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習不忘初心世界繁榮和平
2019 G20峰會帶來的希望
七月十日美國商務部長Ross宣佈
該部將對華為的供應商發給貿易執
照允許供應華為軟硬零部件，只要
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落實了川普
在G20峰會時在6月28日會晤習近平
後所做的承諾。但是未來美中關係
能否真正的穩定，將取決於川普和
習近平是否能夠排除精英和既得利
益階級的干擾， 回歸爲大多數普通
百姓謀福利的初衷。
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區，特別是發
達國家病了，需要治療。 病因是過
去卅年美國主導的思想、政策和衍
生的制度造成了全球大多數地區貧
富差距巨大、生產力增長乏力、導
致社會動盪。 如今改革成為全世界
大多數人民的共識，然而如何改革
卻面臨既得利益集團的重大阻力，
要想成功的和平改革須要美中兩國
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雖然美中在許
多領域都面臨競爭的關係，但是規
則有序的和平競爭是促進人類進步
的動力。
2016年做為總統候選人川普的態
度是明確的：1.過去卅年兩黨的思
想和政策錯誤造成美國面臨的嚴峻
的財政、經濟、和社會問題。 2.美
國的國際和貿易政策加速了美國聯
邦的赤字，犧牲了傳統中産階級的
利益。 3.中國受益於美國的政策而
迅速發展威脅美國的地位，然而這
不是中國的錯而是美國過去政府的
無能所造成的。 4.他的目標是讓美
國再次偉大，改善努力工作的人民
的生活。
美國的問題是過去卅年顛覆了許
多傳統價值觀：1.鼓勵短期利益，
特別是炒作金融市場獲利，忽視長
期規劃造成基礎建設投入的不足以
及高科技產業的優勢流失。 2.錯誤
的低利率政策造成舉國借債消費，

有錢有勢力有關系的享受低利率，
小民付高利率，真正工作的人用血
汗錢 養肥金融大鱷。
川普的困難是受到兩黨既得利益
階級的排斥，特別是民主黨的挑
戰，通俄門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為
了生存，他選擇了與共和黨內的新
保守主義者及基督教福音派合作。
這些人希望把美國的一系列問題歸
咎於中國，製造了貿易戰、5G戰、
制度戰、南海緊張、台灣問題，等
等！
川習會後川普表態：1. 對中國沒
有敵意，希望兩國關係越來越好。
2.承 諾 「 對 其 餘 尚 未 加 征 關 税 的
325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貨物不再徵
收新的關稅」。 3.歡迎中國留學生
來美國留學。 4.美方願同中方通過
協商達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貿易協
定。 暗示美方在後續談判中，會對
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上作出一
定的讓步。 5.共同推進以協調、合
作、穩定為基調的美中關係。 6.重
視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關切，美方
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7.希望中
方能從美國增加進口。 8.允許美國
公司繼續供應華為所需的軟硬部
件。
這些承諾一反美國過去數月全方
位的對華施壓的敵對行為，顯示川
普擺脫以新保守主義力量爲代表的
對華鷹派的控制，回歸他競選總統
時的本意。 為什麼有這個轉變？ 可
以從華為事件得到啟示！
與川普主要關心貿易逆差不同，
美國精英們更擔心的是中國的崛
起，特別是以5G為代表的高科技領
域，因為它將加速人工智慧的應
用，極大的改變生產力從而決定未
來誰主沉浮？ 由於美國的短視和頻
頻對外發動戰爭，以華為做代表的

◎張文基

中國企業大幅度領先美國。 為了鉗
制華為，從去年底開始用政治力量
介入國際執法，指示加拿大警方在
機場逮捕了過境的華為財務長孟晚
舟女士。 5月初中美貿易談判破裂
後，美國全面打壓華為：禁止美國
公司售予華為所需的闗鍵軟硬部
件；施壓學界、業界團體開除華為
會籍， 斷絕華為參與技術規則的修
訂和審核權；施壓其他國家將華為
逐出5G市場。 然而，在激烈的沒有
硝煙的戰爭後，華為勝利了。 華為
在任正非的領導下早在15年前就預
期到這一天的來臨，花費鉅資做必
要的長期科研，研製備胎，將自己
立于不敗的境地！
能戰、敢戰才能和！ 這是任正非
的成功，更反映出中國制度的優
勢：不追求短期帳面的利益，重視
以科學的態度長期規劃，集中全民
的力量爲全民的長遠利益謀福利。
最近香港發生大規模的反政府事
件，許多人聲稱這代表一國兩制的
失敗，台灣不少人士也利用此機會
鼓吹反對「九二共識」。 然而，香
港和台灣動盪的最大原因是貧富懸
殊、經濟成長低迷、青年人看不到
前途，這與美國所面臨的危機相
同。 過去20幾年台灣和香港的領導
人受的是西方教育，走的是西方道
路，因此兩地的失敗的基本原因是
西方價值和制度的失敗！
世界需要改革，中國所提倡的改
革、開放、包容、互利、合作的大
同世界理想，以及立足於科學、長
期規劃、構建實體經濟的發展觀將
成為改革的重要力量！ 一切爲人民
是習主席的初衷，希望川普堅持他
的初衷，共同建立未來美好的世
界。 否則衝突加劇，必將造成世界
的分裂，加速美國的衰退!

香港爭取兩制，須要維護㆒㆗
香港反送中逰行，到七月一日暴
力衝擊香港立法會，反送中和平遊
行質變。但一小掇年輕人暴力行
為，和廣大市民和平遊行，內容性
質是不同的類別，要分開來看。
一九五O年之前，這裹沒有所謂
香港人的自我稱謂，會説我是廣東
佛山，廣東石岐，上海人，潮州
人，不會自稱我是香港人。大家都
是來自不同省份居住在香港的香港
居民。我們都是中國人。
一九九七之前，香港華人沒有國
藉，要申請護照，可以申請英國海
外護照，不是英國護照，也不是每
一個長住香港的人都有資格申請英
國海外護照。香港居民可以申請香
港身份証，充作護照，那是表示居
住在香港的無國藉的居民證件。一
九九七之後，香港居民可以申請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護照，或英
國海外護照，才開始有香港人的自
我認同，有別於我是上海人，廣東
佛山人的自稱。自我標示我是香港
人的自稱，大都只局限於四十歲以
下的少數香港居民，亦只在這十數
年間崩現出來。
香港原本是小漁村，十數戶漁
民。沒有內亂，沒有戰禍，就沒有
香港人口高速成長。之前，淪落這
裏的香港居民，認為這裹是借來的
時間，借來的空間，香港從來都不
是他們的永久的家。國共內戰，上
海廣東各省各地，有錢的帶來黃
金，有技術的帶來技術。殖民地政
府發瘋地興建廉租屋，容許天臺鐵
皮屋，這些低微刻苦的人口，就是
如此，共同創造了香港四小龍老三
的奇蹟。
沒有韓戰越戰，就沒有香港灣
仔，銅羅灣的繁華。沒有美國信用
膨脹，先使未來錢，沒有歐洲戰後
和平歲月，就沒有亞洲四小龍。香
港當時的工業，是勞力密集的軽工
業，所謂工廠林立，是一幢幢的工
廠大廈，一層樓，一間房，最細的
千多呎，三四個工人，就是一個
厰，上百人的廠，是大廠了。香港
是個充滿機會的天堂，年軽人畢
業，750港元月薪，是好收入，機會
滿滿。初中畢業，到工廠區，黃竹
坑也好，觀塘也好，工廠大門，貼
著招工的，入去就上班。有銭的去
賺錢，窮的可以去打工，那是愛拚
就會贏的天地。總督是老遠的英國
外派的，一人就是總督，一票就是
英女王委任的一票，自由民主人
權，可以叫，可以談，但這裹沒
有。政府不喜歡你，你就是不受歡
迎的人物，不用理由就可以遽解出
境。香港殖民地時期，香港居民曾
經有過反送英的人權示威嗎？沒
有。
反送中，反對修改逃犯條例只是
引子。真實的背景是抹之不去，久
存內心對中國中央的不信任感。當

◎何步正
然，還少不了美英日的扇風點火。
曾經是殖民地的香港居民為何不充
分信任祖國呢？香港居民百分之九
十以上不是原住民，九七回歸之後
成長的年軽一代不足百分之二十。
香港居民歷史上，絕大部分是中國
逃港難民，他們愛中國，但歷史創
傷讓這些逃港難民不敢軽信中央。
此所以，九七回歸，出現中産階層
離港潮。也是歷史原因，造做香港
成為自由港，金融中心，轉運大
港，還是亞洲四小龍老三，這些炫
目的歷史光彩，有些香港居民過份
自大，忘其了所以。
因此香港人看中國問題，慣性地
會放大看不好的。他們不會認真去
看，中國如何掃文盲，扶窮鄉，養
活十多億人口，數十年間成為世界
工廠的空前成就。
一九九七，香港回歸，香港
GDP1773億 美 元 ， 佔 中 國 大 陸
18.6%。 二 O一 八 年 ， 香 港
GDP2630億 美 元 ， 佔 中 國 大 陸
GDP2.66%。中國大陸成長速度遠高
過香港。2019年，香港GDP增長率
0.5%。深圳是7.6%，廣洲是7.5%。
香港膛乎其後。香港是貪富懸殊十
分畸型的城市，百分之五十的香港
頂級富豪是地產房屋發蹟的商人，
他們趴在地產房屋的紅利上，吸盡
香港所有行業血汗毛利。香港經濟
結 構 ， 金 融 貿 易 物 流 的 GDP佔
40%。 聘 用 人 口 30%。 專 業 旅 遊
GDP17%，聘用人口近20%，香港昔
日工業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香港
720萬人口中，有101萬生活在貪困
綫下，有一半的家庭，月收入不足
2.5萬港元。 香港高屋價的條件下，
香港人生活艱困。歷年房價屋租上
漲，超過了薪金收入的增長速度。
反送中的年軽人，不見得講得清
楚為什麼反送中，但他們很清楚，
他們畢業即失業，他們可能勞碌一
輩子，賺不到一間捿身之房，他們
前途茫茫，他們一肚子火反現實，
反政府。
年軽人高舉，自由民主人權的大
旗，自認是站在正義的高點。香港
年青學子，大部份都讀過美國總統
甘 乃 迪 的 名 句 ，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在我們力爭
兩制之時，也要挪心自問，我們為
一國做了多少？
香港真正的問題，是財富極端懸
殊，財富超高度集中在地產商集團
的富有人家，香港己經沒有什麽工
業，所有工業都跑到中國大陸去
了。昔日工業大廈，今天大部份己
分割為劏房住人。所有服務行業都
要頂住高租金生存，香港是全世界
土地樓房最昂貴的城市。深圳廣州
的貨櫃出港實力己超過了香港，深
圳廣州珠海廣東綜合實力，己經逺

超過香港，香港唯一剩下的老本是
開放的金融，但上海深圳也正快步
超趕了。粵深港澳大彎區是一個空
前大機遇，粵深澳不會給香港地産
商發大財的機會，香港別無他途，
只剩下必須要全心全力融入粵澳深
港大灣區，才能繼續發熱發光分一
杯匙。
香港立法會有七十個議席，三十
五個是功能組別議席，亦即是金
融，法律，教育，工商等團體的代
表，其他席次是地區民選。這個特
質是有錢的地產人話事。香港貧富
懸殊，地價天高，大部份市民收
入，追不上屋價屋租高企的壓力。
香港政府一直沒有正視困境，和這
特殊議席結構有關。香港民主派的
人堅持，香港一人一票選特首，才
是真民主。也有人認為，現在制度
也不錯，折衷派認為；現存制度不
妨做些修改，例如選舉團佔50%，
另50%一人一票，選舉特首。如何
選舉特首，一直是很多香港人心中
之刺。究竟是選舉的程序重要，抑
是治理效能重要呢？是另一回事。
擺在眼前的問題是，這個香港政府
著意做規規矩矩的好官，沒有足夠
能力認真正視到香港極端貧富懸
殊，廣大市民承擔不起居屋重壓，
年軽人就業困難，收入扛不起食住
負擔的這些現實困境。香港市民現
在要的特首是，你要深入民間解決
高屋租低收入的現狀，帶領香港經
濟再上高速大路，有眼光，有魄
力，解決民生，有指引前景的領導
特質的特首，最好是來一個香港李
光耀。但香港就是香港，香港人要
看清楚自己的地理位置，政治現
實，爭取兩制，就要認真正視一
國。
粵深港澳大灣區，是香港第二次
大機會，今天的粵深珠，經濟寶
力，配套設施，發展潛力，己勝過
香港。香港人執 著堅持兩制，可
以。 但也應該全心全意衛護一國。
如此，一國兩制，才能名實雙符。
我們香港人，如何妥善活用作為更
開放的社會的歷史因緣，雙語教
學，法治傳統和金融優勢，和中央
雙方充分信任，良性互動，才能完
全融合粵深港大灣區，香港不能錯
失這百年一遇的大機會，為香港創
造新的生命，增添更強的活力。粵
深珠澳，沒有香港，大灣區緊靠中
國，仍然大步向前。香港沒有了粵
深珠澳，能獨立活著可會是奇蹟。
香港一國兩制，不是天掉下來的
自然產物。是香港前一輩人，費盡
心血精力，好不容易才爭取得到
的。經濟開放，自由空間都實在得
來不易。不斷的重複讁責，暴力衝
撞，只會加深惡化對立，有害於落
實兩制。除非別有用心，故意暴力
製造對立，那又當別論。因為，上
街遊行，可以表達了不滿，發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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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㈦事變」如果㈲網路，投降派會怎麼說？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它鯨
吞中國的野心，經過長期醞釀，蓄
意製造了「七七事變」，並以此為
藉口實施全面侵華計畫。 當夜，盧
溝橋的日本駐軍在未通知中國地方
當局的情況下，逕自在中國駐軍陣
地附近舉行所謂軍事演習，詭稱有
一名日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
縣城搜查，被中國駐軍嚴詞拒絕，
日軍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進
攻。 南京政府一讓再讓，一忍再忍
政策換來的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無盡
野心，中國人要不就甘心被奴役，
要不就奮起反抗。 怎麼選擇？ 歷
史已經給出了答案。 然而，當時的
輿論並非都在號召中國人民起來抗
戰，因為有許多報紙在「七七事
變」之前就已經被日本人及它們的
代理人控制。
如果那時候有網路，投降派的投
降論會是這樣的：
經濟學老良心：民生困頓，北平
多一寸少一寸，與我何干？
大學某校長：正視中日差距，理
性看待宛平城衝突。
法學叫獸：拒絕皇軍合法搜查，
宛平守軍違法在先。
焦慮販子：「七七事變」之後，
中國經濟明顯滑坡。
知日大V：皇軍穿高幫靴子，為
什麼脫鞋後聞不到腳臭味？
恨國賊：今天有一種詭異的快
感！
過氣神婆女星：當有人打你的左
臉，應當獻上你的右臉。
雞湯聖母：與其用暴力解決，不
如以愛心感化。

奈，但切實要做的，仍然是要對症
下藥，坐下來誠心討論。政治問
題，往往須要多次折衷往返，互讓
互諒，用智慧和耐心磨出彼此可以
接受的可行方案。香港的中國人，
在這個時刻，不能再朦朧焦點，混
水摸魚。如果選舉自己的特首，是
香港人落實兩制的首要訴求，則一
國的精神，也是我們必須認識堅守
的底線。
中國之大，所以中央敢於試點，
給政策，深圳就是這樣子給政策試
點成功出來的，小農村變大城市。
鄧小平十分勇敢的先見之明，遠大
眼光，為中國打下了偉大復興的基
礎。習主席的中國偉大復興，也可
以充分信任香港，給香港一個一國
兩制的試點。中央可以給香港全中
國最大的特優政策，全面落實一國
兩制的承諾，中央和香港共用智
慧，創設機制，讓香港人感覺到他

◎後沙㈪光
港媒女記者：日本式搜查與中國
式搜查的不同 。
知日學者：中國終於有民主啦，
一人一票選維持會長。
歷史發明家：歷史終將證明，太
君是真心要幫中國。
軟骨律師：宛平守軍應賠償皇軍
損失。
法學磚家：每日一呼，交還失蹤
太君 。
環保聖母：炮聲隆隆，污染環
境，合作好于對抗 。
行銷號：這名日軍大佐一句話感
動了全中國人！
智障F：有人在刻意製造針對日
本的「陰謀論」
智障H：煽動民粹主義，反而會
刺激日本人的怒火。
自卑時政寫手：美國英國承諾與
日本加強貿易，降低關稅，日本的
朋友圈不斷擴大。
網媒甲：冷靜看待中日軍事摩
擦，相信國際公正調停。
網媒乙：快看，日本美食美景美
女高清圖。
網媒丙：坦然配合日軍搜查，自
己心裡沒鬼怕什麼？
網媒丁：我國武器零件離不開日
本供應， 一百年也搞不出自己的
大炮。
網路人渣：現在是投降的最好時
機，還能留份面子。
人渣叫獸： 日本沒有任何不對
之處，一切問題是因為中國原因而
起，中國不應該用戰爭思維看待
「七七事變」。
們在選舉他們香港自己的特首，
給香港特優的政策。香港在中國
衆多城市中，經濟，科技，教
育，工業成就，也許不過如是，
但香港的歷史因素，一國兩制的
代表意義，在世界中自由經濟的
典範，香港人堅持信念，維護信
念的意志力，這些特質是中國任
何其他城市難以提代的。落實承
諾，給香港特殊再特殊的政策，
香港必會在大灣區共創一個新天
地。這會是中國向全世界宣示和
平掘起的最佳示範，也體現了中
國不可被忽視的良制治國的國家
實力。在香港的中國人，會得益
於中央給予的特優政策，香港要
兩制，就不會忘記一國。如是，
一國兩制，在中國偉大復興的進
程中，香港必能彰顕身手，再次
輝耀奪目。香港人，我們彼此共
同建立多些信心，讓我們告別反
送中。

How to Assure President Trump Winning His Second Term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David Wordman

The beauty of American democracy is that anyone has a chance to become
the U.S. President so long as you can raise a billion dollars to ru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If you were a billionaire or supported by a billionaire club, it would
be a lot easier. The biggest challenge of being an American President is of
course to face the second term re-election which very much depends on his or
her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term. In a two party political system, the opposition
party has four years to plot against the incumbent President by obstructing his or
her policies and raising a war chest to win the next election. * Full paper at
http://www.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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