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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美國發生了一件重大事
件，其轟動的程度超過了白宮的任
何聲明和新冠病毒的傳播情況，那
就是華爾街股市的暴起暴落，主角
是遊戲驛站（GAME STOP)。讓筆
者先梳理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以
幫助你對整個事件的瞭解。

先 介 紹 一 個 名 叫 瑞 迪 特
（REDDIT)的網站，這個網站有討
論各種問題的組群，其中一個群組
叫做賭博華爾街（wallstreetbets)，
是一個專門討論股票市場的平台，
只要你按下"參加"（join)便可成為
會員並在上面發表意見；去年七月
以前會員人數不到百萬，但由於幾
篇 分 析 文 章 指 出 對 衝 基 金 做 空
GAMESTOP 的破綻後，忽然變得越
來越熱門，會員人數激增到目前的
四百多萬。會員們絕大多數都是年
輕人，都是些股市菜鳥，都是些散
兵游勇，只要他們信服就會勇往直
前 ，反 正 他 們 本 身 就 是 光 棍 一
條，單幹不行；打群架就是他們與
生俱來的本能。

今年初，柯亨(Ryan Cohen)買進
九百萬股加盟GameStop ，股價立即
上漲了一倍從十元漲到二十元；這
種漲法引起一家股票分析公司賽春
（CITRON research) 的注意，並發
表評論說："GameStop 根本就是扶
不起的阿斗，誰在這種價錢買這種
垃圾股誰就是笨蛋，股價馬上就會
回復原形，不信走著瞧"；這番言論
引發wallstreetbets 熱議和反擊，同
時把空頭公司的破綻公布出來，原
來空頭公司認為GameStop 必死無
疑，已經把GameStop 100%的股票
賣掉了140%，如果大家萬眾一心，

此時買進不賣出，讓空頭公司在市
場買不到他們到時要補進的股票，
股價一定大漲，還把目標鎖定在
1000  才賣；這個號召，引起會員
們的熱烈響應，紛紛發出衝鋒口
號，如"你只活一次"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幹光它（all in)；想
想看，四百多萬會員，每個人買十
股就是四千萬股，GameStop 股票
在市場立刻被淨空，當空頭公司契
約到期，想要補進時，只有拼命出
高價再高價，股價從十多元一直飄
升至近五百元才回頭，最近的收盤
在 六 十 元 上 下 。恭 喜 這 些 年 輕
人，他們在wallstreetbets 上晒各自
的戰果，有些人以小博大，五萬變
成了三四百萬，大部分的人都是以
幾千元上場打了一個滾就退埸，便
賺 到 了 他 們 整 年 的 學 費 和 生 活
費，更有不少人賺到了解決生活大
問題的錢如房貸，買車，旅遊�。

這次華爾街小蝦米對大鰐魚的
混戰，苦主多數是那些以往吃人不
吐骨頭的對衝基金(hedge fund)像賽
春，馬文（Melvin capital), 喜它迪
（Citadel )等等，據商業內幕雜誌
（Business insiders)報導指出，這短
短幾星期，做空頭的對衝基金損失
了將近一百九十億。

前文提到 wallstreetbets 上大多數
人都是股市菜鳥，散兵游勇，如果
沒有陳勝吳廣的號召是不會有什麼
影 響 力 的 ； 柏 里 哈 匹 蒂 亞
（ Chammath Palihapitiya） 和 吉 爾
（Keith. Gill)兩人就扮演著陳勝吳
廣的角色，前者已經是華爾街的大
伽，曾在對衝基金布瑞（Michael 

Burry)工作過，對於如何買空賣空瞭
若 指 掌 ， 就 是 這 位 老 兄 指 出
GameStop 被超賣到140% 的不合邏
輯；後者是一個在華爾街剛剛開始
走紅的一個中伽，就是這位老兄鼓
勵大家梭哈（All in），並且真的投
下七十五萬作為代頭示範（他這筆
投 資 ， 短 短 幾 週 為 他 賺 進 五 千
萬）。

看完這次精彩大戲之後，筆者有
以下兩點感想：

這次股市暴漲暴跌，引起參眾兩
院的熱議，想要立新法來防止再發
生此類事件，但筆者認為最後會不
了了之，因為華爾街股市本來就是
一個合法賭場，願賭服輸。對衝基
金想做死別人自然有被別人做死的
時候，以前索羅斯（George Soros)做
空泰銖賺了大錢，但要做空港元時
卻被朱鎔基打得灰頭土臉；這些基
金本身都有非常強大的資金和政商
實 力 ， 如 當 今 的 財 長 葉 倫 曾 在
CITRON演過講，退休後的聯儲會主
席 伯 朗 其 （ Bernanke)現 在 擔 任
CITADEL的資深顧問；要立法禁止
他們在股票市場賭博根本不可能。
如果問參衆兩院會有什麼新動作，
筆者認為兩院可能會對於一家叫羅
賓漢(Robinhood）的股票交易所作出
處罰，因為當GameStop 瘋漲之際，
羅賓漢公司居然將GameStop 股票代
碼從缐上除掉來防止散戶買進以保
護空投公司。大家都知道"羅賓漢
"是劫富濟貧的英雄代表人物，而
"羅賓漢公司"卻反其道而行，真是
一個極大諷刺，而且其所作所為明
顯違法又不合常理，遭到重罰只是
申張了一點正義。

網路的影響力已經到了無遠弗屆
的地步，這次的華爾街散户逆擊大
戶只不過是小菜一碟，像川普用推
特鼓動支持者進佔國會大廈，西方
世界發動的顏色革命，利用網路平
台搞政權的爭奪才是最可怕的；臉
書和推特最近都限制不當言論發
表，大概就是看到了事情的嚴重
性。既然如此，那西方世界對中國
緊盯網路上各種動靜就不要過度苛
責了。

 ◎范湘濤

The 46th U.S. President's inauguration took place on January 20th at 
the White House as usual, but the process is not usual at all and it will be 
remembered forever. First, the 45th U.S. President refused to attend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as a symbolic protest to a “fraudulent” election 
where the contest was very close and the ballot counting was problematic 
in his view. Second, the still rampant COVID-19 epidemic has prevented a 
large crowd to attend so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simplified with 
much less spectators and fanfare. COVID-19 was also parti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nusual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ere a large number of votes 
was by mail causing late arrival, counting delay and verification issue as 
well as deviation from the usual voting booth management and ballot 
counting procedure typically supervised by adequate personnel. Third, 
President Trump”s contest to the election result and several legal actions 
launched in the courts charging inappropriate election and vote-count 
procedure have boiled the Trump supporters to engage a protest rally on 
January 6th at the Capitol that unfortunately resulted in a violent protest, 
storming into the Capitol building, where the electoral votes were 
officially being confirmed. Fourth, although the cause of such a protest 
turning into a 'riot' like event was still under active investigation, the 
House under the Speaker Pelosi's leadership was too eager and quick to 
characterize the protest as an insurrection promoted by Trump. Hence, the 
House passed the second impeachment against Trump on January 13th. 
Under the above circumstances, the 46th U.S. President inauguration was 
conducted in an unusual manner. The American public exhibited confused 
emotions, but it will be remembered as a black mark 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democracy as expressed by many foreign press, despite of the 
fair speech by President Biden and a beautiful poem by young 
inauguration poet, Amanda Gorman, all calling for national unity and 
togetherness.

Trump may not be considered as a favored U.S. President by everyone, 

even among Republican party members, but he won the 2016 election fair 
and square. He won as a dark horse by his slogans, “America First”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re were nothing wrong with these 
slogans, however, they were 'labelled' towards 'White Supremacy'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by Democratic Party and some of the mass media. 
The indifference of Trump's core right-wing supporters, particularly his 
close staff, to 'political correctness' was largely to blame; especially when 
they were making policy statements and conduct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oter 
population. The demographic population of the U.S. is changing as 
revealed by the recent 2020 census. Two major shifts are related to the 
above political perception.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and its data on 2016 
and projection to 2060, the U.S. is facing two issues: an aging issue and a 
shift of racial distribution. At 2060, the estimated above 65 population 
will be 94.7 million, a 92.3% increase from 2016 figure. The white 
population (61.3% in 2016) will be below 50% by 2044 and at 44.3% by 
2060, no longer a majority in the U.S. population. The aging issue is a 
general concern in economy in terms of national productivity and social 
security. Whereas the decreasing of white race population is both a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 As a dominating middle class in the U.S., 
the white population has experienced buying power reduc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With population going below 50%, it also signifies a further loss 
of political power in the U.S. democracy. Therefore, there is reason for 
Americans to be angry seeking remedy and counting on politicians to 
have solutions. Trump's attempt of directing the anger to foreign country 
may not be correct, but his attempt of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with 
America first philosophy did resonate with many Americans.

Democratic Party correctly recognizes the trend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played the identity politics to woe voters. However, neither 
party has demonstrated the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the staggering 
even declining U.S. economy and the widening of wealth gap in the 
U.S. The two parties are playing more rhetoric (blaming foreign 
country and each other) than cooperating in fixing the 
competitiveness issue of the U.S. on the world stage through 
domestic policies. The phrase coined by Thomas Friedman, 'one 
party democracy', seems to describe American politics today very 
well: each party is totally denying the value of the other party, trying 
to dominate the media to sway voters, and creating 'hate' and 
dividing the nation. Hence comparing to a one-party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the one party democracy cannot get things done but 
bickering. The 2020 election is clearly a manifestation of the 'one 
party democracy' politics. Trump lost in 2020 election for a second 
term bid but he had 75 million votes supported him. Biden won by a 
small margin and clearly inherited with a divided nation. Yes, calling 
for unity is essential, but the actions and deeds ar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empty words, worse hypocrisy.

First, Biden should stop the impeachment immediately and mend 
the division in the country. The Democrat-controlled House plotted 
the first impeachment against Trump before he even took office, 
sowing a seed of hatred. The two charges, abuse of power and 
obstruction of Congress were highly political. It failed in the 
Republican-dominated Senate but the entire process wasted so much 
of the government's time and energy and took the eyes of all officials 
including all legislators off the devastating COVID-19 pandemic. 
Now that the U.S. is the number one nation impacted by COVID-19 
with 400,000 deaths. Naturally, citizens are angry and hate crimes 
soar. The second impeachment was so hastily passed in the House 
with a charge of insurrection without waiting for the FBI 
investigation to complete. Such a charge is essentially charging all 
Trump supporters, demonstrating exactly the 'one Party Democracy' 
phenomenon. If Biden means what he says about unity and focusing 
on solving our problems: pandemic, economy, infrastructure,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He should lead the Congress away from 
making hatred and build a collaborative Congress with his 
Administration.

As citizens, we pray and hope that the 2020 inauguration will 
bring us unity and togetherness and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我相信菩薩有眼，自從2000年以
來，因為中國迅猛崛起，遭受美國
以及台灣因爲忌妒或恐懼而來的汙
蔑及羞辱 ，越來越不堪，2020年終
於菩薩用COVID-19 给了全世界一
個公平的考驗，世事皆有報應，想
不到現世報竟然如此之快。

【東亞病夫】

在2020年春節前，中國武漢爆發
了當時尚不知名的嚴重病毒傳染
病，武漢緊急封城，中國舉國驚慌
之際，2020年2月26日《華爾街日
報》刊出题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
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的文章，幸災樂禍地公開羞辱中
國。

報應：一週年以後的今天
美國， 確診病例  2700萬人，死

亡人數 47萬
中國， 確診病例  不到9萬人，

死亡人數 4,636人
【黃種㆟的病】

2020年2月底，日本財務大臣麻
生太郎在利雅得召開的G20財長與
央行行長會議上，警告G20成員國
共同關注防範COVID-19。與會的歐
洲國家的代表們不屑的表示"那是
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不
以為意。

報應：一週年以後的今天
歐洲白種人， 確診病例 3422萬

人，死亡人數 60萬人
亞洲黄种人， 確診病例 1400萬

人，死亡人數 24萬人（不含印度，
中東）

【香港美麗的風景線】

2019年 6月 ～2020年 6月 這 一 年

中國古代實行科舉制度，一般官
員都需經國家考試及格後方可任
用。此制度已於1905年正式取消。
科舉制度或有種種不足之處，但不
致令不學無術，只會吹牛拍馬，善
於權鬥之徒充斥廟堂，殘害人民，
延誤國事，應是可肯定的。美國新
冠肺炎爆發至今已有約四十幾萬人
死亡，可謂百年不遇之浩劫也。今
日各國政府無不將撲滅疫情作為其
施政的當務之急。少數有能力者更
竭盡所能開發疫苗。據報全球已有
十款疫苗進入三期實驗中。而其中
有四款來自大陸，一款且已投入使
用。消息來源稱，目前大陸已有
450萬人接種過疫苗。而台灣呢？                                                                                                                                         

 美國個先進國家，醫學水平，醫
療設備遠在一般國家之上。然而卻
成了疫情最嚴重的國家。這是天災
與人禍交互作用造成的。美國特朗
普，龐貝奧之流政客盲目自大，迷
信新冠病毒只會侵襲有色人種，而
白人是五毒不侵，不用懼怕的。因
此開始時連口罩都不肯帶。這與當
年義和團哄騙慈禧太后，他們是刀
槍不入的，何其相似。難道歷史真
地會輪迴嗎？其實這是部分美國政
客出於政治鬥爭，選舉考量，不顧
人民死活，純屬胡說八道。他們甚
至無端指控，病毒來自中國實驗
室，欲將其疏於防範，造成疫情擴
散的責任甩鍋大陸。                               

台獨分子跟隨美國政客之後，亦
步亦趨，也學著特朗普，龐貝奧的
做法， 不分青紅皂白，將疫情爆發
的責任推給大陸，至今仍將新冠肺
炎稱為武漢肺炎。用以打擊大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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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to Be Remembered

間，美國背後煽動的香港反送中暴
亂頻頻發生，美國國會多數黨領袖 
Pelosi 曾幸災樂禍地說過，這是香
港美麗的風景線這麼一句調侃刻薄
的名言。不過中國冷靜自持，有條
有序的在2020年7月通過香港國安
法，驅逐美國勢力，平定暴亂，無
人死亡。

報應：
2021年1月6日，川普號召暴徒支

持者衝進國會抗議選舉作弊，正在
開會的 Pelosi 倉徨逃避，暴徒攻佔
其 辦 公 室 ，竊 走 其 辦 公 室 的 電
腦，文件，國會多項設備文具亦遭
搗 毀 ，並 有 五 人 死 亡 ，多 人 受
傷。目前川普的暴徒支持者雖四處
潰散，仍伺機再起，華府現仍處半
戒嚴狀態中，軍警兵力30,000人保
護國會，不敢撤離。而且整個美國
陷入分裂動盪狀態中。

【疫苗競爭㆗國勝出】

起初歐美國家政府毫無根據的藐
視中國，俄國，印度的疫苗，美國
及歐盟更是禁止使用中國及俄國的
疫苗。接著媒體接棒，開始污蔑中
國疫苗的效率極低，故意引用巴西
的Butantan實驗室不當的數據，宣
佈中國疫苗的有效率只有56％，然
後再傳出50.6％，更造謠說有人施
打後死亡。

歐美國家由於疫情嚴重，急於控
制，寄望於疫苗甚深。而能生產疫
苗的國家，產能有限，緩不濟急。
所以西方歐美國家或霸佔疫苗或超
額溢價搶奪疫苗，或疫苗生產國間

譽，破壞大陸形象，繼續離間兩
岸同胞感情。美國大選後，連拜
登都已改正特朗普時期的惡毒稱
呼，為什麼台獨分子仍堅持此一
錯誤呢？究竟大陸同胞有什麼地
方對不起他們呢? 據統計2020年台
灣 對 大 陸 出 口 額 達 1367.37億 美
元，所得順差達 783.2億美元。若
無 大 陸 市 場 ， 台 灣 經 濟 恐 難 維
持。

防疫像面照妖鏡。政治人物對
待防疫的態度，將令其真面目暴
露無遺。

台獨分子未經試用，就一口咬
定大陸疫苗不可靠，他們不感興
趣。人命關天的大事，他們竟用
不 感 興 趣 就 將 大 陸 疫 苗 拒 之 門
外。其實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
能繼續隱瞞大陸真相，讓台胞相
信，大陸是落後的，不但比不上
美日，甚至連台灣都比不上。一
旦台獨分子接受大陸疫苗，無異
承認，大陸醫藥科研能力優於台
灣，甚至領先世界水平。台獨陰
謀 還 能 得 逞 嗎 ？ 這 是 萬 萬 不 可
的。

2019年新冠肺炎爆發時，筆者
還在台灣探親未歸。某日突接維
也 納 鄰 居 電 話 ，衛 生 間 水 箱 漏
水 ，客 廳 地 板 與 牆 壁 都 受 損
了。一時內心焦急萬分。幾經周
折才算買到了繞道德國回奧的機
票。修繕花費不小，幸好基本上
都由保險公司承擔了。個人損失
事小，但驚魂普定後，才發現此
正值進入庚子年的敏感時期。筆
者雖反對迷信，但近代中國遇上
的兩件不幸事件，恰巧都發生在
庚 子 年 。它 們 分 別 是 發 生 在
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及發生在
1900年的八國聯軍。而今年天災
人禍不斷，恰巧又逢庚子年。依
農 曆 要 到 2月 12日 庚 子 年 才 結
束。新冠肺炎的肆虐，光美國死
亡人數就超過了34萬人，遠高於
其二次大戰的死亡人數。

台獨分子不肯接受大陸疫苗，
除了政治考量外，是否也有迷信
的成分呢？

台灣是個民間信仰較普遍的地
方。但台獨分子是不喜歡它的，
因 為 民 間 信 仰 基 本 上 都 源 自 大
陸。例如源自湖北荊州的關公，
以及福建湄洲的媽祖。據筆者印
象 ， 似 乎 基 督 教 ， 尤 其 是 長 老
教，與台獨曾有過密切關係。現
今二者關係如何，令人好奇。其
實政治人物過於親美也是一種迷
信。如果美國肯提供疫苗，難道
他們還會拒絶嗎？但目前萬事不
如救命急。不應把政治和宗教等
參合到防疫工作中來。是否要接
受大陸疫苗，應首先徵求民意。
不能再像進口美豬，或去年禁止
滯留湖北台胞返台一樣，連民意
機構的意見都不徵詢，就擅自以
行政命令處理了事。如此做法，
台獨政權恐難以延續矣。

華爾街精彩大戲華爾街精彩大戲華爾街精彩大戲
大鱷敗給小蝦米

世事皆㈲報應世事皆㈲報應世事皆㈲報應
◎ 盛嘉麟

防疫像面照妖鏡防疫像面照妖鏡防疫像面照妖鏡

互相禁止疫苗出口他國。歐盟內部
弱小國家如匈牙利，塞爾維亞開
始，轉而進口中國疫苗應急，接著
德國，法國，奧地利也要進口中國
疫苗。

報應：
目前全世界生產量最大速度最

快，交貨最準時的就是中國疫苗，
估計目前至少年產16億支，並且還
在快速擴產中。最厲害的是不需要
甚麼零下負70度的冷鏈運輸設備。
現有三種中國疫苗運送世界廿幾個
國家，遍及東南亞，南美洲，中
東，非洲，歐盟，全球施打人數超
過3000萬人，效果良好，有效率高
達90％，聲名四播，劈破了西方媒
體的造謠。即使紐約時報也坦承，
世界必須正視中國疫苗的優良品
質。

媒體今天爆料，中國疫苗副作用
最小，平均有效率超過90％，引得
英國及歐洲的權貴紛紛組團去阿聯
酋的杜拜施打。杜拜將施打疫苗作
為吸引外國遊客的賣點。

令人動容的是，中國在一開始生
產出疫苗的時候，就倡議疫苗分配
是 人 道 關 懷 全 世 界 。 對 WHO的  
COVAX 人道計劃，積極響應。現
在更不計前嫌，轉身替歐美的疫苗
代工生產，發揮世界工廠的品質，
效率及產能。為世界對抗新冠疫情
做出了最大的貢獻。這是中國一帶
一路一苗最新的世界通道。

【絕不使用㆗國疫苗】

在全世界搶購疫苗的時候，台灣
政府毫無實據的跟著美國散佈中國
疫苗沒有功能的謠言，並且宣佈絕
不用中國製造的疫苗，絕不用有中
國投資的疫苗，絕不用中國代理的
疫苗。總之，排除所有中國因素的
疫苗。

◎謝芷生

報應：
全世界數十個國家已經施打疫苗

了，英國，歐盟都宣佈禁止疫苗出
口，美國宣佈搶購預訂了12億支疫
苗，台灣訂購的疫苗都無法訂購，
無法交貨，現在台灣手上竟然沒有
一支疫苗。

現在島內不滿沒有疫苗的聲浪日
高一日，呼籲進口中國疫苗的呼聲
日高一日，中國大陸宣佈願意替台
灣人施打疫苗，台灣已有民眾搭船
去對岸福建平潭施打疫苗。

【美國死亡47萬】

1990年8月美國老布希總統發動
第 一 次 海 灣 戰 爭 ，攻 打 伊 拉
克。2003年美國小布希總統以一小
瓶洗衣粉號稱查獲了伊拉克的化學
毒劑，發動第二次海灣戰爭，攻打
伊拉克。美國揪集了歐洲的英國法
國意大利等北約國家，兩次欺凌小
國伊拉克，造成100萬伊拉克人民
的傷亡，流離失所。

報應：
我計算了一下新冠死亡人數，當

年欺凌伊拉克，阿富汗的國家，美
國死亡47萬，其餘歐洲的北約參戰
國，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亞幫兇
國，一共死亡約60萬人，相加總共
死亡107萬人。天理昭彰，世事皆
有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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