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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world had first experienced the energy (oil) shortage in 
the70's, its impact was a world financial crisis (recession) . Upon initiation 
by French President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and German Chancellor 
Helmut Schmidt, the heads of the six leading economies and industrial 
nations (with U.S., U.K., Italy and Japan) met in 1975 for the first time to 
discuss how the global economy could be managed to maintain its stability,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rich G6. The G6 
summit meeting was held at the Chateau de Rambouillet, 50 kilometers 
southwest of Paris where they declared a Fifteen Points Communique. In 
1976 G6 became G7 included Canada. In 1977, the President of European 
Commission attended the summit and now the President of European 
Council also attends. In 1998, Russia was invited in but following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G7 nations decided in March 2014 to 
meet without Russia essentially excluded Russia indefinitely.

Interestingly, China had never been invited to G7, even after her 
economy has surpassed six of the seven members' economies. This 
certainly has to do with the U.S. dominated leadership in G7, maintaining 
an 'anti-China Rising' policy. This year, the rotating host of G7 turns to the 
U.S., that means, President Trump will be the host. Due to the Pandemic 
COVID-19 infection occurring world-wide, this year's G7 must take 
special precaution. That is why the selection of location and timing of the 
2020 G7 Summit becomes so uncertain. Of course, the invitee list and 
agenda (purpose of meeting) are always important for G7 each year. In the 
past, many developing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were invited as 
guests. Only Russia, invited in 1997, ever became a member in 1998 
making the group known as G8, but G8 ended in 2014.

The selection of a hosting site for 2020 G7 was somewhat controversial. 
The U.S. secret service has researched ten sites and recommended four 
choices, Hawaii, Utah, California and North Carolina but Trump suggested 
Trump National Doral Resort in Miami and was announced by his Chief of 
Staff on October 1, 2019. There were immediate bi-partisan criticisms 
(some people raised the issue of violating constitution and conflict of 
interest) on that choice, then Trump scratched that idea through Twitter 
blaming the media. On December 3rd, it was then announced that the 46th 
G7 would be held at Camp David, the same place for 38th G7. Then 
COVID-19 pandemic broke out sweeping the world with the U.S. being a 

severely affected country. Trump canceled the G7 replacing it with a 
video conference, but later said a physical meeting could still be held in 
the White House or at Camp David. On May 31st, German Chancellor 
Merkel declined Trump's invitation citing COVID-19 concern. Then 
Trump delayed G7 at least to September. In the meantime, Macron of 
France called and emphasized all seven members should be attending a 
physical meeting in person and so agreed Boris Johnson of Britain.

Last year, the G7 was held in August in Briartz, France. It now 
appears that the 2020 G7 will be held at the White House but at a 
delayed date. It is just impossible to hold a physical meeting with seven 
world leaders plus a number of guests during a pandemic. On the 
invitee list, Trump named India, Australia, Brazil, South Korea, and 
Russia as potential invitees to the summit, according to a CNN report 
by Kevin Liptak, May 31, 2020, quoted Trump saying, "I don't feel that 
as a G7 it properly represents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It's a very 
outdated group of countries."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by Chidanand 
Rajghatta, Times of India, May 31, 2020, "Trump revealed the idea of 
an expanded group wanting to expand G7 to G10 or G11 or GN and 
India was included." Liptak further reported: "Later, aides indicated he 
was seeking a larger group that could act as a counterweight to China, 
wh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ached a nadir last week 
amid disputes over corona virus and Hong Kong."..."Trump intended to 
use the summit to build an anti-China bloc.”

Trump made calls in early June 2020, extending invitations to guests 
to join the G7 summit; they were accepted by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Brazilian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South 
Korea President, Moon Jae-in, and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rendra 
Modi except the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It is understandable 
the former four leaders would accept Trump's invitation,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being allies of the U.S., Brazil being a close neighbor in 
the continent of America, and India being always eager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shin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But Russia has very 
little to gain in joining G7 to face strong oppositions from 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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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Indeed, UK, Canada and EU have all expressed opposition to 
Russia's reentry to G7.

in 2019, the G7 Summit reached a five-point communique: 1. WTO to 
resolve IP dispute more swiftly to eliminate unfair practices. 2. G7 
commits to simplify regulatory barriers and modernize international 
tax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3. G7 shares objectives to ensure 
that Iran never acquires nuclear weapons and to foste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4. G7 supports a truce in Libya that will lead to a long-term 
ceasefire. And 5. G7 reaffirms the existence of the 1984 Sino-British 
agreement on Hong Kong in respond to Hong Kong riots and France and 
Germany will organize a Normandy format summit in the coming weeks 
to achieve tangible results regarding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Ukraine. 
These statements do appear a little feeble, don't they?!

This year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making the planning of G7 very 
difficult wherever the location in the U.S. may be chosen. Thus, the 
meeting has to be delayed into the Fall. President Trump most likely 
would like to have the G7 before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rdNovember 3 , to harvest some benefits for his election. But if Trump 
won his second term, he might have more credibility to suggest a more 
meaningful agenda for G7. If he wanted to build an anti-China bloc out 
of GN, his chance of doing so before his election appears nil. If the GN 
would be held after November 3rd, it might get eclipsed by the G20 
Summit (November 20-21, Saudi Arabia), regardless whether Trump got 
re-elected or not. Since G20's establishment in 1999, it has gained more 
attention over the G7. G20 represents over 80% world trade and 90% of 
gross world product (GWP) (41.5% of world GDP in 2018 projected 
rising to 47.2% by 2024 vs G7 30% in 2018 projected to decline to 
26.8%). The G7 had been regarded as the rich "country" club but its 
influence over world financial system and trade had been diminishing.

G7 or G8 had little impact on China's growth in the past, neither 
would GN. China is now playing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G20 and has a 
goo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Germany, Italy, UK, France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the U.S. strategy of building an anti-China bloc soliciting 
Australia, Indi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there is little sign of sure 
success. Therefore, it is doubtful, a GN hastily collected under a 
Pandemic will succeed in targeting China. In fact, since G20 
membership overlaps with GN members, most likely they would realize 
that more benefits and accomplishments could be achieved in G20 with 
China present. 

Perhaps, this year would be the historical year to seal the fate of G7, 
either merging with G20 or convincing China to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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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再見！

特朗普會連任嗎？簡單回答：不
會！語氣不夠強？那就再說一次：
絕對不會！他將會成爲美國歷史上
衹做了一任，并且是反環保，反科
學 ， 反 國 際 組 織 ， 説 謊 超 過
17，000次，破壞美國優良政治傳
統，具有獨裁心態的總統。他公開
跟醫學專家唱對臺，拒絕帶口罩，
提倡用治療瘧疾的藥來治療新冠肺
炎，甚至提出注射清潔劑來對付新
冠肺炎的荒謬建議。最後一項無疑
將使他成爲歷届總統傳記中最令人
噴飯的笑話。

當然，作出這樣的判斷并不難。
他 2016年 勝 選 的 總 票 數 低 於 希 萊
莉 ， 他 的 支 持 率 從 來 沒 有 超 過
50%，而今年上半年，由於應付新
冠肺炎的無能，他的支持率更下滑
到40%以下。拜登呆在家裏，幾乎
沒有從事任何競選活動，可是根據
FOX——特 朗 普 最 喜 歡 的 電 視
臺——的民調，支持率已經超過特
朗普12%。如果大選在今天舉行，
拜登躺著贏。

或許有些人難以理解，表現如此
之 差 ， 爲 什 麽 特 朗 普 居 然 還 有
38%的支持者？6月20號，他要在奧
克拉荷馬州的Tulsa市舉辦今年大選
的第一次造勢大會，而Tulsa的確診
人數正在上升，可是居然有人三天
前就去排隊。試想，19，000人聚在
大廠棚似的建築物裏面，歡呼叫
嚷，是病毒最愛的傳染環境，而這
些人無所懼？對於這種忠實支持
者，我們到底要怎麽看？是他們著
魔了？

咱們老中也不例外。舉個例子來
説，在一個wechat 群裏，就有一位
教授級的人物舉出他支持特朗普連
任的十大理由，我覺得過於離譜，
肉麻，所以就應和了一下。我說，
特朗普的確很偉大，在他治下，美
國的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都是世界
第一，實在了不起；他拖延抗疫時
間，長達兩個月，錯過及時遏止疫
情擴大的機會，因此，衹有沒有受
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才會支持他。

想不到的是，另一位老中立刻作
出了回應。他説，并不是衹有沒受
過大學教育的白人才會 支持特朗普
啊，他擁有最高學位，而他崇拜特
朗普。崇拜？我啼笑皆非：難道這
位老先生認爲，跟未受過大學教育
的白人認知相同，是件光榮的事？

或許，在今後的五個月左右的時
段裏，國際上或美國國内，會有突
發事件，把選情翻轉過來。也或
許，特朗普本人打電話給習近平和
普京，要求習普想方設法，幫他繼
續在白宮裏打推特？這種可能性不
能說不存在，不過，我相信這次是
定案了：不管世事如何變化，特朗
普落選已是板上釘釘了。因爲，如
果我們對民主制度還存著一絲一毫
的信念的話，我們就必須相信，美
國大多數選民會在11月3日的大選
中把他趕出白宮。

保守派發聲了！

美國的兩個大報，《紐約時報》
和《華盛頓郵報》，在它們的論壇
版中有一個相當值得點贊的傳統，
那就是，雖然兩大報都被認爲是自
由主義的重鎮，尤其是前者，可是
它們都聘請了保守派的專欄作家，
定期在論壇版寫評論。《紐約時
報》聘請的是從《華爾街日報》挖
過來的Bret Stephens；《華盛頓郵
報》的則是79歲，在該報寫了近半
世紀專欄的George Will。兩人都可
以説是學富五車，説理清晰，影響
力强大，而Stephens的文筆之佳，
在《紐約時報》的論壇版中跟自由

派的Maureen Dowd 可以説是一時瑜
亮。這兩位保守派的重頭人物最近
都寫文章，徹頭徹尾批判特朗普。

Will 的文章標題是"世界正眼睜睜
地看著特朗普的總統的崩潰"（The 
World is Watching as Trump's 
Presidency Unravels）。他說，

" 這 個 愛 哭 的 孩 子 — — 總
統——坐在嬰兒的高椅子裏，敲著
他的調羹，對著一張照片發脾氣。
一張照片！因爲這張照片顯示，他
就職典禮哪天廣場上的人數比四年
前少。這就是他崩潰的開始。”

他説，這位在2017年1月就職典禮
上宣誓要"確保法律的忠實執行"的
人，到該年7月卻對穿著警察制服
的 人 說 ， "請 你 們 不 要 太 溫 和
"（Please don't be too nice）。當一名
警察把膝蓋壓在一名黑人的脖子
上 ， 長 達 8分 鐘 46秒 時 ， Will説 ，
"他（指特朗普）的希望實現了"。
他説，哪些對特朗普唯命是從的共
和黨參議員"就像在主人腿邊亂蹦亂
跳的小狗，飢渴地等待主人在它們
的頭上拍兩下"。他説，這批人全部
都得被趕出參議院。

Stephens 的文章的標題是"唐納德·
特 朗 普 是 我 國 的 災 難 "（Donald 
Trump Is Our National Catastroph
e）。他説，"我們正在經歷史無前
例的國家災難。這個災難不是傳染
病，不是經濟蕭條，也不是警察殺
人，或者市區内的搶劫，種族不平
等。這些都有許多先例可循。史無
前例的是我們被一個完全顛倒了林
肯在他第二次就職典禮上説的那種
精神，即對所有人心存慈悲，對任
何人不存惡念。"特朗普徹底顛倒了
這個崇高的精神，他是"對所有人心
存惡念，對任何人不存慈悲"。

他説，"在這個時刻，當疾病導
致100，000個美國家庭感到深沉傷
痛時，我們的總統卻不具備表達全
國人感到的傷心的能力。在這個時
刻，當自6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種族
問題撕裂著社會時，我們卻有一個
耗盡了白宮的道德底蘊的總統。" 
他説，特朗普并不是所有問題的製
造者，可是他使得所有問題惡化。
衹要他在白宮，美國就不可能減輕
這些傷痛。這些傷痛需要的是一位
能夠體現林肯在他第一次就職典禮
上説的"我們不是敵人，我們是朋友
"的精神的人。

因爲特朗普最近曾無恥地拿自己
跟林肯相提并論，所以Stephens是有
感而發。跟他一樣，許多人都因爲
特朗普把自己跟美國一位最偉大的
總統對比而感到噁心。

將軍們發聲了！

就在全國幾十個城市發動"黑人
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示威時，特朗普
的競選團隊發現，他在佈道大會式
基督教基本盤的支持率有消弱的趨
勢，所以就想製造凸顯一個虔誠教
徒形象的宣傳品，因此他們安排讓
他從白宮徒步走到附近的聖公會教
堂。這是歷届總統經常去做禮拜的
教堂，可是特朗普除了就職典禮當
日去過之外，從來沒有去過。6月
1日，白宮前面拉法葉廣場有相當
多的和平示威者。司法部長巴爾後
來否認，他曾下令使用暴力驅逐這
些示威者，可是各媒體都說，是他
下令清場，至於如何清場，他沒有
必要説明。聯邦警察使用了催淚彈
和橡皮子彈。

總之，據媒體報告，等特朗普穿
過已經把群衆趕走之後的街道，走
到了教堂前面的時候，他的女兒伊
萬卡從她的名貴皮包裏拿出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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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交給特朗普。每個人從電視
上都可以清楚看到，特朗普舉起聖
經的動作非常笨拙。他還邀請三軍
總長和國防部長一起跟他在被毀的
教堂門口拍照。三軍總長還穿了野
戰服！這張照片立刻傳遍了各個媒
體，而它的虛僞性立刻受到各方面
的批評。聖公會主教說，"聖經不是
宣傳擺飾。"

對於老中的吃瓜群衆，他們可能
看不出這裏所凸顯的問題的重要
性。我們都記得，小平同志雖然退
休 了 ， 可 是 他 於 1992年 南 巡 的 時
候，左呼右擁的有楊家兄弟軍，從
而使改革開放能夠繼續推行下去。
這是因爲中國的制度是黨指揮槍，
小平同志的意思是，老子雖然已經
退休，可是軍隊仍然聽我的！在美
國，軍隊屬於國家，絕對不能參與
政黨鬥爭。這次，特朗普不但下令
讓一萬名軍人進京，作爲鎮壓群衆
的後備部隊，并且把國防部長和三
軍總長拉來替他護航。對軍方而
言，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國防部長埃斯珀發表聲明
說，他其實不知道他們是去教堂門
口照相的，不過在記者追問之下稍
作修正，但仍然表示，他做錯了，
他不贊同用暴力驅趕群衆。接下
來，三軍總長Milley也公開發表言
論，說，作爲職業軍人，參與政治
活動是一項錯誤，他表示道歉，說
下不爲例。前國防部長馬蒂斯和前
白宮總管凱利，兩位退休將軍，隨
後也都發言批評特朗普這種作秀的
行爲。馬蒂斯說，"面對廣汎的群衆
示威活動，特朗普是第一個不設法
團結國民的總統"。凱利說，當選民
投票的時候，他們應當審查候選人
的性格和他們的道德操守。

"軍人不能參政，但是可以投票，
而美國的軍人大約超過60%傾向於
投票給共和黨。可是，這次大選可
能 會 發 生 變 化 。 2019年 11月 份 的
《大西洋月刊》發表了一篇題爲"將
軍們會不會分裂？"

的文章，列舉了15位曾經公開批
評特朗普的退休將領。他們在軍中
應當會產生相當可觀的影響力。

林肯㊠目

2016年，在特朗普參加競選的時
候，一批資深的共和黨人就反對他
的參選。這些人對他有較深的瞭
解，知道他不應當成爲美國總統。
他 們 創 立 了 一 個 叫 作 林 肯 項 目
（Lincoln Project）的組織，其唯一
的目的就是 "絕對不讓特朗普當選
"（Never Trump）。2016年，他們失
敗了。今年他們再接再厲，決心要
把特朗普給拉下臺。

他們對民主黨推出的宣傳廣告非
常不滿，認爲對特朗普的批評是和
風細雨，軟弱無力。

他們製作的反特朗普的宣傳視頻
已經出現在一些電視節目中，包括
被稱爲特朗普電視臺的FOX 。我有
幸看到了他們的一些視頻，的確把
特朗普的醜態表露無餘。他們的對
象是大城市郊區的共和黨選民。即
使他們不能勸説共和黨人投民主黨
候選人的票，可是他們很可能勸服
一部分共和黨黨員不去投票，或者
投票時在總統欄填寫別人的名字。
這就善莫大焉了。"

兩枚定時炸彈

除了上面提出的理由以外，當
然，特朗普必然落選還有一些大環
境的理由，包括：他對新冠肺炎傳
染病的處理失敗，造成兩百萬以上
的確診病人，已經超過11萬人的死
亡，和由此帶來自大蕭條以來最高
的失業人口。本來股市就要崩盤
了，可是被美聯儲的無限量印鈔票

◎㈬秉和

G7 to GN's Agenda, Location, Timing, Invitees and Fate

再見了！韓國瑜再見了！韓國瑜再見了！韓國瑜
◎李艷秋廣大的庶民椎心刺骨，大悲無

言，深知這是「民主政治最惡劣、
最窮兇惡極的示範」，回首馬英九
執政末期，對於陳水扁仍然網開一
面，讓他保外就醫，給他保留總統
的體面和尊嚴，切莫因病飲恨於獄
中，馬英九至少為了族群的和解，
消融政治惡鬥，做了最後的努力！

但蔡英文靠仇中贏得了總統大
選，卻又要追趕政敵、斬草除根，
讓韓流從此根除於台灣政治，甚至
從未前來弔唁議長，還悠哉去基隆
品嚐美食，這種領導人未見藍營名
嘴集體痛斥，甚至倒打韓國瑜一
把，不忘落井下石，「知識藍」終
究不知所以，檢討自己人非常厲
害，但對於如何抵禦外侮、粉碎綠
共卻毫無章法，遑論有所決心企
圖！

「韓流」發端於韓國瑜一人，而
由廣大基層庶民百姓鼎力相助而
成，他所呈現的不是對於精英的崇
拜，過去台灣盲目追隨所謂的精英
統治，律師、醫師、學者、教授，
但國力江河日下，早被中國拋諸於
腦後，我們錯失了「大膽西進」，
陷入於「戒急用忍」，更鍾情於
「藍綠惡鬥」！

韓國瑜觸動了對昔日全民一心、
共同奮鬥的美好時光，韓流的造勢
和章節，是展示一場場氣壯山河，
和滿山滿鼓谷的國旗飄揚，讓我們
驚醒「是誰偷走了中華民國」「是
誰剽竊、變質了孫中山以降所有的
革命先烈創下的民主果實」！

於此同時，蔡英文竟然要黨內檢
討，如何複製韓流現象、創造一樣
的鋼鐵群眾，這無疑是緣木求魚，
因為韓國瑜是一個有情有義、有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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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的 男 兒 ， 他 為 議 長 的 以 身 殉
道，每日前往靈堂弔唁、持經念
誦，掉淚哽咽，雙眼紅腫，在韓
國瑜生命中的血液，無疑地已經
流淌了議長的精神和氣節，即便
韓國瑜有不如歸去的念頭，也必
然因為這份情義而力圖振作，沉
潛絕對不是消失，而是讓對手將
攻擊的焦點轉移，等待下一次的
崛起，勢必再次震撼人心！

所謂的「史上第一個直轄市長
被罷免」，他的理由竟然不是貪
污司法起訴或判決確定，也不是
廢弛職務不問市政，更不是包庇
圖利廠商、肥厚自己人或樁腳，
韓國瑜被罷的理由，純粹是民進
黨 的 家 宅 後 院 不 容 異 黨 執 政 罷
了 ！ 這 種 惡 質 、 變 項 的 罷 免 理
由，應該責難國民黨作為修法的
理由，更要知道中國大陸才不會
嫉 妒 、 羨 慕 這 種 「 民 粹 式 的 民
主」！

韓國瑜說自己「來的偶然，走
的必然」，我要說民進黨「下台
必然，消失也是必然」，這種近
乎 法 西 斯 的 非 我 族 類 、 除 之 後
快，已經罔顧人性中最後的惻隱
和善良，更複製中共六十年代的
文革，發動孩子鬥爭父母、學生
鬥爭師長，公然在網路上演，恥
笑父母師長崩潰，視為垃圾成為
灰 燼 ， 當 這 種 風 氣 成 為 一 種 主
流，一種當道，即知民主已經變
質，甚至倒退成為專制，這種政
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活生生
在台灣上演，才真正讓人怵目驚
心，才是應該嚴厲討伐、立法終
止、淘汰出局！

給擋住了。
這表示，美聯儲和華爾街仍然在

背後支持他。儘管如此，傳染病至
今沒有緩解，而失業人口數仍將居
高不下，這兩大理由就足以擊敗在
職 的 總 統 。 還 有 呢 ， 那 就 是 自
196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黑人的命也
是命"群衆運動。它不僅僅是黑人的
運動，因爲估計有70%左右的白人
參與，多半是年輕人。并且，它已
經成爲世界性的抗議活動。加在一
起，當前的大環境注定了特朗普會
連任失敗。

如果這一切還不夠的話，那麽還
有兩枚定時炸彈在即將爆炸。

一枚是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
博爾頓即將出版的《在白宮内發生
的 事 》 ， 另 一 枚 則 是 瑪 麗 ·特 朗
普——總統的侄女——寫的書，名
爲《太多了但是仍然不夠：我家怎
麽創造了世界上最危險的人》。寫
此文時兩本書都還沒有出版，但是
在亞馬遜網上訂購的排名分別排到

第一名和第四名。博爾頓近600頁
的書已經散發給許多媒體人，讓
他 們 先 睹 爲 快 。 根 據 他 們 的 説
法 ， 博 爾 頓 不 但 談 到 烏 克 蘭 事
件，更驚人的爆料是特朗普居然
要求習近平幫助他贏得連任。他
直截了當地說，特朗普愚蠢，無
知，不適合擔任總統，除了他的
連任，根本不關心其他的事。

 博爾頓的書可能被白宮起訴而
不能如期出版，但是它的内容已
經被許多報紙摘錄公佈了。

瑪麗的書預定在7月底面世，而
它的殺傷力可能更大。據稱，她
在書中敘述了特朗普跟家人爭奪
遺產時如何不擇手段，導致她的
父親酗酒和早逝。她還敘述了特
朗普如何用欺詐手段漏稅等其他
不爲外人知曉的醜事。

總之，對它們的精彩内容，我
們拭目以待。這兩枚定時炸彈，
加上前面所述的種種情況，我可
以非常肯定地說：特朗普的連任
夢必然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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