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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3日 24日 發 生 了 兩 件 大
事 ：1.聯 邦 總 務 局 局 長 Emily 
Murphy寫信通知拜登將依法提供資
金和服務幚助拜登團隊顺利接管政
權。2.拜登宣布第一批閣員及白宫
助 理 名 單 ，包 括 重 要 的 國 安 團
隊。顯示不論川普是如何的不情
願，拜登將顺利接任。我們如何期
待拜登四年的美中關系呢？ 

1972年尼克森的訪華破冰之旅的
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基礎是共同對抗
蘇聯,是中國為輔加入了美國的全球
反蘇大戰略。然而蘇聯解體後,雙方
合作的戰略基礎不復存在,而中國的
政治體制又與美國的體制完全不
同。2001年11月中國獲准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 ,經濟隨後高速發展 ,科技
和國防領域實力也迅速接近美國,令
美國精英階級普遍擔心。  2008年
的金融危機和今(2020)年的新冠病
毒更無情的展示了西方特別是美國
的弱點,所以美國產生了又害怕、又
尊重、又詆毀的複雜情緒。 美國仍
在痛苦的適應和轉型期。 

就如同這次大選所顯示出的美國
嚴重的內部分裂 ,在表面的貧富不
均 ,警民衝突和民族糾紛等等現象
外,更有深層次的價值領域分歧:全
球化開放政策還是主權國家第一,自
由主義放任經濟還是國家主導福利
分配,擴張性的推廣價值觀還是開放
心態尊重不同的制度... 。 

川普回應了美國中產階級和傳統
藍領階級(特别是白人）的長期無
奈,是第一個敢于指出美國從70年代

以来走错了路，所以得到他們的堅
定支持赢得了2016的大選，並在防
疫失敗的逆境中，在這次大選中獲
得了近7400萬選民的支持。所以拜
登絕對不會忽視川普現象所代表的
對現行制度的深層不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美國
根本的問題需要時間，拜登的使命
就是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緩和矛
盾，同時解決眼前的危機。因此拜
登上任的第一要務就是改變美國處
理新冠病毒的政策和措施，拜登個
性温和、尊重事實、科學和專家，
所以在防疫問體上將會採取尊重中
國所取得的成就，也會與中國合
作 ,做為改善兩國緊張關系的突破
口。

從2009年以來的12年中,美國的對
華 政 策 一 直 在 軟 (接 觸 )與 硬 (對
抗)的兩條路線中徘徊,給人一種混
亂的感覺。 一個重要的總結是過
去12年美國主政的對華鸽派都被鹰
派取代，在美國新政權即將上任
時，如何能避免歴史重演？

拜登對中國的態度一向是温和友
好的。2000-2001年 ,拜登作為參議
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 ,領導參議
院努力引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 並結束國會每年對中國作為美
國 貿 易 夥 伴 地 位 的 審 查 。 作 為
2011年的副總統,拜登說,他相信"一
個正在崛起的中國是一個積極的發
展,不僅對於中國,而且對於美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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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

他的國家安全顧問Jake Sullivan，
也是相對友好的，他曾認為中國硬
實力的崛起是"積極心態的自然結果
", "中國非凡的發展不是美國外交政
策失敗的結果, 而是其自身成功的結
果", 美國應該"盡我們所能, 促進和
鼓勵中國的崛起, 支持中國的崛起
"。沙利文也強烈反對遏制中國的力
量,"中美兩國應該共同努力, 擴大我
們可以在防擴散、氣候變化、全球
經濟和其他許多領域進行合作"。

他的國務卿   Antony Blinken與拜
登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近20年前
兩人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共事
時期。 自那時起,布林肯就一直是拜
登在外交事務上的臂膀。布林肯還
是一家為企業提供地緣政治和政策
諮詢的公司——WestExec Advisors的
創始人之一。 這家公司的業務包括
"在戰略競爭時代管理和中國相關的
風險",為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
營活動提供策略建議。 

從客观的角度看美中兩國都必須
缓和現在的美中關系，因爲兩方誰
也壓制不了誰，而美中衝突將是兩
國甚至是世界的災難。美中關系是
既有冲突也有合作的對手，必須在
務實坦诚的基礎上尋找共識，管控
分歧的良性兢争和合作。除了抗
疫、氣候變化，也許最近的螞蟻金
服事件可能開啟了一個新的共同的
關注，那就是保障網民的隱私權和
對網路巨頭獨大的監控。

拜登的主政提供一個新的機會，
希望兩國當局善自把握！

◎張文基

The U.S. has become the top economic power after WW I (1920). After 
WW II, the U.S. has become one of the two superpowers in the world 
militarily (1950). By 1990, the U.S. has won the Cold War collapsing the 
Soviet Union and become the only superpower in the world having the 
greatest economy and military might. Being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if not 
sustainable, the only outcome is coming dow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world has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mostly economical out of human 
desire of ever living in better condition which depends o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ut the world also has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militarily 
which is not naturally related to human desires (don't like war) but more 
driven by an unproven political theory that military power is necessary for 
sustaining a strong economy. In thousands of years of human history, the 
great economies did not always come with or from the strongest military 
power. Take the recent history of 18 to 19th century, China was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never was the strongest military power more to 
the contrary.

China's demise in that period of course did not prove that a nation had 
to have a strong military before achieving a strong economy. It also did not 
logically prove that any nation with strong economy had to die, if there 
were no invasive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at play. Humans learned 
from history that for a peaceful world, they must abandon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Post WW II, they did abandon colonialism, with a little 
reluctance perhaps but it was overcome by International Justice as 
evidenced b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N. in fighting colonialism. 
However, Although in WW II, the Imperial Germany and Japan were both 
defeated by the allies, but imperialism was not wiped out at all but 
disguised and transforme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by the U.S. led the transformation. Hence, there were the Soviet 
Union-Warsaw Pact and the U.S.-NATO engaging in military competition 
driven by hidden imperialism.

Post Cold War, the world economy was accelerated which benefited the 
larg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a good thing! A strong world economy 
means rigorous trades among nations; competition is naturally occurring 
among nations. Competition in economic arena stimulates material and 
resource exploration, advance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improvements and trans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efficiency, all 
contributing to improved human living condition. Some countries 
benefitted from resource sharing, some benefited from low-cost goods and 
some benefited from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mports or exports. Of course, 
competition may produce frictions and conflicts which need to be resolved 

through world body such a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nd 
other world monetary and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rst of two decades in the 21st century, we witnessed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in her economy. In relative sense, the U.S. did not 
fare very well especially suffered from a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caused 
by a housing bubble busted by the highly leveraged and traded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MBS, and rel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The 
U.S. economy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away from manufacturing 
mainly due to labor cost and moving into 'financial engineering', a term 
to include all kinds of ingenious financial products including IPO 
(initial product offering through stock market) which pushed capitals 
towards so called 'high tech' ventures.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U.S. lost 
many low-tech manufacturing jobs and industries to the other rising 
economies thus becoming dependent on low-cost imports raking up a 
big trade deficit.

The U.S.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a wake-up call to the above 
problems, Donald Trump blamed the declining U.S. economy 
especially unemployment on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policies and 
severe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won the election as a dark mustang by 
pounding on the slogans, 'America First'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He ran his presidency honoring those slogans as his mandate. 
He against the U.S. trade partners, particularly targeting raised tariffs 
China expanding the trade war to technology war and an all out anti-
China movement trying to organize the U.S. allies to stop China's 
growth.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with the slogans, but Trump's 
Administration alienated the world as well as domestically by bluntly 
practicing unilateralism in trade deal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He pulled out of the Paris Climate Change Accord, 
withdrew from WTO and alienated the U.N. including WHO regarding 
hi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bipartisan divide has a long history but it got worse in 2016 
when the Democrats denied Trump's legitimate victory over Hillary 
Clinton. The impeachment against Trump cleaved that divide deeper. It 
is entirely fair to call the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the nation 
divider', judging on what she has done in her Speaker position not only 
against Trump, the Republicans, but also the nation. Delaying the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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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 for rescuing the pandemic impact on the nation's economy is just 
one example.

If Joe Biden became the President, would the U.S. be united again? 
Yes, she may but Biden must make a number of correct moves to heal 
the divide. It is not enough to exhibit a mild personality or return to a 
conventional diplomatic practice. Biden needs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several facts that divide the U.S. First, Biden must heal the bipartisan 
divide which is best done by personnel changes. First, accepting Pelosi's 
words of serving only four years; get another Speaker, a healer who can 
recognize the change and dynamics of the new Congress. Second, Biden 
must coach Harris to function appropriately as a 'unifier' to get dividends 
in the still Republican controlled Senate. Third, it is advisable to pick a 
respectable Republican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nd/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example, inviting James Mattis back or keeping Mark 
Esper but not Mike Pompeo who has clearly contributed to the divison 
of the U.S. His speech at the Nixon Library tore apart the Nixon legacy 
which was the central pillar for transforming communism and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common citizen, one can only cite the above exemplary 
suggestions as personal opinions but the central theme to make the U.S. 
united again goes beyond personal opinion but more like a mandate 
from a majority of voters. In the 2020 election, the US-China relation 
had become an unusual election issue. Trump's anti-China policy, 
whether being strategic or tactic, is a China as well as a U.S. divider. 
Just look at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mericans in voting blocks in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some fiercely supported Trump and some 
rigorously supported Biden. You may think the Chinese American voting 
blocks are small and inconsequential, absolutely not. This divisive force 
propagates in American society, not only among Chinese, Asians, 
Hispanic, black, and white Americans, but also having influence 
internationally with no beneficial results. So playing China card to 
divide China (and Taiwan) is dividing Chinese Americans (see the 
Taiwan lobbying) and US citizens (see the election donation split on 
issues). This is simply because China is no more a threat to the U.S. than 
the U.S. is to China. Both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It is ludicrous to divid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ir 
government as Pompeo fantasized (just as ludicrous to say Biden 
government is totally separated from Republican vote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ppens to enjoy more approval rating (77%) tha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get from their people.

Will the U.S. be united again? I hope so and believe it will for the 
sake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 world. Likewise, Dividing China is 
no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U.S., China nor the world. Any US 
President should bear this in mind: Trying to divide another nation 
which also divides the U.S. can not be a right US policy.

阿裡巴巴的興起和美國的雅虎楊
致遠，日本軟銀的孫正義和美國投
資銀行高盛集團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通過他們的投資，以及雅虎在互
聯網方面的科技，阿裡巴巴很快就
取得了健康而順利地成長。

當然這三家的投資由於阿裡巴巴
上市的成功，也因此獲得了極為可
觀的收益。支付寶是馬雲採取手段
排除外資的參與，從阿裡巴巴獨立
出來的。支付寶的迅速擴張，使它
和騰訊集團的微信支付成為中國兩
大互聯網支付系統取得了壟斷的地
位。這兩家在中國金融界和一般老
百姓的消費上迅速擁有了獨特地
位，現在的中國人民的消費基本上
已經跟現金支付完全脫鉤了。 中
國可以說再無現金的金融活動里，
佔有世界獨特領先的地位。 有了
十幾億的使用者加上三四千萬的商
家，形成了中國最有價值的大數據
基地。這個大數據的應用是馬雲手
中的最有力的武器。 

今年10月24號馬雲在外灘金融峰
會上做了一個20分鐘的演講，這是
他為了螞蟻集團的同時在上海和香
港上市做IPO的推動向全世界所作
的一個重要演講。 但是不幸的是
在這一個冠蓋雲集的大會中，他富
有攻擊性的發言，把一個全世界最
大的IPO 融資。初步估計達350億美
元，一舉化為泡影。 因為他在演

說后的一周內 被中國四個主管金
融的單位，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
保監會、外匯管理局和中國證監會
約談。隨著又被有關單位發佈監管
的檔下令暫停。 

我不止一次仔細的聽馬雲的發
言，覺得他的演講把在座的所有人
都得罪了。這些人包括中國政府制
定政策的頂級官員，來自世界金融
界大亨，以及大多數要參與IPO的
投資人。他說，互聯網金融是一個
新生事物，他對未來的世界金融人
民的生活有不可磨滅的存在意義，
因此不能以過去的監管金融的辦法
來對待這個新生事物。西方資本主
義國家的金融系統像是一個患有老
年癡呆症的病人。而在中國呢，則
像是一個患有小兒麻痹症的病人。
這是兩種不同的病症，因此對症下
藥也是不同的。他說，我們不能以
一個管理火車站的辦法來管理飛機
場。但是這是一個合適的比喻嗎？ 
我看不見得。金融系統無論是資本
主義國家也好，非資本主義的國家
也好，均有其共同的性質，當然也
有不同社會的特點，但是金融就是
金融，他說成他們完全不同理由是
有欠充分的。 

馬雲譏諷中國的經濟沒有系統，
因此不存在中國金融系統的風險問

Will The U.S. Be United Again?

編者按：台灣由㊧翼團體，㈵別是㈸工界㆟士組織的每年㆒度的"秋
鬥"今年由於蔡政府進口美國瘦肉精毒豬，及否決㆗㆝電視頻道續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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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政治生態產生重大影響。 海外華㆟對"秋鬥"背景可能並不熟悉，因
此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活動總領隊黃德北教授撰㊢此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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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德北(秋鬥總領隊)

忙完秋鬥與周一至周三的上課
後，今天突然變得很輕鬆。除了準
備下周的秋鬥檢討會議資料外，可
以在陽台欣賞遠山的風景，也可以
掀開書稿，開始寫我已經停筆一周
的中共黨史專書。在書中突然看到
許多可以回應有些人對今年秋鬥讓
國民黨參加遊行的評論：

左派與右派在某些時刻進行政治
合作，常在歷史上可以看到。如中
共 與 國 民 黨 就 有 過 兩 次 合 作 ，
1924年 至 1927年 的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由於共產黨的力量弱小、且缺
乏政治鬥爭經驗，竟然未建立自己
的武裝力量，以致當蔣介石控制上
海後，在英方帝國主義與江浙財團
的支持下，開始背叛國民革命的理
念，開始實施「清黨」，大規模的
屠殺共產黨員、左翼知識分子與進
步青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結束，使
國民黨在孫中山時代所具有的進步
性蕩然無存，以致在後續發動北伐
時，不得不與北方的新軍閥合作，
只能維持中國形式上的統一，無法
真正掃平地方軍事武力割據的力
量。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為了抵抗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共發表共
赴國難宣言，開始第二次國共合
作。這次中共記取第一次國共合作

失敗的經驗，堅持採取在敵後發
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為其抗戰的
主要戰略。因此在抗戰期間不但
未遭國民黨吃掉(但仍然遭到國民
黨的多次侵擾，其中最有名的就
是1940年的皖南事變，讓新四軍
喪失7千名幹部與士兵)，反而在
日 本 佔 領 的 農 村 建 立 各 種 根 據
地 ，讓 力 量 持 續 發 展 ，並 在
1945年日本投降後能夠集結起來
與國民黨進行最後的決戰，徹底
擊潰蔣介石政權。(昨天上課與同
學討論秋鬥時，竟然忘了說這兩
段歷史，真是失職的教師)

可 見 左 派 與 右 派 如 果 真 的 合
作 ， 不 一 定 都 對 左 派 不 利 。 不
過，上面所說的是政黨合作的例
子，秋鬥離此還有很大的差異。
秋鬥只是一群社運團體組成的平
台，根本還算不上是一個正式的
組織，更非政黨；今年秋鬥與國
民黨的關係也很難說是一種「合
作」，我一直把它定義為國民黨
動員支持者參加秋鬥遊行。我還
真的期盼有一天台灣左翼力量能
夠強大到發展成一個有堅實群眾
基礎的左翼政黨，有條件與國民
黨、民進黨等右翼主流政黨進行
某種政治合作，一起推動社會的
變革或對抗帝國主義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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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家

題，又說，中國金融的監管是監少
管多，他說監是沒有問題時候的看
門，管是出了問題的時候的管制。 
這樣硬生生的把監和管分開來也是
欠缺說服力的。 他譏諷中國的銀行
沒有現代的意識，還是拿開當鋪的
思想來經營他們的銀行業務，對信
用和風險認識太膚淺，因而導致只
想對信用好的不需要貸款的客戶去
大量借貸。需要貸款的中小企業反
而貸不到錢。這樣好的企業錢太
多，不知道怎麼用變成了壞的企
業。 

接著，馬雲又把矛頭指向巴塞爾
協定，這是一個由世界十大強國中
央銀行行長組成的銀行監督委員
會。他成立於1975年。馬雲攻擊的
巴塞爾協議應該稱作巴塞爾協定
三。這項協定是頒布有關強力推進
數據管理分析，整合企業全風險管
理平臺，它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實現資本比例的計算自動化和
優化組成部分的計算。巴塞爾協定
三強調降低風險提高自有資金的槓
桿是必要的。馬雲一開頭就說他是
一個非專業人士發表專業意見，我
看的確如此。他這樣批評十大強國
中央銀行的共識，我覺得馬雲太過
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了。 

其實，馬雲在發表這一次重要談
話之前久未露面的王岐山副主席在
峰會開幕式的視頻談話中就已經不

點名的批評，目前中國金融界存在
許多彎路、錯路和邪路，這也包括
所謂的龐氏騙局。任期最長的人民
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他的談話中
肯定了馬雲在互聯網金融方面作出
的巨大貢獻使得四千萬的中小企業
受惠，但是他也警告說，中國的金
融需要加強監管。前任重慶市市長
黃奇帆也細節的描述了馬雲在兩三
年以前如何在重慶市申請並得到批
准倆個小型信貸的機構和他如何以
三十八億的資金，利用ABS快速周
轉得到了三干多億貸款的額度使支
付寶在短短的期間獲得了四十五億
的利潤。這種操作方式跟2008年美
國的次貸危機幾乎一模一樣。 

而馬雲辯說他們完全不一樣，理
由是支付寶通過了巨大的大數據精
密的計算大幅度的避免形成壞賬的
風險，因此不能和美國的次貸危機
相提並論。主管經濟的劉鶴副總理
也在會上作了加強金融監管的發
言。所以馬雲的演講之前，可以說
已經預先瞭解到中央政府的立場和
趨向。難怪馬雲在上台演講的時候

表情緊張。可能他巳預想到他的
演講不能達到他想要的效果。 

馬雲演講的結尾時提及他個人
以及螞蟻集團信奉的三大原則是
綠色的、可持續的以及普惠的。 
如果這些都算是錯誤。那麼我們
寧願一錯再錯一錯到底！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三大原則都
沒錯，但是這不是他們實際在做
的 事 。 是 大 力 鼓 勵 年 輕 人 去 借
唄、花唄、去超前消費，將來能
否有還債的能力都成問題，這怎
麼能叫綠色呢？ 我看是紅色的，
因為他們超支了。至於說是否可
持續，我認為通過ABS高超槓桿和
高速運轉的借貸是典型的次貸危
機，在理論上都是不可持續的，
遲早要出問題的本身受惠而已。 
至於普惠，那是要多方贏才能算
數，而這種運作方式恵集的，只
是 螞 蟻 集 團 本 身 受 恵 而 已 。 因
此，我的結論是馬雲，這一次真
的是一錯到底很難翻身了，他真
是盛極而衰了。 

馬雲的興與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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