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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832個窮縣，12.8萬個窮村，散佈在

全國各地，絕大多數處於"蜀道難"一
類的地理環境，總人口近一億，以少
數民族居多。2012年底，共產黨十八
大擬定了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
既然要建小康社會，那麽必須扶貧和
脫貧。這是習近平接棒以後的主要目
標之一，按計劃必須在2020年完成。
所以，過去8年，動員了幾百萬黨員
和幹部，其中1，800人還付出了生命
的代價。2021年2月25日，在北京舉
行了脫貧表彰大會，習近平在會上發
言宣佈，"在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一
百週年的重要時刻，我國脫貧攻堅戰
取得了全面勝利！"

什麽是脫貧的標準呢？根據媒體報
導，標準是：一超過，即年收入超過
4，000人民幣；兩不愁，即不愁吃，
不愁穿；三保障，即保障飲水安全，
義務教育和基本住房和醫療。在這之
前，中國已有6億人脫貧，可是這最
後一億比過去6億人脫貧更加困難。
這種根深蒂固的貧窮人口，要使他們
脫貧，有的需要把整村人口遷移，有
的需要修築公路，打井取水，拉電
綫，聯網，設立學校，有的需要替他
們設計生財之道，培訓，給予資金，
擴大產能…所有這一切都是需要衹顧
耕耘，不計回報，并且要日以繼夜地
經年努力，才能達到目的。試問，這
種賠錢生意，私營企業能夠做嗎？這
必須由爲全民負責的政府來做。富有
的產油國可以做到，如沙特，科威
特，和沒有被美國摧毀的伊拉克與利
比亞，都有照顧全民的福利制度。這
也符合它們伊斯蘭教的意識形態。歐
洲大陸國家受到社會主義思想影響，
多黨制中有相當强大的社會主義政
黨，所以在濟貧方面也比美國和加拿
大做的好。雖然，它們都做的沒有這
麽徹底，也沒有面對中國這麽龐大的
人口和所面對的艱難程度。

中國的人均收入於去年超過了一萬
美元，應該算是剛剛要進入中等收入
國家，而脫貧的艱巨任務是中國還是
中低收入國家的期間完成的，這絕對
是人類史上僅有。幾乎在所有發展中
國家，我們都可以看到，數以百萬計
的貧窮人口圍繞著大城市邊緣，而在
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地區，貧窮的狀況
更是普遍。在印度，巴西，或者尼日

利亞這樣人口衆多的國家，脫貧根本
是不可想象的事。這方面，衹有一個
强大，有作爲的中央政府，盡其全
力，統籌規劃，契而不捨，不計代
價，才能做到。中國的脫貧成就因此
是人類史上的一個"彪炳史册的人间
奇迹"（習近平語）。

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這是具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重大成就。

美國有許多華人，他們寧願相信
川普的謊言，也絕不肯相信關於中國
的正面報導。對於這些人，可以請他
們看看Youtube 上面的許多系列視
頻 ， 如 《 遍 地 英 雄 下 夕 煙 》 ，
《2020年我們脫貧的故事》，《我們
走在大路上》等。或許他們會稍微地
改變信仰也説不定。

抗疫
最可靠的消息是，新冠肺炎於

2019年12月發生在武漢。當時，沒有
人知道它的嚴重性，所以負責當局可
能沒有及時給予適當的重視，以至於
它在武漢迅速蔓延開來。對此，西方
媒體就大做文章，說中國出現了疫
情，但是蓄意地沒有及時向世界通
報。實際上，北京方面早在2020年
1月初（記得是8號）就把病毒的基因
序列通報了世衛組織，1月23號就宣
佈武漢封城，而全世界都獲得了中國
和世衛組織傳出的信息和警告。如果
西方國家能夠正視中國發出的警告，
和看到中國處理新冠手段的嚴厲，并
引以爲戒，它們根本沒有理由讓病毒
在它們國内大規模長期肆虐，一直到
今天。它們應該責備自己的不作爲，
根本不應當大搞政治秀，歸咎中國。

中國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就基本上
控制了疫情。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把病
毒關在武漢和湖北省。在任何其他國
家，這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這需要
同時做到至少三件事：一，在極短的
時間裏檢測一千多萬人口，監督他們
的行動，和照顧他們的一日三餐；
二，迅速擴大醫療設備，包括醫院，
口罩，防護服等；三，集結龐大的醫
療隊伍，并照顧他們的衣食住行。

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這麽做的時
候根本不考慮要花多少錢。

怎麽做的？首先是封城，隔離一
千多萬人口，每一個小區，大樓都有

人負責監督，管制，購買食物和輸送
食物。十天建出了一個火神山醫院，
隨後又建築了雷神山醫院，一個月内
建成16家方舟醫院，指定了225家醫
院爲定點醫院，設置22.5萬間隔離病
房。從全國各地調遣醫務人員，組織
了346支醫療隊，42，600醫務人員。
16個省分別負責武漢和湖北其他十幾
個對口城市的救助工作。這些醫療隊
伍包括了全國各地醫院中抽調的人，
也包括軍隊中的醫務人員。軍隊也承
擔了運輸工作。這是在極短時間内完
成的非常複雜的運作。

這種大規模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在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這就
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國㈵色的㈵點
西方以自由主義爲基礎的政治體

制，毫無疑問有它的許多優點，不然
也不會掌控世界長達幾百年。但是，
這次發生的超級傳染病事件凸顯的是
它的弱點，這包括：缺乏集體意識，
缺乏社會紀律，整體協調的能力差，
意識形態的執著阻擾合作，自私的個
人利益和企業利益阻礙公益事業等。

中國的集體主義和中央集權的體
制，毫無疑問也有它的許多缺點，可
是，這次超級傳染病凸顯的是它優越
的地方。扶貧和抗疫表現出統一號令
和集體動員的力量。

中國特色至少有幾個特點。這包括
全面性，目的性，務實性，高效率，
長期規劃能力和穩扎穩打的執行力。
把這些特點結合起來，我們發現，中
國可能是當今世界上最具有解決問題
能力的國家。

不但在這裏提到的脫貧和抗疫如
此，在許多領域都是如此。因此，在
數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建立了：全世界
最完備的製造業，最長的高鐵與公路
（隧道與橋梁），最强的基建隊伍，
無遠弗届的通訊系統，强大的軍事力
量，全球最廣的貿易網，等等。當
然，中國還建立了整套的航天與導航
系統和深海探測系統。簡言之，中國
發展的全面性是人類史上所僅見。對
於所有信仰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來
説，他們不應該一聽到威權，專制，
一黨專政就本能地予以排斥，他們也
應該考慮一下，爲什麽中國可以做到
脫貧和抗疫，而西方國家無法做到。
或許他們能夠勉强承認，集權也有集
權的優點。

 
◎㈬秉和

Abstract
"China Threat" has been touted long and often by politicians that seems 

to make it a true gospel.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ether or not 'China 
Threat' is really true? What may be the real China threa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clarify why politicians especially 
dur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s like to focus on foreign threats rather than on 
solutions to our domestic problems.  

There is a real "China Threat", however, which can be easily observed 
and understood by a few examples. Again, this threat is self-inflicted in my 
opinion. The examples are clearly observable in the U.S.-China trade war. 
The U.S. initiated the trade war starting from applying tariffs on hundreds 
to thousands of Chinese imports. The tariffs were added on the consumer 
prices hurting mostly the lower income American citizens. That hurt was 
translated to threat then even to hate by politicians. But wiping China out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is not a solution but adding more hurt and 
threat to Americans. In retaliation, China countered with tariffs on 
American goods, that hurt American exporters and China importers both. 
Needless to say, it is not a good solution. Then the U.S. extended the trade 
war to technology sanctions and more tariffs. That again is hurting both 
nations' tech industries and economies, slowing down China's rise in 
technology industry perhaps but bleeds the U.S. hi-tech industries as well. 
(Hi-tech products need a large market to thrive) This hurt is also translated 
to threat then hate by politicians even leading to war plots involving 
alliances. This is exemplified by policy statements made by Pompeo and 
hostile rhetoric by Rubio and Ted Cruz the like. China either did not like to 
escalate the sanction war or realize that it will hurt both and not helping 
anyone. She chose to sanction the individuals who promoted the hurt-
threat to US-China relations while in-power but now out of power, an 
interesting move we shall understand later.  

China announced a sanction list of 28 U.S. individuals and their 

immediate families to be prohibited in doing businesse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I must say, this action is a real "China Threat" to the 
individuals (it really hurts financially at least) but not the U.S. industries. 
Pompeo is on the top of the China sanction list. China announced this at 
the juncture when Pompeo is relinquished his official duty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ake on a private job to plot his political future. This 
announcement of forbidding him and his wife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has 
little to do with ordinary American citizens or the U.S. government but it 
hurts Pompeo badly (finally picking up a $80,000 job at Hudson Institute 
versus being denied $10,000,000 CEO job hurts and hurts badly). 
Pompeo would surely feel what a real China threat is like now, no 
corporation would write off China market to support Pompeo's political 
ambition built on "China Threat". Another example is former U.S. U.N. 
Ambassador, Kelly Craft who is also on the sanction list for her anti-
China deeds, such as dishonoring a one-China principle the U.S and 100+ 
more nations pledged. Craft's husband, Joseph Craft III, CEO of 
Alliances Resources Partners, allegedly has very significant businesses in 
China which would be affected by this sanction. According to an 
unverified source on the Internet the China sanctions may have a 
collective impact of $3 billion dollars of personal interests to the 28 
individuals and their close famili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layed every card to provoke China 
including lies and twisting facts. For example, Pelosi is calling Hong 
Kong's riots (crashing her legislators' building) as a beautiful scenery of 
democracy but calling our protestors (storming into our Capitol building) 
as mobs and insurrectionists. (An obvious double standard) The U.S. is 

selling offensive weapons to Taiwan clearly encouraging Taiwan's 
independence movement (no one in the right mind would think that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our national security or world peace). Pompeo's 
criticizing China's domestic policies dealing with her Muslim 
religious extremists' terrorism using extremely hurtful terms like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genocide".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compulsive 15 year free education to Muslim children so they would 
not be forced into extremists' religious studies is not a 'concentration 
camp' idea nor there is ever a genocide happening to the 12% Uighur 
in Xinjiang. (In fact, Han people (80%) often complained that the 
Uighurs got more benefits from the government than they did.) 
Minority issues exist in our country as well, we would not accept 
any foreign criticism or do anything in response, but yet we expect 
Chinese people to accept our accusation and protest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 What for? If not an interference.

China sanction came after the U.S. sanction against some Chinese 
(and Hong Kong) officials forbidding their travel to the U.S. might 
seem to be just a symbolic retaliation, but in reality it hurts these 
individuals on their pocket books perhaps also their political careers. 
Although Pompeo may claim the China sanction is his badge of 
honor (Anti-China or Anti-Communism), but realistically it hurts his 
pocket book. One wonders whether he will be able to write a million 
dollar book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reflecting on why some people 
Americans call him the worst U.S. Secretary of State in history and 
some world citizens call him the biggest liar and cheater in politics. 
China did not put any on-duty U.S. official such as Pelosi on the 
sanction list is probably out of their adherence to never interfering 
with any country's domestic affairs. However, China's sanction list is 
a real threat never the less. In my opinion, this China sanction may 
be a real threat, at least, to young politicians currently on-duty or 
not, who must care about their post-government career in the private 
sector later in life. Since in the business world people are used to 
competition. China does present a competition to the world, but any 
competent business executive would not be afraid of competition 
and give up the China market. So 'China threat' is never real to U.S. 
corporations or the U.S. if we don't give up competition. However, 
China sanctions against individuals are real threats!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新冠比大蕭條更嚴峻

去年競選時，拜登曾多次提到羅
斯福總統，一次在接受CNN訪問時，
他曾説，"坦白說，新冠傳染病可能
是近代史中遭遇到的最大挑戰…可能
超過了羅斯福所面對的…"

上世紀，羅斯福面對的是經濟大
蕭條，1932年，他在接受民主黨提名
時提出了新政（New Deal），然後在
1933年到1939 年的七年中制定了一系
列方案，包括由政府雇用大批失業人
口從事各種基礎建設工作，植樹造
林，成立田納西水利工程管理局，建
造其他大壩，制定最低工資，工人有
權集體跟雇主談判，發救濟金給農
民，以及房貸援助等。當然，他最重
要的，一直實施到今天的措施，就是
社保。

比較言之，新冠傳染病的負面影
響好像并沒有那麽嚴重，所以拜登似
乎有點誇大其詞。儘管如此，拜登對
疫情的重視與其前任川普的不作爲形
成了强烈對比。他上任第一天就拿出
了長達200頁的抗疫計劃，并且在極
短時間内擴大疫苗生產，動用軍隊協
助運輸和接種的工作，使美國接種疫
苗的人數平均超過歐洲各國一倍，超
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更多。

在就任之後的兩個月内，他還通
過了1.9萬億的Covid-19紓困救濟。這
個近2萬億的大手筆有其特殊的重要
性。因爲，他把1400 元的現金直接
交到了低中收入者手中。這跟奧巴馬
在2009年應對次貸風暴的做法完全不
同。奧巴馬是把超過7，000億元交給
了銀行，以及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
兩大汽車公司活了下來，可是各大銀
行拿了納稅人的錢卻不肯借給身陷困
境的小民。後果是，超過750萬家庭
的房產被銀行强行拍賣，無數人失去
終身積蓄，而銀行家們卻大發年終獎
金。美國左派認爲，奧巴馬和他的美
聯儲主席伯納科徹頭徹尾是華爾街大
鰐的代辦。

福利國思想再現

且讓我們稍作回顧。1963年，甘乃
迪被刺後，詹森繼任，雖然僅僅擔任
了一任總統，他通過了平權法案和
"偉大社會"的許多福利措施，可以說
是繼承了羅斯福的執政理念。如果我
們說他是羅斯福第二，也無可厚非。
可惜的是，由於他發動了極端不受歡
迎的越戰，僅僅幹了不到一任就不再
參選，民主黨隨之輸掉了大選，所以
他反而成爲民主黨福利政策的終結
者。

1968年，共和黨的尼克松接任，停
止了越戰，但沒有阻擋美國傾向福利
國（welfare state）的大方向，可是他
被石油危機搞得焦頭爛額不説，還弄
出個水門事件。接下來，卡特在位四
年，繼續受到石油危機和經濟滯脹的
影響，最後還出了個伊朗扣留美國大
使館人質事件，一任之後就下臺鞠
躬，從而迎來了雷根時代。

雷根徹底扭轉了美國的政治文
化。在1980年的就職大典的演講中，
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政府不是問題
的解決辦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

上任後他的第一項行動就是打擊工
會，開除全國各個機場參與罷工的
領航員。他接下來減稅，刪除許多
民主黨時期基於人權，環保等制定
的各種法規。這樣，他開創了一個
新時代，定下了共和黨的執政理
念，即減少政府干預，給予企業更
大的自由。是在這種小政府，甚至
仇視政府的主流思想的壓制下，克
林頓與奧巴馬不敢也不能有大作
爲。

克林頓的政績是把聯邦政府赤字
高企的情況扭轉了過來，離任時政
府有了盈餘。這個情況很快就被小
布什非法侵入伊拉克的行動破壞
了。奧巴馬的政績是擴大健保措
施，亦即ACA，給予低收入人口和
有長期病痛的人獲得健保的機會和
政府補貼，這些應當算是民主黨在
這段時期的主要成就。

但是，奧巴馬這位黑人總統使很
多白人心裏很不受用，感受到威
脅，這就爲反對有色人種移民的川
普創造了機會。他高舉白人至上和
美國第一的民粹主義大旗，四年
來，顛覆了美國的自由主義信仰，
逼迫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爲他個人
服務，打破了三權分立的立國常
規，胡亂增加關稅，擾亂世界貿易
規範，破壞了美國聯盟體制。他是
真正的修正主義者。如果沒有出現
新冠的黑天鵝，他幾乎篤定連任，
那麽他的破壞力度將無可估量。幸
好，他的政治前途被新冠摧毀了。
如果我們戴上宏觀歷史的眼鏡，這
表示：雷根的新自由主義時代就此
宣告結束。他留下的爛攤子急需擴
大政府職能來處理。

拜登的1.9萬億的紓困法案，以及
它獲得 70%的民意支持，告訴我
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美
國社會又開始向左轉了。

重建，還原，比原來更好

拜登競選時的口號是重建，還
原 ， 比 原 來 更 好 （ Build Back 
Better）。爲此，他要增加富人（年
收入40萬以上）的所得稅，增加企
業稅，以及推動基礎建設，擡高最
低工資，擴大健保等。他想要隔代
繼承的，或者説重建和還原的，就
是羅斯福在上世紀三零年代推動的
社會福利制度。如果成功的話，那
麽他將被認爲是羅斯福第二。問題
是，美國當前有28萬億的國債，而
疫情還沒有結束。如果他成功地推
出了基建計劃，和其他措施（估計
費用3萬億），并能夠落實，那麽國
債必然跳到30萬億以上。加上州政
府，企業與個人的債務，這無疑會
帶來通脹，甚至可能是惡性通脹。
考慮到美國目前的製造業占GDP的
比例不到20% ，有經濟學家認爲，
這將帶來滯脹（高通脹，低成
長）。在一個内部分裂，外部環境
複雜，不再是唯一超强的大背景
下，拜登能否成爲羅斯福第二? 對之
我們必須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 

◎艾花奇

What is the real "China Threat"? (Part II)

這是楊潔篪在中美戰略會談上說的
一句讓億萬人喝彩的話。我不知道哪
位絕對一流的翻譯女神張京是怎麽翻
的，肯定是一種高雅的譯法。按照咱
們長居美國的人來説，這句話應當譯
作， "The Chinese people don't give a 
damn." 這樣譯才能表現出楊主任對美
方輕蔑的態度。

關於這次會談的議論已經是滿山滿
谷了，我在此不作感情上的表態，衹
想談談，這很可能是拜登上任以來非
常重大的錯誤，其影響可能深遠。

二月間，有綫電視臺CNN周日節目
"全球公共廣場"（GPS）主持人Fareed 
Zakaria 在他的獨白中說，拜登在國内
的政策中表現出非常的自信，毫不猶
豫地推出了1.9萬億的紓困方案，完
全不理會共和黨的反對。但是，在外
交方面，他很遺憾地說，拜登的表現
過於謹慎，除了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和
重新回到川普退出的各個聯合國組織
之外，在很多方面他仍然延續了川普
的政策。

《紐約時報》也曾報導，許多自由
派的學者對於拜登的外交政策表示失
望，尤其是涉及伊朗禁核協議。這是
川普主動退出的，由美國，英國，德
國，法國，中國，俄羅斯共同跟伊朗
簽訂的，而且是經過安理會通過的協
議。川普不但沒有跟盟國商量，單邊
退出，并且退出後還加碼制裁伊朗，
附帶制裁盟國。這種行爲是完全不遵
守國際秩序，用美國自己的話說，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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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自己才是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
拜登至今遲遲不肯無條件回到禁核協
議，令其他歐洲夥伴失望。

由於川普處處對普京軟弱，拜登
就對俄羅斯和普京采取了强硬的態
度，但是，在電視訪問中公然說普京
是"殺手"？實在莫名其妙。那麽，川
普公然刺殺伊朗的二號領袖，難道不
是殺手嗎？奧巴馬協助利比亞反對
派，把卡達菲殺了，是不是殺手？以
色列刺殺伊朗的科學家與核子專家，
納塔雅虎不也是殺手嗎？奧巴馬刺殺
本拉登的時候，拜登也在場，他是否
是幫凶呢？本拉登的確造成了911雙
子樓慘案，但是，難道他不是美國中
情局培訓出來的嗎？

總之，在外交上，稱呼一國領袖
爲殺手，是非常不智的，其後果恐怕
遠比輕鬆的一句話嚴重得多。

對於中國，拜登團隊顯然早就有
了整套打壓計劃，不但就任不久在南
海派出航母艦隊，并且施壓盟邦到南
海擺過場。他錯誤地相信，衹要他招
呼一聲，"凡是愛好民主自由的，跟
我走！"所有被川普得罪的盟邦就會
乖乖地歸隊。可是，如果他不放棄對
北溪2號油管的制裁，德國爲什麽會
跟他走呢？他把所有川普加諸各國的
關稅廢掉了嗎？沒有呀！他讓歐洲分
享了美國的兩大疫苗嗎？沒有呀！那

麽，它們爲什麽跟他走呢？結果，非
常戲劇性的事發生了。在G7首腦視頻
峰會和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他要盟邦
跟美國一起對付中國，可是除了英
國，沒人吭聲。接下來他匆匆忙忙搞
了一個亞太四國峰會，箭頭仍然指向
中國，結果莫迪說了一句"世界一家
"（The world is one family）,輕描淡寫
地拒絕了。

到今天，衹有英國和日本跟他走。
顯然，拜登年事已高，可能有點時代
錯誤。印度去年跟中國對峙，好像會
一招即至，可是，就在中印兩國那麽
緊張的對峙中，兩國的貿易額繼續增
加。爲什麽？因爲疫情嚴重的印度對
中國產品有巨大的需求。德國與中國
的貿易額已經超過了它與美國的貿易
額。與美國所有的盟邦，中國都是最
大或者前幾名的貿易夥伴。簡言之，
全世界都需要跟中國做生意。難道它
們會爲了美國空虛的口號就犧牲自身
的實際利益？此一時彼一時，現在已
經不是美蘇冷戰時意識形態挂帥的時
候了。你説，拜登是不是有點老糊塗
了？

全世界的經濟目前都在疫情後掙
扎，包括美國在内。這是爲什麽中國
的出口在年初兩個月猛增。美國自己
也非常需要中國的產品，否則今後兩
年的通脹將很嚴重，這時候跟中國鬧
翻絕對是跟自己過不去。在阿拉斯
加，美國的外交團隊居然在沒有得到
大多數盟邦的支持下向中國叫板，被
楊潔篪和王毅羞辱了一場，可説是咎
由自取。The Chinese people don't give a 
da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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