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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前，我在本論壇的"中俄伊鐵
三角的形成"一文中說，拜登和他的
外交團隊犯了兩大戰略錯誤；一是
拜登上任後沒有立刻宣佈解除川普
退出伊核協議時對伊朗執行的一連
串制裁；二是他沒有撤銷川普對所
有參與俄羅斯與德國之間建造北溪
2號天然氣管道的企業和個人的制
裁，反而繼續向德國施加壓力，要
它退出這項對它有巨大經濟利益的
項目。

因爲伊朗對新上臺的拜登政府失
望，乃決定跟中國簽訂了一項爲期
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這項協議，
加上北京於2014年已經與俄羅斯簽
訂的，爲期30年的戰略合作協議，
中俄伊三國於是乎建立了一個在經
濟，軍事和外交等領域緊密合作的
鐵三角。這個鐵三角涵蓋了廣袤的
歐 亞 大 陸 ， 包 括 巴 基 斯 坦 ， 阿 富
汗，中亞五個斯坦國，以及蒙古和
土耳其。整個歐洲大陸和中東也因
此成爲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和俄羅
斯推動的歐亞聯盟擴展其影響力和
發展貿易關係的自然延伸。對此，
美國，作爲一個遠離這個大陸塊的
海洋國家，無疑將處於劣勢，甚至
被逼到世界舞臺上的配角地位。所
以說，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拜
登團隊犯了巨大的戰略錯誤。

拜登繼承川普，仍然阻擋北溪2號
天然氣管道的建造，這使得德國非
常失望，而拜登卻指望默克爾跟他
共同對付中國。這是非常狂妄的想
法：爲什麽德國要犧牲自己的利益
來幫助美國壓制中國？這也就是爲
什麽拜登在G7峰會上沒有得到歐洲
大國支持的原因。所以説，堅持制
裁北溪2號工程也是一項戰略錯誤。

布林肯亡羊補牢

那麽，布林肯知道不知道做錯了
呢？顯然是知道的。在中伊合作協
議簽訂後，美國的態度迅速改變，
放軟了身段，表示，并不需要伊朗
先停止濃縮鈾的活動就可以坐下來
談。可是，有了中伊協議做後盾，
伊朗態度轉硬，拒絕跟美國面對面
談 ， 而 是 要 美 國 跟 其 他 協 議 夥 伴
談 ， 再 由 這 些 夥 伴 傳 話 給 伊 朗 代
表。并且伊朗態度轉强，要美國放
棄對它的所有制裁，這使得拜登團
隊的處境相當尷尬：如果全面向伊
朗讓步，則會受到共和黨的嚴厲批
評，可是，若是不作出重大讓步，
則不能回到協議。這個談判已經談
了近兩個月，仍然沒有結果，觀察
者指出，伊朗將於六月間舉行總統
選舉，而目前强硬派占上風。如果
强硬派上臺，而它根本不願意跟美
國談，那麽美國就被孤立了。

問題是，幾個歐洲大國都希望能
夠恢復跟伊朗做生意，不願意眼巴
巴地看到大筆大筆生意都被中國攬
去。如果談崩了，美國不能回到協
議，難道它還能繼續制裁歐洲企業
跟伊朗合作嗎？如果繼續制裁，它
還能集結這批夥伴打壓中國嗎？

如果拜登團隊一接手就放棄川普
對伊朗的制裁，那麽，對西方仍然
存著幻想的伊朗溫和派多半不會跟
中 國 簽 約 。 它 曾 經 遲 疑 了 整 整 四
年，不肯簽約，就是在等待川普下
臺。所以，當拜登遲遲不肯讓步的
時候，它就選擇加入中俄，成爲鐵
三角的第三角。從歷史的長鏡頭來
看，鐵三角的形成是國際關係中的
重大歷史事件，美國在這方面的戰
略錯誤將會影響深遠，甚至亡羊補
牢都已經晚了。

我們觀察到，當西方國家把新疆
棉花吵的沸沸揚揚，無限上綱，把
它説成種族滅絕事件時，中東國家
沒有一個出來跟它們一起鬨鬧。連
自認爲是東突（維吾爾人）血親的
土耳其都沒有開腔。這應當算是極

大的諷刺。北約，由美國帶頭，摧
毀了好幾個穆斯林國家，造成了千
萬人以上難民的人間悲劇，它不但
不自我檢討，反而極度虛僞地炒作
新疆的種族問題！顯然，穆斯林世
界洞見其虛，根本不予理會。

此外，五月中，布林肯在與俄羅
斯外長會談之後宣佈，不再阻擋北
溪2號的建造。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
讓步，和認錯。不但是對俄國，也
是對德國的讓步。如果早幾個月就
這樣表態，那麽德國對美國的態度
必然會比較友善，而默克爾親華的
立 場 在 她 國 内 也 會 受 到 較 强 的 指
責。毫無疑問，從拜登上任以來的
頭 四 個 月 ， 美 國 的 外 交 是 虎 頭 蛇
尾，起初是來勢洶洶，可是連連受
挫 ， 不 得 不 以 退 讓 和 失 去 先 機 收
場。布林肯心裏應該有數，他的强
勢外交，不論是在亞歐，還是在中
東，都玩砸了。

滲透㆗亞 

如果美國想要破這個鐵三角，怎
麽破？一個辦法就是使伊朗和俄羅
斯不再把它們的利益跟中國捆綁在
一起，另一個辦法就是從廣大的亞
歐地塊中間尋找弱點，來個中間突
破。《紐約時報》四月15號的一份
報導稱，美國於今年9月11日從阿富
汗撤軍後，想在哈薩克斯坦，烏茲
別克斯坦或者塔吉克斯坦建立軍事
據點， 以監測阿富汗的政治發展。
接下來，布林肯於4月22日就跟五個
斯坦國的外長進行了視頻會議。

自從拜登宣佈，美軍將於今年9月
11日之前撤出阿富汗，許多人就在
猜測，美國不可能乾乾净净地一走
了之，總會留下一些特種部隊，或
者 情 報 收 集 工 作 ， 轉 移 到 附 近 國
家，而中亞無疑就是它的首選。

美國在距離其本國極爲遙遠，補
給工作極爲困難的阿富汗打了歷時
二十年的戰爭，它爲此建立了兩條
補給綫，一條是從巴基斯坦過去，
另一條就是從中亞國家過去。由於
這些中亞國家也受到塔利班恐怖主
義份子的威脅，所以它們願意讓美
國在境内建立軍事基地。在2001年
與 2014年 間 ， 美 國 曾 經 在 烏 茲 別
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建立了機場
和 其 他 軍 事 設 施 （ 時 間 長 短 不
一）。這次，布林肯顯然又在動這
些國家的腦筋，而其目的很可能是
多方面的，突破中俄伊鐵三角很可
能是其目的之一。

對此，北京也沒有掉以輕心，就
在布林肯跟五國外長舉行了視頻會
議之後的十八天，王毅於5月11日邀
請了五個斯坦國外長到西安，一起
舉行了C+C5 （中國+中亞五國）會
議，會議中王毅强調建立區域合作
機制，促進一帶一路的發展和多方
面合作，共同維護區域安全以及共
同促進阿富汗的和平發展。        

可以看出，中美博弈是無所不在
的，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那是因爲
拜 登 知 道 ， 那 是 一 場 贏 不 了 的 戰
爭。可是，美國并不打算放棄它要
在 歐 亞 大 陸 上 繼 續 刷 存 在 感 的 意
圖，而中亞和南亞將是它爭取的重
點。對此，中國則步步爲營，加强
與中亞五國的關係，從而穩固中俄
伊鐵三角。

布林肯的業餘外交㆝才秀

布林肯出身於外交世家，生父繼
父都是外交官。他從私立中小學畢
業 進 入 常 春 藤 大 學 ， 一 路 順 風 順
水，直接進入了美國外交界，成爲
拜登的得力助手。他之爲國務卿可
以説是邏輯的結果，也是他事業的
巔 峰 。 上 任 之 後 ， 他 立 刻 主 動 出
擊，聲勢的確相當壯大，對中國，
俄國和伊朗表現出灼灼逼人的高姿

態。
非常不幸的是，他的對手沒有一

個是省油的燈。在中國，他面對的
是楊潔篪；在伊朗，他面對的是扎
里夫；都是沙場上經歷了無數次血
戰的老將。在俄國，他面對的不但
有老將拉夫羅夫，并且還有老謀深
算，肯豁出一切打硬仗的普京。對
比之下，布林肯就是一個剛爬上國
際大舞臺，第一次在强烈燈光下表
演的業餘天才。他的表現，平實而
言，顯得相當生硬。

剛剛上臺，他就跟個子高大的新
任 國 防 部 長 奧 斯 丁 跑 到 日 本 ， 印
度，烏克蘭，和歐洲，拉幫結派，
來勢洶洶。日本首相向高大魁梧的
奧 斯 丁 深 深 一 鞠 躬 ， 影 像 傳 遍 世
界，頗爲可笑，也很可憐；印度的
穆迪到底也算是個强人，雖然受困
於疫情，仍然不給奧斯丁面子，既
不答應共同對抗中國，也拒絕放棄
購買俄羅斯的S-400 防空導彈系統。
最絕的就是烏克蘭的電視諧星總統
澤林斯基了。

這位老兄被川普玩弄了兩年還清
醒不過來，得到了拜登1.25億的軍事
援助就受寵若驚，以爲美國要幫他
收回克里米亞了。在布林肯和奧斯
丁的激勵之下，他調動了3萬大軍，
向東部兩個自治省集結。或許他以
爲，在美國的幫助之下，歐盟和北
約會收納烏克蘭爲會員，而向東部
發動攻擊就是他的投名狀；或者，
他以爲，如果他下達了攻擊令，自
有北約會替他頂住俄羅斯。總之，
事後來看，布林肯和澤林斯基充分
展現了他們的業餘外交家的天份，
都是參加電視比賽的好材料。

普京呢？普京就是普京，他沒有
上電視參加比賽的閑情逸致，他一
上來就動真格的。在全世界的視頻
下 ， 他 堂 而 皇 之 地 派 遣 了 十 萬 大
軍，還有坦克大炮，浩浩蕩蕩，開
到了俄烏邊境，并且放話：如果世
界上沒有了俄國，那麽世界的存在
也就失去了意義！意思好像是說，
乾脆咱們大家同歸於盡吧！

結果如何呢？結果是烏克蘭龜縮
了，而布林肯又一次被打趴了，灰
頭土臉。

 再出發

毫無疑問，拜登和布林肯的第一
輪外交攻勢徹底受挫，不論是在亞
洲，中東和歐洲，都以讓步結束。
亞洲的四國聯盟，由於印度拒絕參
與，散了；中東，伊朗的强硬派即
將上臺，逼使美國需要儘快作出大
規模讓步，否則失去對整個中東的
影響力；在歐洲，德國不買賬，使
得美國被逼放棄對北溪2號天然氣項
目的制裁；在烏克蘭，徹底潰敗之
餘，非常可能使烏克蘭清楚瞭解到
自己的份量，從而設法跟俄國取得
妥協。

關鍵問題是，下一輪將如何？如
果美國作出足夠的讓步，重新回到
伊核協議，又如果，在放棄對北溪
2號的制裁後，在下個月拜登跟普京
會談時能夠改善美俄關係，美國能
夠 削 弱 初 步 成 形 的 中 俄 伊 鐵 三 角
嗎 ？ 看 來 希 望 渺 茫 。 伊 朗 現 在 瞭
解，有了中國作爲靠山，它可以跟
美國叫板，而放棄了這個靠山，它
對出爾反爾的美國就缺乏談判的底
牌。對俄國而言，除非美國放棄所
有由於克里米亞而啓動的制裁，并
且承認克里米亞是俄國的領土，普
京是不會被説動的。過去幾十年，
美國在外交關係中衹顧自己利益的
政策取向，已經令大多數國家對它
失去信心，沒有幾個國家願意把自
己的前途跟它捆綁在一起了。這位
布林肯，來時氣勢洶洶，退時速度
驚人，很可能連鞠躬如也的日本也
要三思而後行了。   

Abstract
China has nearly 5000 years of history. The U.S. is less than 250 years 

old.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from no-contact to rivalry 
states in the last two century. How did this happen? This paper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from time ago to eighteenth to 
nineteenth century, WW I period, WW II Period, and post WW II to current 
century (in four par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and why the two great 
nations have become rivalries and whether they are calculated rivalry?!    
-------------------------------------------------------------------------------------------

The Impact of WW I
Although WW I (7-28-1914 to 11-11-1918) broke out in Eastern Europe 

triggered by the assassination of Austro-Hungary heir by a Bosnian Serv 
Yugoslav, but due to the complex military alliances between nations, 
(Unfortunately, the U.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had maintained this 
practice in forming military alliances), the war eventually was extended to 
a world scale not only involving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lso 
Britain, France, Russia, the U.S., Japan even China. China joined in on the 
victors' side. The U.S. remained neutral but was a big material supplier to 
the allied powers doing a good business. When the leader of Central 
Powers, Germany, sunk one U.S. merchant ship by submarine and urged 
Mexico to initiate war against the U.S., the U.S. 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Central Powers on 4-6-1917. The U.S. did not engage troops until mid 
1918. (a smart move) The war ended on November 11, 1918;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next two years to settle the war by 
developing peace treaties. Thirty two countries participated, China, as a 
new Republic, was a victor hoping to get many unequal treaties she was 
forced to sign from 1842-1910 annulled, but the West Powers including the 
U.S. refused, instead awarded the Chinese territories occupied by Germany 
to Japan. (Another lesson on international injustice learned by the Chinese) 
Thousands of Chinese students from more than ten colleges protested at the 
Embassy District in Beijing, eventually China refused to sign the Paris 
Treaty, but to no effect.

This part of history is bitterly remembe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especially the intellectuals. Today, wh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still use 

Hong Kong and Taiwan (subjects left from colonial unequal treaties) to 
agitate China, one can only expect emotional outbreak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because no one understands that part of history better. Thus, it is 
so funny to hear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Mr. Mike Pompeo, saying 
that we are not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 we are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ne wonders what had Mr. Pompeo studied 
history at Westpoint particularly on the Taiwan issue?). As all Chinese 
remember, China was a victim of the Western Powers for over a century, 
it was the CCP that had succeeded in rebuilding China and gave Chinese 
people dignity traveling today around the world receiving greetings. 
China was forced to lose Hong Kong, Taiwan, Outer Mongolia, Korea 
Peninsula, nearly Tibet under those unequal and unfair treaties. Today, 
Japan, Germany, even France and Britain do understand to some extent 
how the past history is weighing on the Chinese minds, but the U.S., 
especially the current State Department, seems to cling to the colonial 
mirage, still trying to break up China and maintaining the legacy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created by colonialism.

U.S. - China Relations during WW II
China not only did not get a fair treatment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she was continuously being bullied by the Western Powers 
and Japan. (So many movies about the Shanghai Foreign Power 
Jurisdiction Zones vividly exhibit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how being 
treated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in your own country feel like) The new 
Republic was trying to rebuild and reunite the nation, but unfortunately, 
the external forces were more suppressing than helpful. Russia's 
revolutions (February and October 1917) toppled the monarchy and 
established a rigid communist regime. Some Chinese wanted to follow 
and learn from the Russian revolution experience, some of the Chinese 
wanted to follow and learn from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erience and 
yet some wanted to learn from the Japanese 'Meiji' reform (Copying the 
West and militarizing). China was truly in chaos and shattered in pieces. 
The Japanese had established the 'Manchuria' with an ambition to use it to 

conquer the entire China, the Soviet had designed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to control and make China as a part 
of Soviet Union. The U.S. backed the KMT party, at the time KMT 
was nominally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for the entire China but in 
reality it only had a weak control over the South East China. The 
public U.S. position was honorable (sort of like Monroe Doctrine for 
South America in play), that is, she supports the legitimate 
government and urges other countries not to interfere with China's 
governance. Of course, words with no force only fall on deaf ears of 
both Japan and Russia.

Japan continued with her aggression and encroached in the North 
East part of China using Korea peninsula and Manchuria as the base. 
Eventually Japan not wanting to see a developing China, instigated a 
war against China (known as Luguoqiao incidence in 1937, another 
sneaky Japanese military attack), hence breaking out a long Sino-
Japanese war for eight years (1937-1945). The Chinese people gave 
all they got to fight the modernized and well equipped but ruthless 
Japanese imperial army. The casualty was severe, over 35 million 
Chinese and 1.3 million Japanese soldiers died. The cruelty of 
Japanese army was well documented especially by the Nanjing 
Massacre where 300,000 Chinese civilians were slaughtered after 
the city was captured by the Japanese. When China accepted Japan's 
surrender in 1945 and forgave Japan asking neither reparation nor 
penalty, Chinese children were told that forgiveness will bring real 
peace. The Japanese did suffer from the atomic bomb, however, 
when Japanese prime ministers went to Yasukuni shrine to worship 
their war criminals and deny their war- crimes such as the Nanjing 
Massacre, many Chinese were angered. When the Chinese (Koreans 
and all Asians for this matter) discovered that the Japanese school 
textbooks white wash the WW II history, their emotions boiled and 
wondered why a nation could not accept historical facts? The U.S. to 
this day is mute about Japan's war crimes in China such as the bio-
weapon experiments on Chinese citizens and prisoners. This silence 
fuels several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why the U.S. pardoned the 
Japanese War Emperor and received all war records from Japan 
including the infamous Japanese 731 military unit's bio-warfare 
evidence. While the U.S. continued with bio-weapon research today 
and used it in the Vietnam War, one w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her 
accusation of China being the culprit of corona virus and being 
responsible for pandemic damage of the world infuriates all Chinese 
people.  

Mainstream Media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在美國久住的老中可能會有一個

感覺，那就是，美國的政治環境今不

如昔。或者說，大不如昔。在我們心

目中，美國的確曾經是民主的燈塔，

自由的堡壘。在臺灣的時候，記得，

除了看金庸，梁羽生等人的武俠小説

之外，就是看《文星》和五四時期的

一些偉大文獻，特別是梁啓超對英國

自由主義開創者和他們思想的介紹，

胡適對中西文化的解析。當然，我們

也接觸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想，但是，

影響了我們最深的，無他，就是自由

主義。
權力的和平轉移，從一個政黨交

到另一個政黨手中，是美國民主制度

的一大特點。在每次大選結束，算票

和宣佈勝者之後，落選的候選人立刻

打電話給獲勝方，祝賀他的勝利，并

承偌給予充分支持，是美式民主的一

個優美時刻。2000年，儘管充分證據

顯示，共和黨在佛羅里達州發生警察

阻止黑人選民投票的事，兩位候選人

的票數也非常接近，而且算票的程序

和結果都令人存疑，可是戈爾，爲了

國家利益，不願意耽擱權力交接工作

的有序進行，并沒有堅持對全州的選

票重新計算，接受了最高法院的裁

決。毫無疑問，他尊重制度的高超情

操，絕對是民主制度的一個亮點。
非常不幸的是，這個優良傳統在

去年11月6日舉行的大選以後被無情

地打碎了。其實，在投票之前就已經

開始了破壞傳統的行動，例如對郵寄

選票的發表無盡的污衊言辭和不實報

導；夜間偷偷把郵箱搬走；減少自動

處理郵件的機器等。可是，開票以後

的種種行爲真的是令人大開眼界。在

美國的總統選舉史上，可能從來沒有

那麽多次重新計票的事。僅僅喬治亞

一州的選票就重新計算了三次。即使

經過喬治亞州的共和黨負責人認證，

證明選票結果無誤，沒有大規模舞弊

事件，可是它仍然不斷受到挑戰。這

位負責人也飽受川普和他的支持者的

辱駡。
挑戰選票結果的前後，川普抛出

了一個論點，即他取得"壓倒性勝利

"，可是這個勝利被"偷"了。至於怎

麽被偷的，卻沒有人説的清楚。於是

乎 就 誕 生 了 "大 偷 "事 件 （ Big 

Steal）:全國各地盲目支持川普的選

民開始示威游行，高舉"停止偷竊"的

牌子。這個"停止偷竊"的訴求終於導

致了1月6日川普的狂熱支持者攻擊議

會大廈的造反事件（insurrection）。

全國各州都進行了驗證，肯定了

沒有發生大規模舞弊的情況，所以

主流媒體就把大偷的控訴視爲謊

言 ， 相 對 地 提 出 了 "大 謊 "（Big 

Lie）一詞。於是乎我們就有了大偷

等於大謊的荒謬情況。
根據民調，直到今天，也就是拜

登已經執政超過百日以後，高達

77% 的共和黨群衆中仍然相信選舉

被偷了，川普實際上贏了。在一個

曾經被認爲是世界上最講科學，最

理性的美國，若非親歷，這個現象

實在難以相信。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荒謬的現象

呢？難道美國人真的那麽愚蠢嗎？

難道他們跟法輪功的信徒一樣，相

信衹要練功就可以抵禦百病，不需

要喫藥，就可以肉身升天嗎？
問題可能沒有那麽簡單。我們從

懷俄明州非常保守的眾議員錢尼的

命運就可以看出，個人的政治利益

超越了國家利益，超越了認知上分

辨是非真假的能力，超越了常識，

超越了傳統政治規範，導致今天的

美國已經不是當年我們認識的美

國。
錢尼（Liz Cheney）出身於政治

世家，爸爸是小布什的副總統，是

代表人口稀少的懷俄明州的唯一的

一位衆議員。在1月6日暴徒衝擊國

會山莊之後，她是投票支持拜登爲

合法當選總統的少數共和黨議員之

一。她反對"大偷"的論述，認爲它

是"大謊"，而於5月13日，被她的相

信或支持"大偷"論述的共和黨同僚

剝奪了黨内第三順位領導的地位。
在被剝奪了權力之後，她發表了

歷時二十分鐘的演説。她說：
"我們不能讓前總統把我們往後

拖，爲他破壞民主的行爲背書…我

向各位承諾，今後我將致力於復原

我們的黨和我們的國家，回到保守

的原則，擊敗社會主義…使共和黨

再次成爲林肯的黨。"
她的確非常保守，但是她是有原

則的保守，不是把個人權力放在最

高位置的保守，不是不承認事實的

保守，不是閉住眼睛說瞎話的保

守。如果美國要取回它過去的榮

耀，它必須回到原則與原則的對

決，而不是在事實與謊言之間糾纏

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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