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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Significance of 'Origin' Label to 'Quality' Label
'Made in XXXX' is now a label required on almost all products or at least on 

the products' packaging. This is required by law for many reasons such as for 
import inspection and determining duties or tariffs. From business marketing point 
of view, this label identifying the origin of manufacturer gives consumer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compare similar products made in different places. This 
'origin' label gives the manufacturer a sense of accountability and an incentive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products so that the 'origi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high 
quality'. For example, Made in U.S.A. has been recognized as high quality label 
with many machinery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such as tractors, trucks, 
refrigerators, washing machines, television sets, etc. Competitors from another 
origin must work very hard to produce higher quality products to earn the 
consumers' recognition.

History (1950's to 1980's) has shown us, 'Made in Japan' was initially 
associated with inferior 'copycat' of many products made in U.S.A. until the 
Japanese products became better and better in quality and more competitive in 
prices. One can easily recall some electronic products like hi-fi's and television 
sets; eventually the Japanese producer such as Sony with 'origin' label, 'Made in 
Japan', edged out RCA, 'Made in U.S.A.'. When the Asian four little dragons rose 
in manufacturing competing with American, European and Japanese products, the 
'origin' label had not only the above described legal significance (such as duties 
and tariffs) but also adding the 'quality' significance similar to brand names do. It 
took a while for products 'Made in Taiwan' to be recognized as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in prices after many food products, sports equipment as well as 
electronic appliances gained world acceptance to view 'Made in Taiwan' as 'high 
quality and price competitive'. Of course, Mainland China was following the 
competitive footsteps, except she succeeded far more rapidly and across broadly 
in many manufacturing domains. The U.S. ought to be concerned, but 
protectionism is not the solution or replacement of enhancing competition!

Blurred Significance of 'Origin' Label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Harmony

As the world is progressing into globalization, the world economy dictates 
more global collaboration in goods manufacturing for several rational reasons: 1. 
Conserving materials and energy, 2. Leveraging cap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 
talents, 3. Optimizing efficiency in transpor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goods to 
markets. Thus, a final product may have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made in 
several different origins, manufactured and assembled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and distributed and packaged for different markets. This means that a 
single product may contain numerous 'origin' labels in its content. Natur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origin' label is diminished somewhat or blurred in 'origin', 
'quality' and 'competitiveness' except their original 'legal' reason for 
determining duties and taxation.

Globalization has worked well for human societies by recognizing that 
capital is liquid and mobile and cooperation can maximize gain. Collaboration 
among countries especially und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can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reduce redundancy in all levels of production, re-
manufacturing,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from raw resources converting to 
basic material elements, mass production of common components, specific 
parts manufacturing and final assembly and packag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production to sales also can be selectively designed and located near the 
source material or skill labor locations or energy supply points or factory 
facility or market size/sites and/or end users distribution all based on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al value (which will benefit consumers and conserve 
resources and energy) and depended on what kind of products are made for 
what kind of users (which may dictate what sales channels and distribution 
mechanism to be employed). Therefore under Globaliz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Origin' label seems to be blurred but actually being very essential (visible 
but often hidden) f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assuring 'quality' and 'price 
competitiveness'.

New Significance of 'Origin' Label Under Political Not Economic 
Consideration

Ever since the U.S. turning her concern for trade competition into a hostile 
trade war with all her competitors by applying protectionism under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globalism and world harmony broke loose. The U.S. 
unilaterally started tariff war and forced new round of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negotiation with Japan, Korea, Canada, Mexico, European 
countries, China etc., China being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closely 
behind the U.S. The U.S. objected China's "China Manufacture 2025" program 
to elevate h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to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Protectionism originates from the fact that some small and weak countries 
can't survive competition in trade in a free market economy. The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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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es sometimes tolerated those protectionism practiced by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for a while, but in reality, protectionism only invites 
retaliating protectionism eventually forcing parties to develop a mutually 
acceptable trade agreement. Trade agreements are essential for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rosperity of the globe. 

Since Trump's Administration, the U.S. for the first time applied stringent 
protectionism against the whol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and fiercely targeted at 
China in particular. In addition to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trade war, the U.S. 
started a technology war against China by banning her world famous employed-
owned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Huawei, to sell its advanced and superior 
fifth generation (5G) internet and tele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 the U.S. and 
by prohibiting U.S.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sell any product 'Made in U.S.A.' 
Including foreign products containing US made IC and silicon components to 
Huawei. This makes the 'origin' label taking on a 'New Significance' but an 
ominous one. This policy is the extreme of protectionism motivated by political 
not economic consideration. It no doubt will escalate the already tense U.S. -
China trade relations to a higher level making a drastic negative impact not only 
on the Chinese and US economy but also on the world econom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DPP party) in Taiwan has been hyping up its 
anti-China sentiments driven by DPP's desire to make Taiwan independent of 
China. The present leader, Tsai Ing-wen, seemed to be emboldened by her 
recent election victory by embracing the American tune of anti-China and 
willingly to be an US chess piece in the US-China confrontation. Taiwan issued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regulation that will prohibit any telecommunication 
terminal devices having label or language of 'Taiwan, China' to be sold in 
Taiwan. This regulation clearly targets Huawei's products, like cell phones etc. 
and many other Chinese products. Sure enough, this unwise political move 
invited a retalia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by her issuing a regulation that 
requires all products importing to China from Taiwan to be properly labeled as 
'Made in Taiwan, China' otherwise embargoed. This new 'origin' label 
essentially is equivalent to a sanction of all 'Made in Taiwan' products, nearly 
30% of Taiwan's exports If the Taiwan manufacturers do not comply, a 
devastating blow to Taiwan's economy�will�occur!

This new significance of 'origin' label can be easily administered and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Taiwan's future – a choice of accepting a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coexistence or a diminishing Taiwan economy pretending to be 
independent of China. Obviously, the latter road is undesirable from Taiwan 
citizen's point of view. The politicians in Taiwan should wise up and abandon 
their foolish and senseless quest to cut ties with Taiwan's motherland and her 
1.4 billion people of the same culture, language, hair and skin color, cuisines 
and closest DNA.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www.us-chinaforum.or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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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歷史㈻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
了 ㆒ 個 新 詞 — — 「 ㆗ 美 國 」
（Chinamerica），認為世界最大的消�
費美國和世界最大的儲蓄國㆗國已經形
成了㆒個利益共同體，對全球經濟的產
生重大影響。

隨著美國從貿易逆差為話題，再到
人民幣匯率、WTO中的發展中國家待
遇問題、智慧財產權問題、再到對中國
領先科技進行絞殺，全方位展開了中美
貿易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正在
各個領域展開全方位、全手段競爭。

 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
巴爾（William Barr）應華盛頓智庫"戰
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邀請，
參 加 了 "中 國 行 動 計 畫 會 議 "（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 ， 並 做 了 主 題 演
講。

 巴爾在演講中解釋了美國為什麼必
須絞殺華為，他說的打擊華為根源，不
是那些精神美國人洗腦的所謂對伊貿
易，連網路安全藉口他都看不上，他
說：中國的技術優勢對美國構成了前所
未有的挑戰，如果讓中國下一代通信技
術取得領先地位，美國今天使用的制裁
能力將顯得蒼白無力。

 巴爾認為"美國必須破壞華為5G建成
"，因為美國能否延續自19世紀以來，
在創新和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完全取
決於是否維持新技術領導地位。在未來
幾年時間裡，以5G為動力的工業互聯
網，可能會創造23萬億美元的新經濟機
會。如果讓中國繼續在5G領域上獨佔
鰲頭，美國將失去與5G平臺相關的新
興技術所帶來的機遇。

 5月7日美國眾議院少數党領袖麥卡
錫宣佈"中國工作組"成立。工作組的工
作焦點將審視中國在美國各領域的影
響、中國企圖在國際組織中取代美國的
努力、美國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的風險
以及調查中國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所扮
演的角色。

5月19日，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
和黨成員邁克尓麥考爾宣佈，中國特別
工作成立。小組將分為：國家安全、科
技、經濟與能源、競爭力和意識形態競
爭五個支柱小組，就中國構成的威脅提
出各自的政策建議。

所謂"中國特別工作小組"，是共和黨
架構內一個旨在協調不同部門間形成一
個統一對華戰略的指揮性機構。共和黨
人試圖利用這一機構來交換有關中國政
策的意見，包括設定優先事項、彙集資
訊、協調方法和設計策略，以協助法案
真正成為法律。

引人關注的是，這個"中國工作組"成
員清一色的是共和黨議員。"中國工作
組"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共和黨成
員麥考爾領銜，包括14個橫跨十多個不
同職權委員會背景的成員，包括切尼、
班克斯等人。

不知是冥冥之中的註定還是巧合，
促成這一小組誕生的人，正是眾議院共
和黨領袖凱文·麥卡錫。

共和黨力推所謂"中國工作組"的做法
符合其一貫手段和策略。不久前，一份
由共和黨參議院全國委員會向競選機構
發送的備忘錄被媒體曝光。該備忘錄長
達57頁，建議共和黨候選人通過"積極
攻擊中國"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
對於美政府對於中國近期一連串的攻
擊，美國前駐華大使馬克斯博卡斯直言
"過分了，像麥卡錫時期也像希特勒時
期"。他說："現在在美國，如果有人說
了些關於中國的公道話，他或者她會感
到害怕，對吧？他的頭會被砍掉。"

疫情期間成立這一小組的舉動折射
出來美國對華戰略愈發緊迫、急切。美
國國會中很多人不停鼓吹中國威脅論，
這種氣氛在美國政策制定群體間彌漫擴
散。"正義失去了土壤，而妖孽佔據了
上風。"，美國現在的處境與上個世紀
「麥卡錫主義」時期非常類似，但是否
會達到那一時期的高潮還需觀察，種種
苗頭顯示，美國存在向那一時期發展的
可能性。

雖然狹義上的麥卡錫運動只持續了
四年，但它對美國乃至全球政治生態都
造成了難以逆轉的損害。如今，六十多
年過去了，歷史輪回，麥卡錫主義捲土
重來。在「中國特別行動小組」正式運
轉的當天，以反華為參政資本的共和黨
參議員盧比奧出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
理主席。雖然名義上只是代理主席，但
實際權力卻很大：參議院情報委員會是
美 國 情 報 界 的 主 導 部 門 ， 如
FBI、CIA、DHS（美國國土安全局）等
諸多情報部門的預算審核、撥款授權均
歸該會管轄。

近些年來，隨著美國各情報機構諜
報網不斷擴大，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權
力也隨之水漲船高。其管轄範圍早已不
局限于傳統的情報領域，還包括外交、
軍事、經濟、技術等各個方面。盧比奧
擔任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代理主席，標誌
著他自此躋身為美國最核心的政治團體

八人小組，掌握著最高級別的機密情
報。

這也印證了我之前的判斷，由於特
朗普政府因疫情、貿易等問題不斷攻擊
中國，反華的氣氛在美國國內政治生態
中愈發濃烈，鷹派勢力趁機迅速坐大，
中美本就脆弱的關係，必將因此升級到
更加危險的對抗階段。可以預見，當這
麼一位極度反華的政客坐在情報界老大
的位置上，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成為美國
對華日常景象，反中將成為「政治正
確」，「通中」將成為通殺一切不同意
見的殺威棒！

 5月20日，共和黨參議員泰德·克魯茲
就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西蒙斯評價中國
外交的視頻，並指責他所從事的NBC電
視臺是中國那頭的全資子公司。在克魯
茲的帳號下，很多美國線民也跑來攻擊
他：既然這些媒體總是拿中國批評美
國，那就全搬到中國去吧。

然而，這已經不是NBC電視臺第一次
被扣上"通中"的帽子了，今年3月，該
台記者理查·恩格爾就因為沒有使用"中
國病毒"來稱呼新冠病毒被線民指責為
是在為中國做宣傳。

 而同時中國民間也彌漫著濃重的反
美氣氛，話語方式與美國相同，比如對
"方方日記"的網路圍剿，慶倖的是官方
沒有加入這場網路鬧劇。「認同我觀點
的隨便自由，不同意我觀點的就是通敵
叛國！」中美如是之！

試問：生活在這麼一個極端瘋狂、
容納不下一切不同聲音的社會裡，誰還
能夠拉住華盛頓反華的馬車？誰能壓制
住中國民眾對美國的厭惡？「中美國」
已經徹底失去了最大公約數，沒有人能
拉住！如果敵對情緒以這種速度持續下
去，當雙方開始徹底將相互依存當作武
器而非安全閥之際，世界就可能看到中
美共生結構的分崩離析。

是什麼因老大地位不保，導致美國
這種病態到極致而引發的反華政治運
動，甚至不惜一切代價絞殺中國領先科
技，遏制中國發展，妄圖將中國打回到
低級產業產品輸出國地位。

不同于七十多年前的蘇聯，中國經
濟實力雄厚，產業鏈梯度廣泛，而且與
發達世界和發展中世界深度融合，幾乎
所有國家的前五貿易對象都有中國。不
僅如此，中國還在 ICT產業、生物技
術、綠色能源等未來可溢出大量經濟價
值的領域居於主導或者領先地位。這就
導致了美國未來在與中國的競爭中，需
要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且不
一定能保持領先。

毋庸置疑，就科技水準而言，美國
肯定大幅領先於中國，但問題在於，二
戰以後，美國仰仗雄厚的科技實力，金
融資本，依託WTO成就了美元帝國，同
時強勁的軍事實力，產業鏈、供應鏈遍
佈全球，在輕鬆搜刮全世界財富的同
時，優越的美國生活方式也造就了美國
成本，致使美國產業轉移，製造業空心
化，這就是美國的現實國情。

然而，科技是不具備任何經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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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當他進入市場化階段後才能產
生經濟效益。美國現在是智慧財產權做
得好，但能快速轉換為產品需要全球供
應鏈，需要低廉的勞動力才能形成有競
爭力的產品。

況且，中國科研相對增速高於美國：
4月30日發佈的2020自然指數年度榜單
（ Nature Index 2020 annual tables） 展 示
了不同國家和科研機構在自然科學領域
高品質科研產出的情況，結果顯示：美
國依然位於首位，中國位居第二，但兩
者差距在不斷縮小，中國2015年以來的
科研產出增加了63.5%，是增長速度最
快的國家。

美國若想維持科技優勢，就必須做到
增強科技研發力度和重塑產業鏈。然
而，在全球產業鏈這個大環境下，美國
產業鏈與中國脫鉤是不現實的，那麼搞
降維以提升打擊，全面絞殺成為唯一選
項，限制中國高科技產業，限制中國高
科技研發，限制中國獲取知識的管道，
這也就是美國近期出臺實體名單中將中
國13所大學列入，且計畫遣返在美國大
學的中國留學生。可以相信，今後在中
美科技交流會快速降低，交流所面臨的
法律風險極大。

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說，從來不擔心
美國在軍事、科技、經濟與能源、競爭
力這四個方面跟咱們搞全方位對抗，還
是那句老話：產業鏈梯度完善、工人規
模龐大、科技沒有代差的中國，遲早追
上被堵在天花板的美國。除非美國在短
時間內突破基礎科學，對中國搞降維競
爭，否則註定失敗。

比較擔心的是最後一點：意識形態的
競爭落到實處是輿論話語權的競爭，中
國不對外輸出革命，而以「人類命運共
同體」為目標所衍生的一帶一路建設，
是中國唯一對世界展現出的未來中國，
所以中美在這個層面的對決最終是輿論
力量的對決。

我國媒體由於體制原因，我國媒體在
國外被定位為政府喉舌，飽受詬病，中
國的互聯網實是大局域網，線民也是窩
裡橫，不能融入世界民間社交語境中，
在應對外媒攻擊時的長期羸弱，我們所
面臨的輿論挑戰堪稱是前所未有的。希
望在我們的硬實力移走美國這座大山
時，作為軟實力突出代表的中國文化也
能會登淩絕頂，一覽眾山小。

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曾創造了
一個新詞——"中美國"。這是指美國和
中國經濟利益緊密交織、互利雙贏的現
象。中國的儲蓄和產能加上美國的超級
消費能力和發行世界儲備貨幣帶來的資
金供給能力，形成牢不可破的共生關
係。隨著中美21世紀關鍵技術的競爭激
烈化。越來越多的決策者都認識到一個
顯而易見的事實：冷戰2.0時代已經到
來，「中美國」共生關係將不復存在。

五 角 大 樓 前 中 國 問 題 策 略 師 約 瑟
夫.博斯科是這樣評價中美博弈的：又一
場漫長的黃昏對峙可能即將到來，它會
讓上一場黃昏對峙相形見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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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ignificance of 'Made In Taiwan, China'

這次新冠病毒在世界肆虐，不論是自
然的，抑或是人為的，都是一場突发的
意外事故，也是一場預演。這次事變，
將給世界帶來新的格局。

 這次疫情的嚴重程度，使人類仿佛
一下子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狀
態，有人還預言將重啟意識形態的戰
爭，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戰，甚至是熱核
戰爭，毀滅人類！即使不爆发戰爭，由
於出現人類無法 (沒有特效藥)控制的超
級病毒，今後將持續輪番攻擊人類，直
至毀滅人類，使人們處於極度恐慌和絕
望之中，惶惶不可終日！

遺憾的是，以上人們旳預測和擔憂並
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也不是完全沒有
可能。現在就來分析一下這些根據和可
能性。

預測疫情後爆发戰爭的根據有兩條：
一是經濟上的，一是對這次疫情的追
責。都說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打擊甚
大，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現的大蕭條
還糟糕，不能用常規的辦法恢覆經濟，
就要发動戰爭! 這種說法未免誇大其
詞，因為這次疫情雖然帶來巨大的財政
支出，但對於大國來說還是承受得起
的，而且沒有出現象戰爭那樣破壞生產
設施，最大的打擊只是阻礙了經濟发
展，只要疫情過去就可以立即发展生
產，恢覆經濟，無需发動戰爭，須知戰
爭的開銷對於发動者來說無疑是雪上加
霜，所以這種可能性極小。

第二種根據認為，由於許多國家在疫

全世界都為「新冠肺炎」而瘋狂。從
今年一月開始，大陸武漢始發，接著封
城封人。台灣因為緊鄰中國大陸，加上
民進黨的主調是反中。藉著這個機會，
採取了阻絕大陸和台灣來往的通道。甚
至坐視在武漢千餘名無法離境的台灣同
胞和他們的家屬，更可惡的是把他們當
黑戶「註記」，連自行搭飛機，回台灣
都有問題。台灣的冷血，對照美日其他
國家的防疫對策，呼籲自己的國民，趕
快搭機回國，實在是不堪聞問，連江湖
道義都沒有。特別是防疫中心的指揮
官，這個人不明白每個人每個家有不同
的理由，身陷疫區武漢。他卻說「國籍
自己選的，現在就必須自己承擔。」他
不了解，很多大陸新娘是沒有資格成為
中華民國國民的。因為有時間的規定和
限制，還有很多小孩也因為雙親居留地
和工作等原因，並未能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台灣防疫的成績不錯，基本建立在
一般民眾的自覺以及台灣人民的守法。
更重要的加上一些運氣，以及醫護人員
的盡責。平心靜氣來論斷，防疫指揮中
心所做的等同是「封國」，「封島」。
我們當然期望台灣安然度過防疫。當大
家為防疫而瘋狂時，世界各國傳來的經
濟發展數據，大體上是往下跌，跌到負
指數。港澳、日本、美國以及不少發達
國家，面對封城所帶來的失業潮以及店
家經營的困難，基本都以發放現金給一
般民眾和商家來度過難關。台灣怎麼
做？我們還是不太了解蔡政府在想些什
麼？我個人的看法是政府預算在大選
時，已因為政策買票連隔夜米都吃光
了。今年的繳稅季節季就要開始，或許
在六月就有些老百姓看得到的小恩小惠
出現了。因為政府在五月的繳稅季後開
始有進帳。

疫情總是會過去的，從自然現象的演
化來推論的話，沒有一種物種可以所向
無敵的。因此新冠肺炎病毒，可能因為
變化再變化而弱化，加上人類科技的日
新月異，預計新冠肺炎病毒，在未來肯
定和流感一樣，不會對人類造成如此大
的傷害。如此看來，人間事務和彼此的
糾葛該有的仍然不會因為防疫延擱而消
失。相反的，甚至因為防疫手段而彼此
結下樑子。特別是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
係，動輒影響整個世界文明、經濟、文

化等的互動發展。我們台灣和中國大
陸的關係才真的是躲不掉逃不掉的關
係，因為我們和大陸能夠比畫的空間
和舞台太小太窄。台灣政府在蔡英文
仇中反中抗中的選舉策略下，造成四
十歲以下的台灣民眾，以民粹的熱
情，支持蔡英文再續任四年的台灣領
導人。如今，蔡政府和民進黨人在酒
足飯飽之餘，在造成民粹聲勢之後，
你們要如何帶領這八一七萬選民，繼
續仇中反中抗中地生活下去？我們對
蔡政府及民進黨人真的是寄予莫大的
期許。

我相信台灣百分之九十的公民，不
知道我們和大陸的經貿有多密切。我
們在二零一八年的外貿約六千多億美
金，其中，兩岸貿易約兩千兩百億美
金，我們和香港的貿易約一千億美
金。這樣粗略一算，台灣的貿易有一
半是和大陸和香港來往。我們總體貿
易順差是四百九十四億美元，我們兩
岸貿易順差是一千三百億美金。如果
沒有大陸的順差，我們是有八百億的
逆差。此外，台灣能夠算得清楚的台
商大陸投資是美金一千三百億，若再
加上算不清楚的投資一般估計約美金
三千億。

疫情過後，我們面對的是，北京政
府如何對待今年到期的ECFA協議(海
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從數據來
看，我們是擺脫不了中國大陸的市
場。此外，北京含糊對應的「九二共
識，一中各表」，蔡英文及民進黨故
意說「九二共識，一國兩制」真的是
很不道德，歷史以後也會記這一筆
「政治詐欺」民粹口號。現在北京政
府，好像就是要「一中自表」，台灣
往大陸的商品，必須標註「中國台
灣」，否則不准進口。事實上，蔡英
文上台後，台灣出口商品若有「中國
台灣」，就不准出口。

總之，激情過後，就得收拾殘局。
民主政治的有趣和無情，就是搞大了
一群民粹追隨者的肚子，你就得負責
任，否則後果難料。這些人選後還是
要吃飯過日子的。他們相信和期待拱
出來的領導人，肯定能滿足他們的希
望，現在讓我們看蔡英文如何變戲法
了。

作者：謝正㆒，台灣工黨㈴譽主
席，㆗華兩岸事務交流㈿會會長，台
灣佛光大㈻教授。

海峽兩岸早已捲起千堆雪
◎謝正㆒

疫情後的世界格局疫情後的世界格局疫情後的世界格局
◎劉羽明

情中損失慘重，加上西方某大國不負責
任的甩鍋行為，在疫情稍緩便引起了追
查病毒來源和追究責任的聲浪，歐盟的
國家還表示：如證實病毒為人工合成，
不管是有意無意泄漏，都要追究戰爭
罪！隨著真相的浮現，為了轉移矛質和
視線，某大國就會狗急跳墻，挺而走險
发動戰爭，甚至是核大戰！還預言戰爭
的爆发點是台海或波斯灣……

 有關核戰的猜測也不是空穴來風，
網傳西方某大國已有軍事異動，高級指
揮員已進入夏延山地下堡壘，這是最堅
固的防核設施。但試想這是軍事機密，
普通人怎會知道呢?這顯然是有意放出
風聲進行核訛詐，目的是要阻嚇追查真
相和追責。真正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
的，因為對方早已有帶核彈頭的洲際彈
道導彈，並早已準備犧牲一半城市換取
對方一半城市的毀滅，也就是說同歸於
盡！至於說发動台海戰爭，发動者若使
用航母戰鬥群，你在海上，人家在陸上
占盡地形優勢，且對手不是伊拉克的層
次，勝敗已有定數。八十年代台海危
機，對方出動核潛艇，航母戰鬥群只得
撤退……如若爆发台海戰爭，人家將乘
勢收回自已的國土！相信发動者不會貿
然為他人作嫁衣裳。倒是波斯灣戰爭有
幾分可能，因為是发動者畜謀已久的，
不過對方有另一大國支持，即使是使用
常規核武也得掂量掂量。話說回來，所

謂有備無患，對於疫情後爆发大規模戰
爭特別是核戰是要有所防範的，據傳東
方大國已作出了回應……而預言重啟意
識形態的戰爭就純屬扯淡，因為現今世
上已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這次疫情對人類的突然襲擊，就象
一場生化武器的世界大戰，各國應付疫
情就是一次預演。在這場戰疫中，東方
大國並沒有被打垮，反而西方大國遭受
的打擊和損失更大，這是人們始料不及
的，這就使得疫後大國的博奕，在力量
對比上產生了變化。

最 主 要 的 還 是 在 未 來 疫 情 的 動 向
上。這次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毒性都比
以往的病毒猛烈，據科學家說：由於單
鏈條的RNA病毒上多了一個片段，使得
其變異速度加快，人類研制的疫苗遠遠
趕不上；最可怕的是這新冠病毒就象科
幻遊戲中的智能病毒，它會潛伏起來，
定期定向對人類发動攻擊，對此，科學
和醫學界束手無策，人類生存面臨前所
未有的新挑戰……這就是人們產生恐懼
和絕望的原因。

但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正當人們
感到絕望之際，東方大國卻給人類帶來
了新的希望，那就是中醫。在這次抗疫
中，中醫做到零感染零死亡，療效達到
9O%以上甚至100%！在疫苗未研发出
來西醫無特效藥的情況下，中醫就是防
治新冠病毒的特效藥。從理論上說，中
醫藥能防治所有新型病毒。過去歷史上
和近代的瘟疫大流行，西方由於沒有中

醫和不相信中醫，結果都傷亡枕藉！
中醫藥具有幾千年的歷史，不需要再
論證，在任何時候病毒肆虐，中醫都
可以立即披掛上陣，為人類保駕護
航。

 中 醫 是 病 毒 的 剋 星 ， 人 類 的 救
星，中醫掌握在東方大國的手里，可
以拯救人類，這也是西方大國始料不
及的。由此也可以預料，疫情後東西
方大國的地位也開始发生變化，中醫
在醫學界的地位將佔據重要地位。

但在疫情過後大國博奕的第一個回
合，就是病毒起源的真相和追責問
題，這才是世界局勢動盪引发戰爭危
險的癥結所在。本來病毒來源需科學
家來解決，追責也應由國際聯合調查
組來進行。在結論還未有之前，西方
大國卻向東方大國扣屎盤，這只能說
明他心虛！其實世人對此已心知肚
明，就當它是一場巨大的泄漏事故，
由世界各國合作處理好善後事宜吧。
既然潘多拉旳盒子已打開了，就要想
方設法將它蓋回。

無論世界的格局如何變化，面對超
級病毒的突发事件，中西大國必須摒
棄前嫌加強合作，在中西醫病理學的
指導下，共同開发疫苗、特效藥及治
療方法，為消滅病毒拯救人類而共同
努力，否則人類將走向滅亡。

作者：劉羽明， 廣州師範㈻院㈦
㈧屆㆗文系。㆒㈨㈧㆒年㉂費�㈻美
國，現旅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家、
作家和收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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