這 可 是 極 大 錯
誤 。 特 朗 普 可 能 不 按 美 國 建 制 派 出
牌，但他絕不會打不賺錢的仗，他非
常了解打仗不賺錢，賣軍火賺錢。台
灣對美國的價值是以美國在全球的價
值來衡量的，在全球價值上，美中關
係是最大資產，比歐俄都大，台灣這
個棋子隨時都有可能被放棄來與中國
做個大買賣。台灣押寶在特朗普，如
今落空，雖然特朗普還不完全放棄大
選失敗，但是台灣的挺特明招，已經
顯露了干預美大選的尾巴，美國政治
人物和精英是不會忘的。

美國亞裔投票分裂抵消

今年美國大選是亞裔最難決定的一
次大選。以世界大局來看，不論特朗
普或拜登當選都沒有明確方向，拜登
不會完全走奧巴馬老路，但新路他不
知道，特朗普不願打仗是好事，但他
的外交政策多半走損人只利己的路。
不但美籍華裔分成兩股各投一黨，就
連印裔也分成兩股，即使拜登副手有
一半印度血統，美籍越南人通常偏向
民主黨，但也有不少人認同特朗普抗
中作法， 同樣地，美籍菲裔也分為兩
半。可想而知，為何今年美國大選到
最后勝負難分，直到十二月官方正式
選舉結果都未能出爐。現德州提出法
律訴訟以選舉違憲，要求選舉作廢。
此案似乎有可能要弄到最高法院由大
法官決定。

作者：張㆒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
㈻，來美㆕㈩餘年，現已退㉁，仍致
力於推動㆗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美國第46屆總統選舉歷時一週已接
近尾聲，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獲得超過
300張選舉人票，率先超過270張選舉人
票宣佈勝出。 共和黨現任總統候選人
川普只獲得214張選舉人票未能勝出，
雖然他指控民主黨有選票舞弊嫌疑訴
諸最高法院，但估計即使被川普指控
的州重新計票也無力回天了。川普本
人也表示如果選舉合法，他願意和平
移交權力，這應該是最好的結局。 

這屆美國大選是在新冠病毒在世界
肆虐，美國疫情高居不下，因種族問
題引起美國社會嚴重撕裂，和美國經
濟幾近崩潰的情況下舉行的。 從以上
的背景分析就不難推測誰能當選了。
也就是說，誰能控制疫情，彌合社會
的分裂和挽救經濟，誰就能獲得更多
選票，有機會入主白宮。當然，這只
能是相對而言，就是看是否能在這幾
方面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就這幾方面
而言，雖然川普主觀上要美國重新強
大，但他的做法卻事與願違。關鍵是
在控制疫情上，疫情控制得好，就能
減少經濟損失和取得民心。可惜川普
一開始就未能採取有力措施(如戴口罩
和封城)阻斷新冠病毒的傳播，造成至
今疫情高居不下的局面。他在國際上
奉行單邊主義，退出多個世界組織(包
括世衛)，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其實這是
對美國經濟發展不利的)和甩鍋中國，
以及在國內種族問題的不當言論，都
為 他 的 選 情 失 利 埋 下 伏 筆 。 由 此 可
見，他不能勝出不是由於民主黨的作

◎張㆒飛

美國大選，自信滿滿的川普，在總
統選舉結果還沒有完全落定前，仍然宣
稱他獲得勝利。然而已開完票的各州，
累計選舉人票，拜登贏得總統選舉人票
所需的過半票數，客氣地宣布自己已經
勝選。世界各國元首，紛紛和拜登電話
聯絡，祝賀並期望未來有個好的合作開
始，中國大陸外交部 則向勝選的拜登
祝賀 。 亞洲國家和地區，民意支持川
普連任的，只有台灣一地，如今台灣當
局和川粉成了驚弓之鳥。

從種種跡象來看，台灣當局在川普
任上，確實是吞了川普給的豹子膽，因
此，蔡英文及民進黨，在過去的四年
中，藉由川普不斷地掀起美國民意和中
國大陸的對抗，從中換取了很大的政治
利益！特別是蔡英文和民進黨，因為藉
由發動推波助瀾的反中民粹而獲得連
任。我們合理的推斷，川普亦唆使台灣
當局，不自量力地走入川普反中的第一
線。

台灣大選前一年，香港的反送中運
動，越演越烈，事後證明，基本上是美
國煽風點火，把香港簡單的社會運動和
政治訴求，變成和北京政府對立的港獨
運動。美國發動新聞媒體，攻擊香港當
局的無能，描繪中國大陸的香港的一國
兩制已經失敗 。台灣當局更是跟風的
厲害.全然不顧自己的安全和實力，宣
稱〈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同時也
運用掌握的絕大多數媒體，灌輸全民的
反中意識，再加上民進黨倉促通過〈反
滲透法〉讓民眾以為中共就在你身邊，
隨時可以把台灣吞掉 。蔡英文和民進
黨製造了台灣的危機意識，凝聚反中民
意，因此贏得台灣大選。 

川普的反中，在全世界各地煽風點
火，台灣當局配合得更是無縫接軌 。
川普不斷地將昂貴的武器，用行政命令
賣給台灣，派出部長級訪問台灣 ，讓
台灣人以為台美關係已經好到可以建立
外交関係，卻不知道台灣正一步一步地
落入川普反中的陷阱。逼得中國大陸不
得不揚威耀武向台灣和美國表態。因此
中共軍機不斷飛到台灣附近海域，海空
演習，從東海，台灣海峽，演習到南海 
。兩岸的對立和猜忌，已形成讀不回的
兩岸關係 。 台灣人在過去二十年，在
民進黨人喊出台灣優先的口號下，〈台

拜登勝選，台灣打回原形
灣第一〉的假象，似乎形成了大多數
台灣人的共識。特別是年輕的一代，
好高騖遠，生活在資訊難以判斷真假
的網路時代下，容易被當局操控的排
山倒海的訊息所左右。更在台灣優先
的符咒下，成為了張著眼睛的背井之
蛙。（意思是說，儘管跳出井底.也只
用那口井的視野看世界。）

這些人在台灣只吃反中媒體所餵食
的資訊。因此，川普不斷地反中，民
進黨也只有想辦法凝聚不能離散的反
中民意，配合川普的需要。台灣這種
義和團似的集體意識迷惘和麻醉，真
的令人擔憂兩岸可能擦槍走火，帶來
台灣的毁滅。 幸好，天佑台灣。傳統
的美國主流政治人拜登打垮了白人主
義，美國優先的川普。拜登的勝選，
讓全世界都喘了一口氣 。法國總統馬
克龍，對拜登勝選大表歡迎 。他說，
目 前 各 國 有 機 會 〈 讓 地 球 再 度 偉
大〉。馬克龍這段談話的背景是處理
氣 候 變 遷 的 談 話 。 馬 克 龍 的 弦 外 之
音，卻可感覺到，川普已經成為世界
的亂源 。

拜登勝選，美國的對台政策，會回
到歐巴馬，小布希，柯林頓等三位前
任美國總統的基本對台政策。亦即遵
守一個中國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
以及台灣關係法 。我們認為，美國新
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謹慎處理
軍售，避免將攻擊性武器售給台灣，
將成為拜登関心的問題。因此川普售
對台的軍售，若含有攻擊性武器，就
有可能中止。

此外，美國的民主價值，全球化的
競合關係，將回到美國的傳統政策。
因 此 言 論 自 由 ， 區 域 平 衡 ， 經 貿 開
放，美國對台關係，只是回到從前。 
個人以為台灣當權者，必須走回民主
憲政這條路，不能再運用民粹來打擊
異己份子，以及企圖封殺媒體。拜登
的勝選對台灣來說，等同擺脫了川普
的威迫利誘，讓台灣喘了一口氣，讓
台灣的政治走向正軌。

作者：謝正㆒，台灣工黨㈴譽主
席，㆗華兩岸事務交流㈿會會長，台
灣佛光大㈻教授。

◎謝正㆒

在美國選舉月，中國的吃瓜群眾隔
洋觀戰，暢享美式選舉秀，如同中國
臺灣式民主不適合大陸人民的胃口，
美式民主也不符合大陸人民的生活方
式，一場接一場的鬧劇，倒是教育了
大陸民眾，更認同中共體制式民主，
這也是近二十年政通人和、社會安定
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特朗普這四年，是中美關係倒退的
四年，是從競合關係走向惡性競爭與
敵對的四年，同時也是激勵中國奮發
圖強，放棄和平崛起幻想的四年，也
是大陸人民認清美國對中國態度的四
年，效果遠超中共中宣部及教育部的
政治課"。川建國同志"名副其實，這也
是大陸民眾，希望特朗普繼任的主要
原因。

從基辛格秘密出使中國，促成尼克
森訪華算起，回顧一下過去50年中美關
係的歷史，中美關係的改變是因為前
蘇 聯 。 為 了 聯 中 壓 蘇 ， 在 蘇 聯 解 體
後，美國忙於消化蘇聯勢力範圍內政
治遺產，也為進一步壓垮蘇聯最大遺
產繼承者"俄羅斯"，寄希望中國和平演
變，政治上更像美國，經濟上依附于
美 國 ， 成 為 美 國 的 經 濟 殖 民 地 。 然
而，到2008年後，美國次貸危機後，美
國精英階層忽然發現，美元掌控不了
世界，壓不垮俄羅斯，中國不知不覺
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不再是簡單加
工業國家，在製造業與科技都有有反
超美國的趨勢，中共也沒有按預想的
和平演變與崩潰，反而謀求全球事務
的話語權，而美國由於金融與科技的
優勢，產業鏈全球化導致製造業空心
化，大量人口無法就業，造成後繼乏
力，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增加。
這也是特朗普能上臺的主要原因。

特朗普四年間實行的對華政策，一
來是共產黨中國的原罪，美國冷戰思
維的延續，二來是可以看作是美國政
府認識到和平演變落空之後的憤怒反
應，三是國內經濟的需要。然而，經
過特朗普這四年的極限施壓，中國經
濟 非 但 沒 有 壓 垮 ， 反 而 順 勢 進 行 轉
型，擺脫了2008年後的房地產依賴，資
訊產業，新科技發展之快令人驚訝，
從打壓華為來看，最終受害的反而是
美國金融資本最集中的矽谷產業，也
是美國的精華產業，極限施壓的結果
只是會讓中國產業鏈中的核心技術更
少的依賴美國技術，形成完整的自主
科技鏈。世界離不開中國，美國離不
開中國。

這四年，美國精英階層也明白，施
壓中國，只會將中國推向敵對，只會
讓中國更團結，只會讓中共政權更穩
定，無論喜歡與否，中國發展趨勢無
法改變。

從初選的過程來看，拜登當選之路
還很漫長。猶如20年前勞爾與布希之
爭，顯然川普沒有勞爾的政治家風度
與對民主與法制的尊崇。按"懂王"的風
格來看，即是到了黃河，其人也會胡
攪蠻纏，不會那麼順利離開白宮，即
是 離 開 白 宮 前 ， 也 會 給 拜 登 挖 個 大
坑，繼續其政策的延續性，給拜登製

造難題。
因此，拜登上臺，其政府會面臨如

何處理特朗普政治遺產問題，面臨參
眾兩院民主黨弱勢問題，那麼本屆政
府大概率會被迫沿襲"沒有特朗普的特
朗普政策"。

同時，拜登政府也會在這三個方面
做出改變：

一 是 強 調 聯 盟 和 恢 復 參 與 國 際 組
織。通過採取一系列重新組織盟友以
及加入國際組織的方式來和中國展開
競爭和對抗。美國優先不會和過去4年
一樣"狹隘"，堅持美國更廣泛的利益的
同時也會考慮盟友利益。

二是拜登及其團隊是多邊主義的宣
導者，會奉行多邊協作和聯盟。拜登
當前已經在全球共同抗擊新冠病毒上
發出倡議，這將扭轉此前美國在對待
新冠問題上的態度。其次，重新加群
也勢在必行。包括世衛、世貿、巴黎
協定和俄羅斯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
約》將得到延長，在多出的一年時間
內，繼續談判以尋求美方的利益最大
化。總體而言，拜登政府要埋葬單邊
主義是有決心的，只有這樣才符合傳
統美國政治精英們認知中的美國的全
球領導者身份。

三是對華政策。拜登在之前多次公
開講話中表現出的是比特朗普政府更
為強硬的態度，但拜登大概率不會在
雙方貿易逆差的問題上死死糾纏，在
保持競爭甚至"遏制"基調下，拜登政
府也將繼續維持雙方可以合作的領
域，比如貿易。強硬的主要表現在於
政治上的做法，聯繫盟友，組建廣泛
的民主聯盟，通過外部力量實現遏制
中國，遠比美國單打獨鬥要強得多。
這是拜登政府與之前特朗普政府最大
的區別。實際上近期蓬佩奧也在積極
遊說各國，結盟以共同遏制中國是華
盛頓已經達成共識，且在拜登政府執
掌美國後也會大概率延續下去。

總之，中美關係不會因為總統換屆
就會得到顛覆性的改善，競爭與摩擦
將是中美關係的主旋律。美國將繼續
在臺灣、新疆、西藏等中國內政問題
上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同時也會繼
續在智慧財產權和金融方面狙擊中
國，由於美國就業和產業鏈因素，中
美貿易戰會告一段落。

拜登政府可以說是下一屆的過度政
府，美國經濟結構所產生的深層次矛
盾，才是出現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的
主要因素，美國需要變革才能再次偉
大，如何變革，有待拜登後的總統拿
出方案，無論如何，中國都是轉移國
內矛盾的標靶。

作 者 ： 王 文 軍 1968生 於 重，
慶 1989年北京航空㈻院㆔分校肄，
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 。
保釣聯盟創會會員。

◎王文軍

劉羽明◎
弊，而是他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做成
的。 而民主黨的政見與他相反，拜登
選擇少數族裔人士作他的搭檔，宣佈
勝出後立即組織控疫小組，任用被川
普開除的防疫人材，準備取消川普的
減稅計劃，增加政府的收入，並通過
基礎建設增加就業機會，改善經濟和
民生，這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順應民意
的，自然獲得更多的選票。

由於美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地
位，川普的做法給世界局勢帶來很大
的負面影響。世界潮流是向全球化發
展的，歐盟的成立就是明證，中國也
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而川普
則逆世界朝流，退出世界組織(包括世
衛)，甩鍋中國，在世界上掀起索賠的
惡浪，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脅，使世界
上出現一股黑暗的逆流，不利於世界
疫情的控制，讓人感到失望。 而拜登
則與川普相反，順應世界潮流，承諾
重返世界組織，包括重新加入世衛組
識和巴黎氣候協定，與世界合作共同
對付疫情。所以拜登的當選從某種意
義和某種程度上說，有利於扭轉世界
逆流，給世界和平合作戰勝疫情帶來
希望……這次美國大選也顯示出決定
勝負的主要因素不是政黨，而是民心 
。

作者：劉羽明， 廣州師範㈻院㈦
㈧屆㆗文系。㆒㈨㈧㆒年㉂費留㈻美
國，現旅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家、
作家和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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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之後，㆗美關係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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