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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就任美國總統第一天，就在白
宮西翼橢圓形辦公室簽署了17項行政命
令，開始了推翻特朗普時期所做決定的
腳步。所簽政令涉及新冠疫情、經濟、
環境、種族和移民等事項。用拜登的話
說，"不能浪費時間"，"這些只是個開
始"。

《紐約郵報》1月26日報導，拜登就
職第一周簽署了37項行政命令，這個數
字超過了此前所有美國總統同期所簽政
令的數量。報導稱，這37項政令中，
10項關聯疫情防控，15項涉及政策變
動。

美國新一屆政府上臺已有一月。在
此期間，拜登政府施政是密集摒棄或逆
轉前政府有關"政績"和政策，相當程度
回歸了建制派施政傳統。但在美國內部
政治極化加劇、外部形象受損的背景
下，拜登政府推行其政治議程前途多
艱。

應對新冠疫情是美國新政府的首要
任務，拜登及其所在的民主黨過去一個
月在國會力推一項總額1.9萬億美元的
"美國救助計畫"，以抗擊疫情和緩解疫
情對經濟的衝擊。

種族問題也是拜登政府上臺後的政
策焦點之一。1月26日，拜登簽署了涉
及住房、監獄改革、原住民等領域的多
項行政命令。這些措施被認為是新政府
對去年以來美國種族矛盾激化的回應。

如果說上述措施是應對前政府留下
的問題，那麼拜登政府新出臺的移民等
政策基本就是在消解特朗普政府的"政
績"。這些新政包括停止修築美墨邊境
牆、取消移民申請家庭強制分離政策、
取消針對部分伊斯蘭國家的人員入境限
制等。

外交方面，拜登政府逆轉了前政府
在氣候、軍控、伊核等問題上的立場，
兌現了部分競選諾言。

拜登上任首日簽署行政令，宣佈美
國重新加入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停
止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拜登政府次日又
表示尋求將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
約》延長5年，隨後在2月5日條約有效
期結束前與俄方完成了續約手續。2月
8日，拜登政府宣佈以觀察員身份重返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2月18日，拜登政
府表示願與包括伊朗在內的伊核協議參
與方舉行會晤，討論伊核問題。此外，
拜登政府還改變前政府在葉門問題上的
立場，宣佈不再支持沙烏地阿拉伯主導
的多國聯軍在葉門的軍事行動。美國新
政府還叫停了前政府從德國撤走部分駐
軍的計畫。

拜登2月4日在國務院發表就任後首
次外交政策演講，表示必須通過外交手
段與盟友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強調盟友
是美國"最大的資產之一"。2月19日，
拜登在慕尼克安全會議上發表視頻講
話，表達他對修復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的
決心。也就在同一天，美國正式重新加
入《巴黎協定》。

與前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在繼續沿
襲大國競爭觀的同時，在方式上更注重
拉攏盟友，試圖重塑美國在盟友圈裡的
形象和影響力。

無論內政還是外交，拜登政府上臺
一個月以來，對前政府政策均做出大幅
修正。但在當前美國面臨的內外形勢
下，拜登政府繼續推行其"去特朗普化
"政策面臨諸多挑戰。

總統的行政令雖然具有法律效力，
但本身並非法律，與國會立法相比，其
效力更短且更容易被推翻。美國社會的
種族矛盾、政治撕裂、社會不公等痼疾
不會因政權更迭而有根本性改觀。

在對外政策上，拜登政府不僅面臨
國內阻力，還需克服盟友和國際社會對
美國的不信任感。美國作為"燈塔"的形
象已被明顯破壞。美歐之間的結構性分
歧並不容易彌合，美國前政府各種"折
騰"帶給盟友的"精神創傷"短期難以癒
合。

2月11日，中國農曆除夕，中美兩國
元首通電話並互致新春問候，這是拜登
上臺後兩國領導人首次通話。雙方同意
就中美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切
聯繫。拜登表示，美方願同中方本著相
互尊重的精神，開展坦誠和建設性對
話，增進相互理解，避免誤解誤判。

拜登政府加緊回歸多邊外交之際，
伊核協議卻是一個例外。美軍1月27日
出動B-52戰略轟炸機在中東上空飛行。
這是拜登就任以來美軍首次在中東執行
所謂"巡航以保持存在"任務。

儘管拜登曾釋放出美國重返伊核協
定的信號，但他上臺後表示，只有伊朗
先重新遵守伊核協議，美方才可能解除
制裁，這與伊朗的立場恰好相反。不僅
如此，拜登政府提出，美伊應就各自重
新遵守伊核協議展開談判，試圖給伊朗
增加新的限制措施。但伊朗方面拒絕就
伊核協議重新談判，並在拜登上臺後採
取口頭喊話與核計畫相關行動相結合的
方式對美施壓。

而且，法德英美四國外長2月18日舉
行視訊會議後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伊核
協議是多邊外交的重要成果。這一定調
也被視為美方釋放的積極信號。不過，
美國的中東盟友以色列、沙特和阿聯酋

等 國 ， 並 不 願 意 看 到 美 國 對 伊 朗 鬆
綁。

拜登上臺後叫停了特朗普時期批准
的對沙特和阿聯酋的軍售，涉及向沙
特出售高精度武器和向阿聯酋出售F-
35戰機等尖端裝備。另外，拜登表態不
再支持沙特主導多國聯軍在葉門的軍
事行動，並將得到伊朗支持的葉門胡
塞武裝移出恐怖組織名單——特朗普
在卸任前夕剛將其列為恐怖組織。

相比之下，拜登政府仍在評估對朝
政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2月9日
表 示 ， 在 完 成 評 估 和 與 盟 友 協 調 之
前，拜登政府不會過早或單獨與朝鮮
接觸。在上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八大
上，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報告中
將美國列為"最大敵人"，而韓國總統文
在 寅 則 呼 籲 拜 登 政 府 繼 續 與 朝 鮮 接
觸。

美國司法部17日起訴三名朝鮮軍方
情報官員發動網路攻擊，指控他們從
銀行及其他目標處竊取價值13億美元的
加 密 貨 幣 和 傳 統 貨 幣 。 法 新 社 報 導
稱，這是拜登上臺後首次對朝採取行
動。

2月18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澳外
長佩恩、印度外長蘇傑生和日本外務
大臣茂木敏充共同舉行了視頻會談。
此次四國所探討的問題正是如何緊密
合作，對中國的海洋行動做出針對性
的對策。而拜登本人也似乎有意將原
本的美日印澳"四國聯盟"發展成為"印
太小北約"，以此來應對中國的不斷復
興。畢竟現有的美日印澳"四國聯盟"本
身就是"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該機制成
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的發展。只不過隨著美國的進一步衰
落、全球經濟低迷以及新冠疫情全球
大流行，各個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變得
非常微妙，這也使得拜登想要將該機
制變成"印太小北約"的目的難以實現。

雖然中國對拜登的對華態度正處在
戰略觀察期，但是從拜登在慕尼克安
全會議上的發言來看，美國不僅自己
做好了與中國進行長期戰略競爭的準
備 ， 同 樣 也 在 呼 籲 盟 友 同 樣 做 好 準
備。但是這些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大西
洋地區國家，因此選擇跟隨美國政策

非常正常。所以拜登寄希望于"四方安
全對話"機制，希望進一步加深合作，
使其變為"印太小北約"，進一步制衡中
國。，隨著諸如新冠疫情在內的全球性
事務的不斷嚴重，印度、澳大利亞以及
日本對中國的態度變得愈發微妙。

首先是日本，其本身與中國的距離
就非常近，加上雙方一直以來的各種
歷史原因，日本似乎逐漸選擇向中國
靠攏。像此前因為各種原因停擺的中
日韓自貿區，也因為RCEP的成立"曲
線救國"式地完成了。但是美國在軍事
上對日本的控制使得日本難以在政治
上靠近中國，因此此次會議舉行後日
本並沒有做出任何實質性的表態。其
次是在印度方向，即便中國和印度經
歷了長期的邊境對峙，但隨著印度國
內矛盾的進一步爆發（農民遊行、新
冠爆發、經濟低迷），印度選擇了在
邊境問題上與中國脫離接觸。因此未
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印度將不會在安全
問題上與中國產生直接的摩擦。最後
就是澳大利亞，雖然澳大利亞緊跟美
國政策，但是現在的澳大利亞亟需維
持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如果選擇
繼續支持美國，澳大利亞必然要遭受
更大的代價。因此拜登建立"印太小北
約"的設想很難走向現實。

拜登在上臺之後已經向日本釋放信
號，宣稱釣魚島適用安保法，美日兩
國在接下來勢必會就釣魚島一系列問
題進行溝通。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持
有相同立場，接下來釣魚島問題有可
能會繼續升級。

同時中日政府間對釣魚島的基本態
度 是 各 說 各 話 ， 共 同 管 控 ， 不 許 登
島。維持鬥而不破的局面，拜登的表
態也沒有實際意義。隨著"海警法"的
正式實施，中國在釣魚島海域的員警
行動也有法可依，合法管控。

總的來說，美國方面已經意識到了
中國復興帶給他們的種種挑戰，美國
自上至下也做好了與中國的長期戰略
競爭的準備。但是現實的國際因素使
得美國的一些盟友開始在中美之間搖
擺不定，只能給美國的許多政策的施
行造成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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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China relations command attention today despite of hundreds of books 
and thousands of essays have already been written on the subject. Dr. Wordman 
alone under his real name has published six books and is ready to release his 
seventh one, entitled 'Calculated Rivalry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a 
month or so. Readers may ask why is there a need to write about the title 
article in this column? The answer is that for every honest and factual article 
about China and/or US-China issue, there are tens or hundreds of papers 
spreading half-truth, biased opinions and fancy assertions without evidence by 
people who never lived or visited both nations with any significant length of 
time. In today's media, quantity overwhelms quality, thus leading the subject 
matter into a confused state. Not necessarily everyone believes the false and 
somewhat corrupted mass media but people are confused and unable to 
articulate a correct and meaningful descript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 issu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pes to make one more honest attempt to 
characterize the US-China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at large 
from several angles or viewpoints. These views are discussed under nine 
separate categories.

 (1) Obvious Direct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Many political analysts would like to discuss US-China issue in terms of 

confrontations. We can summarize the direct confrontational issues under five 
categories: trade, sovereignty, human rights, military and ideology. The author 
places ideology at last simply to underscore the fact that China and the U.S. 
have transformed so much over past 100 years. China has long abandoned 
Stalin style communism and adopted socialism with endorsement of limited 
capitalism.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has expanded her capitalism along with 
her modified democracy to include more minority groups, blacks, women, 
immigrants and non-property holders with due incorporation of socialism. 
Human Rights and Military are really non-issue if not provoked with rhetoric. 
The efforts China is making to lift her citizens from poverty and terrorists 
threat have made the world including many Muslim/Islam nations recognizing 
China's positive achievements. Any real military threat, say attack each other, 

has to be mutual and provoked by an aggressive party. As a superpower, the 
US is now perceived by the world including US allies as the provocative 
aggressive party. It is the US that has raised military tension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for instance in South China Sea (SCS). There is really no 
sovereignty issu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except when the U.S. chose to 
stick her nose into China's sovereignty issue, such as Taiwan, Diaoyu Islands 
in ECS and SCS islands. The real direct confrontation is in the trade, a 
common problem between any two trading partners. As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he two countries having significant mutual 
dependence must understand that free trade means voluntary transaction, 
surplus or deficit, either one is nothing more than a domestic issue of 
managing resources and productivity. There is only one solution that is to 
constantly optimize one's goods and services to reach and maintain a trade 
balance if possible in general, the tariff war initiated by Trump has not been  
viewed positively by the world.

 (2) EU's perspective on US-China Relations
Collectively, EU is the 3rd or 4th largest economy.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EU perceives a different world stage where Russia has become less a 
security threat to EU nations and more an energy supplier to her needs. As a 
large economy, EU has trade issues with the U.S. and China, hence obviously 
EU desires to exercise independent diplomacy and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China rather than unconditionally accepting the demands from the U.S. on 
any of their bilateral trades or the EU-China trade.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EU wishes to have a direct trade negotiation with China rather than being 
handcuffed by the U.S. through NATO forcing political and national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onto EU-China trade negotiations. The 2020 year-end 
Investment agreement signed between EU and China is a clear manifestation 

of the above logic for the U.S.
 (3) Even M.E.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has been a 

millennium long issue. It is understandable for the U.S. to have a strong 
bias in supporting Israel. Trump's one diplomatic achievement of making 
Israel and UAE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is commendable. China 
is free to choose her own diplomatic strategy to maintain good relations 
with all states in the M.E. This is trade-driven perhaps, but it is also a 
rational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ke of her significant Muslim population 
in Qinghai and Xinjiang. There is a historical Muslim-Chinese relation 
over a millennium as well though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Christian-Islam 
history. Both the U.S. and China must respect each other's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M.E. where some may be in agreement and some not. The 
world certainly sees that.

(4) Russia as an archenemy of the U.S.
Whether or not the U.S. should continue to hold the anti-communism 

flag against Russia, the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Soviet Union, eve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a debatable foreign policy issue. 
Russia's change is not as predictable as China's based on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stressful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from dependency to cautiously disengaging, to joining the West sanction 
against Russia to a recent cordial trading relationship; the recent Sino-
Russia relationship has grown to be more friendly as China has risen 
more with her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Cold War ended, the 
U.S. still maintained an anti-Russia foreign policy mainly because 
Russia has maintained a mighty military force. The U.S. led the world 
with an imperial approach settling issues with war and regime change 
using the UN only as a tool to justify a military action if needed.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U.S. elevated China to an enemy level 
openly as well as pushed Russia and China closer although they have not 
yet signed an ally agreement. The world including U.S. allies such as 
Japan and S. Korea does not see that as a good thing and wonders why 
the U.S. is pushing it? (To be continued)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www.us-chinaforum.org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A World View on U.S.-China Relations (I)

拜登政府滿㈪，傷口難愈  撥亂難、返正也難拜登政府滿㈪，傷口難愈  撥亂難、返正也難拜登政府滿㈪，傷口難愈  撥亂難、返正也難

美國經過四年的特朗普內外折騰，
民主黨選舉勝出，拜登競選口號就是撥
亂反正，恢復 "正常"。新政府將怎樣正
常？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如何？中美將如
何互動？

特朗普打亂的國內、國際關係，不
可能完全恢復原樣。新冠病毒短短幾個
月傳播全世界，深入各國各階層男女老
幼，對各國的社會、經濟、健康與生
命，以及政治、外交各方面的衝擊，有
革命性的影響。美國和中國怎樣認識新
的全景和新的前景？做新的部署？

先談美國：拜登第一要務是恢復本
國的安定，發展新經濟。他的就職演說
完全是談內政。基調是尋求全國團結。
在此基礎上，同時修復國際關係，恢復
並增強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

拜登政府現在強力推動全民打防疫
針，迅速提升疫苗研發和生產，期望全
面免疫，保護國民健康和生命，預防變
異病毒的傳染，也挽回美國在2020防疫
治疫失敗的面子。目前美國的疫苗研發
製造和打針比例達到世界前茅，是初步
成績。

美國的社會隱藏許多歷史性與制度
性的問題，在新冠病疫中凸顯出來。拜
登政府特別重視種族問題，內閣和高層
中非裔特別多。種族問題不僅是內政，
也是外交。將來全球人類必須是一家，
有處理種族問題能力的國家將擁有贏得
最多朋友的優勢。拜登政府也恢復了回
教國家的移民。

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是富庶國家中
最差的，不足稱為世界領袖。拜登的主
要訴求是全民防疫，全民醫保，提升基
本工資，改進基層教育平等。在新冠疫
情中很多民眾對禁止學生上學特別反
感，不但許多母親難以照顧子女功課，
而且有的學生家裡沒有電腦等設備，環
境侷促，影響學習和生活，影響學生的
身心發展，擴大了教育和社會的嚴重不
公平。拜登還主張公立大學全免費。

經濟問題是重點。穩定疫情破壞的
第一步，是以巨額紓困金幫助各地方政
府和中小企維持穩定，以直接發放現金
維持一般民衆的購買力。然後進行長期
建設。美國的經濟有其深厚實力，但是
缺乏全盤計劃。美國需要有國家的產業
政策，包括建立綠色能源產業、高端科
技的產業鏈、扶助新興產業，增建曾經
傲視全球但已經年久失修的基礎建設，
保障美國未來的經濟優勢和未來型的就
業與競爭力。美國必須建立為世界的榜
樣，進入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即"科

美國應改變維持台海現狀的模糊戰略美國應改變維持台海現狀的模糊戰略美國應改變維持台海現狀的模糊戰略
◎謝正㆒台灣日前因為大陸暫停台灣鳳梨輸

入而把產地農民搞得人翻馬仰。大陸的
理由是台灣鳳梨有蟲害。台灣方面的回
應是直接了當地說是政治操作。外交部
又搞出〈自由鳳梨。〉？我們的賴清德
也提出和澳洲〈紅酒換鳳梨〉。台灣這
些官員挺有意思的，人人腦筋急轉彎。
大陸暫停台灣鳳梨輸入，其實可以透過
各種管道協商，相互了解問題出在哪？
應該是有可以解決的方案。如今政治無
限上綱，誰受得了。但是也讓台灣許多
吃瓜群眾清楚的了解到蔡英文和民進黨
利用仇中抗中贏得政權，但大陸當局並
未因此而禁止台灣農產品進口、同時大
陸也遵照協定，禁止大陸農產品銷往台
灣。大陸的這個政策，可說是〈打落牙
齒和血吞〉，不願政治對立而傷害到基
層台灣農民。真的是用心良苦，但好像
大家都不知道！

台 灣 鳳 梨 暫 停 輸 入 大 陸 是 政 治 因
素？還是蟲蟲因素？真的是說不清楚。
一般說來，除非兩造有敵對的情況，或
是強國明擺対敵對國家或地區採取禁運
或制裁，否則貿易原則是政經分離的。
如今兩岸發生了鳳梨貿易問題，原因尚
待澄清，台灣當局則直認是政治因素。
這或許也可以解說因為兩岸彼此的政策
〈戰略模糊〉，因此帶來了種種可能誤
會和苦果，最後只有讓無辜的老百姓吞
下去！

台灣當局，應該不了解台灣對北京

政府的不友善態度，除了有可能暫停
若干商品輸入大陸，直接造成台灣若
干困境和麻煩！此外。大陸將會出什
麼牌？台灣也不清楚，這真的是台灣
的危機。特別是事関農產品的産銷出
路，台灣的兩百萬農民，他們究竟要
仰賴政府當局不斷地灑錢救濟？維持
低收入生活過日子？還是能夠因為自
己不斷地努力，增加收入和改善生
活？這兩條路就是台灣農民面臨的選
擇？也是兩岸戰略模糊的必然結果！

目前一則外電報導，曾分別在共和
黨小布希總統和民主黨歐巴馬總統任
內，擔任過國防部長，也曾任美國中
央情報局局長的蓋茨，最近在參加二
月廿六日華盛頓郵報的線上活動時表
示：在美中多面向競爭中，他最為擔
心台灣局勢，台海局勢非常危險，美
國應考慮放棄長期以來的戰略模糊，
明確告訴兩岸，不得單方面動武，或
尋求獨立，改變現狀。他說要告訴中
國人，若無緣無故對台灣採取行動，
美國會支持台灣 ！他也說同時告訴台
灣人。若單方面改變現狀或獨立，就
得靠自己。

美國和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
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代表中國的政
府，享有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擁有
的五常任理事國地位。過去數十年來
維繄美中與台灣等三方關係的就是一
個台灣關係法和三個聯合公報。美國
基本上都是維持台海現狀不變。因為
美國要對付的國家只有俄羅斯以及美
國安排的國際秩序，更重要的是維持
美元的世界唯一地位。如今，中國大
陸埋頭苦幹，已讓其實力僅次於美
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可以說是
盤根錯節，已是分不開的全球化下一
體化的共生共榮的關係。中國大陸的
國家實力增強，當然國防力量跟著上
來。現實的局勢是中國大陸已是不容
忽視的國際強權。曾擔任兩黨總統的
國防部長蓋茨，肯定熟知其中的台海
風險！

台灣是大陸的核心價值之一，我們
認為大陸的底線是維持台海現狀，兩
岸和平基礎則在一個中國共識下的
〈九二共識。〉。因此我們希望美國
拜登總統再重新釐訂美中兩國競合關
係之原則時，放棄維持台海現狀的戰
略模糊策略。公開表示，美國人的立
場是反對台灣任何政治團體企圖改變
台灣現狀的政府架構和體系，同時反
對台灣獨立。我們或許可以這樣推
測，美國在過去的戰略模糊，或許認
為大陸發展不起來。美國還有機會支
持台灣脫離中國而獨立。讓台灣成為
美國的附庸國，像中南美洲一樣的許
多小國家。台灣則成為美國西太平洋
第一島鏈的重要島國。然而這個不敢
說的期望，己全然落空。當今之計，
美國只有設法維持台海現狀，明白告
知台灣若干政治團體不允許搞七搞八
搞台獨，讓北京政府坐立難安。隨時
準備對台灣動手！

總之美國必須在台海呈現戰略清
晰，才能獲得台海情勢的穩定和本區
的和平發展。美國更應該鼓勵兩岸和
平交流，在未來與其和中國對抗，與
其背負一個不確定性的台灣，不如和
一個受到美國人鼓勵而能走向兩岸和
平統一後的中國共享經濟的繁榮。這
才是美國的核心價值。

作者：謝正㆒，㆗華戰略㈻會研究
員,台灣工黨㈴譽主席，㆗華兩岸事務
交流㈿會會長，台灣佛光大㈻教授。

技滲透生活internet of things"的時代：數
據化、人工智能、電子商業等，政府要
幫助產業轉型，將夕陽產業轉變為新興
產業（已經宣佈停止Keyston XL 油管的
准證，並禁止在北極自然生態區鑽石油
井），幫助勞工技術升級和轉業。

美國有民主傳統，又是移民國家，
這是美國強盛的基因。但多元化的國民
各種各樣，各自堅持自己的風俗習慣和
信仰。先後移民之間永遠有矛盾，是美
國政治上保守派根深蒂固的特色之一，
與新興的進步派勢同水火。特朗普以其
煽動能力，提倡白人至上，基督教至
上，答允保護美國的煤、石油、汽車等
老產業，贏得大量既得利益者和工人的
粉絲和選票。拜登的團結訴求和新產業
政策必須迅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才
不會失去選票。

內 政 是 外 交 的 基 礎 。 在 國 際 關 係
上，新政府顯然有步驟地在恢復並擴大
各種聯盟關係。一反特朗普唯我獨尊的
"美獨"作風，以多重的國際聯盟關係，
加強美國的實力，爭取在全球的領導地
位。有人從拜登跟各國領袖打電話的先
後，來窺測新政府的思路。他最初7個
電話是打給加拿大、墨西哥、英、法、
德、俄、日。

1. 鞏 固 北 美 區 域 集 團 是 第 一 優
先。特朗普最無理的"美獨"出手是對加
拿大和墨西哥開火。拜登首先便是修復
與加、墨的關係，並第一時間以行政命
令停止修築與墨西哥的邊牆，開放已經
在美國的一千萬外國移民定期入籍（其
中墨西哥人500萬，中美洲人200萬），
允許闖關新移民的家庭團聚。向中美
（包括加勒比海）各國示好。在未來的
國際多元化並立的時代，各區域的一體
化將是全球國際關係中的基本單元。過
去門羅主義視南北美洲是美國的禁臠，
別人不得染指。美國沒有平等對待中南
美國家，協助發展，而是視為附庸，尤
其長時期在中美各國扶植親美政權，壓
榨剝削他們的勞工，還多次出兵武力鎮
壓，與當地人民結下深仇，如古巴、委
內瑞拉、危地馬拉，曾奮不顧身的反
抗，造成美國的近身傷口。新政府顯然
有意改弦更張，在國內提高西語系國民
的地位（有三名西語裔的閣員），在國
外則協助中美國家發展，使北美中美團
結為一個區域經濟大集團。

美 國 有 人 高 呼 要 調 回 在 中 國 的 工
廠，是不切實際的。美國利用中國廉價

勞工為美國生產美國產品，自己保持高
端技術，最划算。在新冠疫情前，美國
並沒有失業問題，沒有人會去當廉價勞
工。在美國生產，產品價格高，沒有競
爭力。但是美國很可以選擇性地將工廠
設在中美和加勒比各地，利用那裡的廉
價勞工，既發展他們的經濟，提高他們
的生活，建立北、中美加勒比產業鏈，
又發展友誼關係，還能緩解移民湧向美
國的問題。中美7國：總人口4700 萬，
面積52萬平方公里。加勒比海島國與屬
地共30個，人口4600萬，土地總面積
100多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廣大。這
將近上億的人口和廣大海陸面積，與美
加墨共六、七億人口，是巨大的區域集
團。將來是否出現新的區域共同體意義
的拜登主義，代替歷史的門羅主義，有
待觀察。

更擴大則加強與南美國家的關係。
拜登曾經在奧巴馬時代負責南美事務，
訪問16次，對南美有地緣政治角度的認
識。新聞報導，可能與委內瑞拉重啟談
判，而不是一味制裁。

2.美國傳統外交最重視的當然是英語
國家和歐洲。五目聯盟不是正式的聯
盟，卻是血緣、語言、文化、歷史、制
度、交往最密切牢固的英語集團，無人
可以從中挑撥離間。英國與美國本來就
猶如一家人，兩國國民完全是無縫交
流。英國脫離歐盟後，兩國的關係會更
加密切。

歐、美同屬一個西方文明，原來中
心在歐洲，二戰後轉到美國。歐洲內部
曾經生死纏鬥幾百年，今天他們團結起
來，成為歐盟。歐、美一體，任何一方
與其他方面合作而對抗另一方，都是不
可想像的。歐盟27國人口4.5億，各方
面實力都居世界前列。特朗普以看不起
人的眼色看歐洲，歐洲人也看不起他。
拜登是老外交家，將重新鞏固歐美密切
聯盟，這也是歐盟國家積極歡迎的。

3.拜登隨即打電話給普京。俄國一向
是面向西歐的歐洲文明的最東旁支，日
漸強大後，自以為歐洲應該輪到他來領
導了（頗似戰國時期的秦國），但沙俄
-蘇聯-俄國的宗教、政治制度、社會經
濟，以及蘇聯時代的意識形態，與西歐
格格不入，受到西歐和中歐傳統主流的
激烈抵抗，至今互相視為死敵。歐洲願
意接受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領導，而不接
受緊鄰的俄國領導。特朗普因為白人基
督教至上主義，曾經想拉攏俄國，卻被
普京玩弄，也不為其他美國人和歐洲人
接受。俄國仍是美國最大的最有潛力的

◎吳章銓

戰略對手。拜登不願意與俄國軍事對
抗。美國擁有和平競爭的優勢，不必
硬鬥。有必要與俄國保持來往，妥善
處理兩國關係。在核武、中東等重要
問題上達成共識，在有全球性利益關
係的許多問題上也必須合作。美俄已
經同意無條件延長《新削減戰略核武
器條約》，將進一步商討《不擴散核
武器條約》問題。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最早
㊟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
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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