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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 stands for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a U.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y under the U.S. Homeland Security with a mission 
to protect America from the cross-border crimes (such as drug smuggling)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such as human trafficking) that threaten na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The current agency acting director is Michael 
Albence who manages two main components: 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HSI) and Enforcement and Removal Operations (ERO). 
ICE does not patrol American borders which are conducted by a sister 
agency, the U.S. Border Control, but ICE agents carry weapons and ICE 
maintains attachés at major U.S. diplomatic missions overseas, presumably 
for facilitating processing reentry and deporting immigrants and criminals. 
Nowadays, if a foreign student, especially a Chinese student, would hear 
the name ICE, chances were that the student might feel a chill in his or her 
spine. Why? Because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facing a threat being forced 
to leave the U.S. or having difficulty to come back to studies in the Fall.

You may think this can not happen. There are about 1.1 million foreign 
students in this country and Chinese students are more than 375,000. Many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top schools depend on the enrollment of foreign 
students to maintain their curriculum programs and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their faculty. However,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the U.S. has forced 
universities and even K-12 to offer online learning instead of in-class 
learning. As the pandemic situation had not been managed under control in 
many states, the likelihood of returning to campus study is questionable. 
The U.S. federal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maintain a position that returning 
to normal (that includes re-opening schools) are important to our economy 
and our econom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aving lives under pandemic. 
Thus, the ICE agency announced (July 6th, 2020) that if schools decide to 
offer online-only education, then any foreign student holding F-1 
(academic study) and M-1 (vocational training) visas "may face 
immigration consequen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nitiation of 

removal proceedings."
This is the bombshell falling on many campuses. The options for 

students are few, either one has to transfer to a school having a regular 
campus curriculum or at least a hybrid model in the Fall or one has to 
take the alternative returning to his or her home country. Since many 
schools are not certain what they will do in the Fall, the first option 
offers no comfort to either students nor schools. As the pandemic 
statistics are still threatening, the travel conditions are dire. For 
instance, China is restricting air flights to allow mainland China 
carriers to fly just one flight per week on one route to any country and 
foreign airlines to operate just one flight per week to China. This policy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March 29 and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Fall into 
October.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 Chinese students can not easily 
book a flight home or coming back to the U.S. to resume studies. In 
addition, the flights are very expensive due to limited supply and heavy 
demand.

We could not help feel sympathy for the foreign students especially 
the Chinese students. 2020 being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year, both 
parties seem to follow the legacy national politics, that is focusing on a 
foreign target to divert voters attention away from our domestic 
problems. This year, our domestic problems are compounded by the 
COVID-19 world pandemic, not only from economic point of view 
(high unemployment especially) but also from the stand of national 
preparedness for emergencies. Our government's attention (both 
administration and Congress) were first diverted away from the 
pandemic virus by bipartisan politics (impeachment and mu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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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otaging) and then competing in shifting blames from each other to 
China. Trade imbalance had been in existence through several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preparedness for emergency such as corona 
virus was also a domestic issue transcending over several 
Administrations. Instead of reflecting on why we are not well prepared 
to handle the pandemic we focus on blaming China. Ironically, China is 
the only large country that has managed the pandemic well.

The Chinese students face one more stress from social media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visa and travel issues. They have received very 
mixed feelings from the chat lines. Some people showed sympathy to 
their plight but more expressed that they were not welcome home 
simply because they might be bringing the corona virus back. The 
worsening US-China relations, the hostile policy towards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escalating pandemic cases inevitably caused dramatic 
drops in Chinese student enrollm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A few 
universities have reported their enrollment figures, for example, a 34% 
drop in new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at Bentley University in 
Massachusetts, a 23% drop in Chinese student enroll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and a 20% drop in Chinese student enrollm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was 
smart enough to have taken an insurance Policy that it will be paid 
US$60 million if revenue from Chinese students dropping 20 per cent 
or more. Unfortunately, not many universities had such a foresight.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U.S. has benefited from foreign 
students who decided to stay in the U.S. as immigrants. Some would 
even say that the U.S. owed her superpower status to the foreign 
immigrants' contribu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Hence, this new visa 
policy is extremely short-sighted.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issuing 
such a directive even China is targeted as a competitor. As an 
immigrant nation, the nation must be sensitive to discrimination, 
especially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y discrimination is a poison to 
patriotism. The ICE announcement does not only have a spine-chilling 
effect on foreign students but also is like pouring a bucket of ice water 
over patriotic naturalized immigrants. Fortunately, Harvard, MIT, 
California Public University system and others had sued the 
government on this issue and they w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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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浪費掉㆒個好的危機
“絕對不要白白浪費掉一個好的

危機！"這是曾經擔任過克林頓白
宮總管的伊曼紐（Rahm Emanuel）
的名言。爲什麽呢？他説，因爲它
給予你一個機會，讓你去做原先你
不能做事。

最好的例子大概是羅斯福總統於
1935年推動國會通過的社保法案
了。當時的危機，當然，就是大蕭
條，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口長期失
業。沒有這樣的背景，强調個人主
義的美國人是很難同意像社保這樣
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法案。後來，詹
森總統於1965年通過了平權法案，
其背景則是全國各地的黑人暴動。

試想，如果特朗普也有像羅斯福
和詹森那樣的胸襟和智慧，以及對
廣大群衆的關切，他完全可以在新
冠肺炎肆虐之初，也就是在 2月
20號，當韓國和美國各有一人因新
冠病毒喪命時，開始大規模檢測，
隔離，和追索帶病人，那麽，現
在，他的連任會有任何懸疑嗎？

可是，直到7月10號，他才勉强
地戴上了口罩，而美國確診患者已
經超過 3百萬，死亡人數已超過
13萬。因此，海灘，游樂場，酒
吧，餐館等，開了又關，關了又急
於開，失業率大增，旅游業，旅館
業，航空業，百貨公司，購物中心
等等，生意清淡，倒閉一大堆。聯
邦政府今年的赤字預計會飆升到
9萬億，使纍積赤字將高達 30萬
億，而美聯儲的債務負擔估計會超
過7萬億。在今天這樣的暗淡前景
下，傳染病專家傅奇（Fauci）於
7月10號接受英國的《財經時報》
訪問時說，美國正陷於"完美的暴
風雨 "（ perfect storm）。也就是
説，疫情不但沒有緩解，并且還有
進一步轉劣的趨勢。這使得美國的
處境非常危險。

簡言之，特朗普遇到了一個百年
的大危機，卻被他白白浪費掉了。
浪費掉的後果是，美國幾乎無可避
免地陷入嚴重的不景氣，并且，許
多財經專家說，將會陷入大蕭條。

世界秩序的重新排列與組合 
反觀地球另一邊，中國，韓國，

越南，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國的
臺灣和香港，疫情雖然仍然偶有發
生，但基本上受到控制。它們都已
經開始復工復產。它們與美國，巴
西，俄羅斯，印度，南非，以及其
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强烈對
比。

另外，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的
疫情爆發之後，歐洲也大致上控制
住了疫情。所以，如果我們提出一
個命題，即：疫情控制的越好，其
今後發展的速度就會越快，我想很
少人會有異議。這是因爲：疫情控
制得好，實際上説明，在國際競爭
的環境當中，這些國家和地區不但
沒有浪費這個危機，并且借此危機
搶了先機。

按照這個命題排序，中國毫無疑
問是疫情過後將獲益最大的國家，
亞洲其他國家和地方次之，然後是
歐洲。美國，巴西，印度，俄羅斯
和南非等許多國家很可能會有好幾
年的掙扎期。中國搶了一個先機固
然是好事，可是這并不是說中國就
能全身而退，因爲它的經濟照樣會
遭受到嚴重打擊，債務必然高企，
央行也逼得印鈔。搶了先機的優勢
是，根據世界銀行估計，今年中國
的 GDP 將會增加 1%（可能低估
了，因爲第二季度的增長率已經達
到 3.2%），而美國的GDP會降低
5%（可能太樂觀，因爲第二輪關閉
商業活動又開始了）。歐洲，日
本，印度，俄羅斯等，都會出現類
似的或者更大的負成長。

也就是説，2020年，庚子年，世
界各地會因爲疫情而引爆許多國家
間和國家内的衝突。這會冒出一大

串複雜問題，其中包括：一，由於
疫情失控，是否會導致糧食短缺，
社會分配不均惡化，種族矛盾激
化，貨流不暢以及航運中斷等問
題，以及在哪些地方發生；二，不
斷印鈔，纍積了30萬億的赤字，美
國還能維持它的美元霸權嗎？二，
中國怎麽才能最好利用這個危機所
帶來的機會來發展自己？三，美
國，爲了維護它的霸權地位，將會
使用何種手段來打壓中國？四，美
國的盟友到底是選擇它們的經濟利
益而跟中國合作，還是選擇意識形
態和制度認同而繼續聽命於美國？
五，擠在這一切力量的錯綜變化之
間的臺灣，何去何從？ 

顯然，這些重頭問題不是這一篇
小文可以涵蓋的，不過它們非常值
得我們今後關注。在此我們不妨談
談兩個小問題：中印邊界問題和香
港問題。

㆗㊞邊界的糾紛
中印兩國在克什米爾的班公湖旁

的衝突，到底是印方先越界引起
的，還是中方先越界引起的？這是
個謎。西方輿論顯然偏向印度，如
《紐約時報》7月12號的報導就説，
是中方先越界。事實到底如何？絕
對是各説各話。  

按常理推斷，印度越界的可能性
非常大。理由呢？因爲印度一直對
1962年的慘敗耿耿於懷，一直想出
一口氣，而自從鼓吹印度民粹主義
的穆迪掌權之後，印度的自我意識
無限膨脹，不但廢止了與巴基斯坦
爭執不斷的克什米爾的自治區地
位，并且對巴基斯坦贈送給中國的
阿克塞欽也暴露了野心。此外，新
冠疫情嚴重，失業人口猛增，穆迪
很可能想要以邊境糾紛來轉移視
綫。當然，也不能排除印度邊境軍
人采取貿然行動的可能。

中國方面呢？用美國的俗語說，
中國有更大的魚要炸，是很不可能
主動在那個高寒之地采取節外生枝
的行動的。什麽是更大的魚呢？那
當然就是在香港，臺灣和南海等
地，以及在經濟，軍事和貿易領域
正在跟美國進行的全方位博弈。北
京根本沒有閑情逸致跟印度糾纏邊
境問題。因此，儘管國内網民們非
常興奮地炒作中國會如何贏得中印
大戰，但相信這件不愉快的事件已
經暫告結束。

香港國安法出爐
北京方面對香港的反送中運動隱

忍了大半年，趁這次疫情危機，出
手了，所以，除了搶先復工復產以
外，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也應當算
是沒有浪費好危機的另一舉措。

國安法一共是六章66條，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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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第一章，總則，因爲其中概括
了國安法的基本精神，其他五章則
規定了職責範圍，機構設計，罪行
與懲罰等。總則開宗明義指出，要
"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同時要"維護國家
安全，防範，制止和懲治…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
怖活動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等犯罪…"

西方媒體幾乎完全聚焦於最後一
句裏面提到的各種犯罪行爲，幾乎
完全忽略了總則第四條。第四條提
到的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和《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
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
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包括言论、新
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
行、示威的自由在内的权利和自
由。"

第四條特別突出了聯合國的兩項
人權公約，意思很明顯，表示北京
有意繼續維護香港人民在不搞獨立
運動和暴力活動，并且在不勾結外
國勢力的基礎上，仍然享受到原來
已有的權利。

經過去年的破壞和騷亂，到底能
不能很理性地落實這樣一個架構，
實在難説。香港非常多的年輕人基
本上已經不認同中國，也極端不信
任北京政府，理想化地相信西方世
界會幫助他們爭取獨立。經歷了百
多年的西式教育，香港的精英層裏
面也有一大批不但具有根深蒂固的
自由主義思想，并且在商業利益上
也跟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存
在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還應當瞭
解，非常多的香港居民曾經是因爲
逃難而離開大陸的，或者是逃難者
的後代，他們不但爲了逃避抗戰，
内戰，并且也爲了逃避三反，五
反，大躍進，文革和六四。如何讓
這些人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產生好
感，心甘情願地成爲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一員，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人聰明一
點，就應當瞭解，香港對北京的價
值就在於它在一國兩制安排中的獨
特地位。他們可能懼怕共產黨，甚
至痛恨共產黨，可是他們必須明
白，共產黨并不想殺鷄取卵，北京
當局希望的是讓香港繼續下金蛋。

所以，在這個百年一遇的大危機
籠罩下，當美國的疫情逐州爆發，
高居世界第一，當英國，加拿大，
澳洲的經濟都受到嚴重打擊，而中
國的經濟有望第一個由負轉正，整
個亞洲的經濟也將依次擡頭的時
刻，推行國安法，絕對是沒有浪費
好危機的舉措。

◎㈬秉和

Chinese Students Are Feeling ICE Cold in the U.S.

再過3.5個月就是美國大選。多個
民調顯示，特朗普落後拜登，至少
10趴。在幾個決定輸贏州，如賓
州，密西根，威斯康辛，他也落
後，甚至在他的優勢州，如佛州，
亞利桑那州，他也未必能贏。他
輸，共和黨在參議院的多數黨地位
也會跟著塌陷。所以，特朗普團隊
急於扭轉局勢。怎麽扭轉？國内疫
情失控，種族矛盾加深，失業問題
嚴重，連股市都未必能替他撐到
11月。顯然，靠國内行動，無望。
要扭轉，衹有在國際關係上動手。
跟誰動手？劍指中國。

於是，兩個航母戰鬥群出現在南
海，軍演；偵察機貼近大陸海岸飛
行，有意挑釁；賣給臺灣愛國者導
彈；鼓動臺灣搞軍演；日本莫名其
妙，又在釣魚臺鬧事；印度也在中
印邊境鬧事；澳洲對武漢進行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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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熱愛自由，這一點我們非
常清楚。他們堅信法國革命時的一
個響徹雲霄，貫穿歷史的口號：
"不自由，毋寧死"。我來美之初，
汽車是沒有安全帶的，到了八零年
代，由於社會富裕，家家有車，高
中生都有車開了，結果是車速加
快，車禍頻頻。因此，各州開始立
法：新出廠的車子必須安裝安全
帶，而且如果開車不綁安全帶，罰
錢！這麽一來，怨聲四起：不綁安
全帶是我們的自由！

現在，所有高中生學車的時候，
駕駛老師一上車就說：安全帶！學
生都乖乖地綁上安全帶。目前，幾
乎各州都會對不綁安全帶的人罰
款，好像衹有新罕姆什爾州例外。
而且，開現代的車子不綁安全帶，
它就叫個不停，衹好綁上。你看，
連車子都在奪取你不綁安全帶的自
由。

那美國人是不是失去了一項非常
重要的自由呢?他們是否應該"毋寧
死"呢？看來不是。那麽，他們是
不是都在暴政的統治下，麻木了，
根本對自己失去的自由沒有感覺了
呢？他們是不是被洗腦了，反而認
爲不用安全帶是非常愚蠢的事了!難
道他們都已經生活在《1984》所描
繪的世界中？

很可怕，是嗎？美國人越來越不
自由了。更有甚者，現在居然要强
迫他們戴口罩了！

有相當多的美國人開始反抗了。
他們上街抗議；他們毆打戴了口罩
的亞洲人；他們在商店門口跟門衛
打架；他們拿了刀子對抗警察。爲
了維護他們不戴口罩的自由，不作
口罩的奴隸，他們勇敢地站了起
來！

新冠疫情的出現對人類是一個極
大的挑戰。它挑戰了社會組織的根
本原則：到底是維護個人自由是第
一原則，還是維護集體利益是第一
原則？如果要控制疫情，一個國家
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限制國民的自

由，甚至要求他們放棄隱私權。
中國在這方面最成功，因爲它一
早就限制了武漢人的行動自由，
由此壓縮了疫情的擴散範圍，并
强制大家帶口罩，隔離，然後用
手機信息檢測他們的行動，以此
追索可能受到感染的人群。美國
電視上一再播出同一個武漢醫務
人員把病人從他們家中架走的視
頻。在控制了疫情之後，每個人
還要在手機上加一個app,即所謂的
健康碼，綠色的有行動自由，紅
色的就四處受拒。或許崇尚自由
的老美會驚嘆：這是什麽世界？

在不同程度上，臺灣，韓國，
香港也采用了類似的措施。以"歷
史終結"論出名的福山最近寫文章
說，抗疫成功跟政治制度無關，
主要的是三個因素。他說的因素
是：政府的能力，社會互信程度
和領導。老實説，太空洞，因
爲，落到實處，基本要素應當
是：到底一般國民是否具有集體
意識，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自由
之上。有了這個意識，那麽，如
果政府制定的集體行動合理，他
們會很自然地順從政府的指令。
這次，亞洲的情況就比歐洲和美
洲都好，因爲，簡單說，亞洲人
認爲，爲了抗疫，戴口罩是他們
的義務。他們不會爲了戴口罩而
跟政府過不去。他們也不會因爲
行動受到限制而游行抗議，拒絕
接受，任由病毒擴散。

在美國，特別是民主黨黨籍的
州長，都曾苦口婆心地勸説州
民：務必戴口罩，保持距離。面
對如此嚴重的疫情，這似乎是非
常合理的要求，跟什麽互信程
度，或者政府能力，都沒有直接
關係，它需要的是人民對合理要
求的遵守與合作。可是，就有那
麽一批人，聚衆抗議，牌子上寫
著：我有不戴口罩的自由！或者
在口罩上畫叉叉。他們還抗議政
府關閉酒吧和餐館。他們要求"解
放"！我們看到東西兩岸的海灘和
其他地方的游泳池都擠滿了人，
人與人之間根本沒有距離；酒吧
裏也是人氣旺盛，歡笑聲震耳，
并且大多數人不戴口罩。你説，
這些人是崇尚自由？還是自私？

現在美國的疫情已經失控，它
將重大地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福
利。對此，我們應當怎麽看呢？
繼續高舉個人自由的大旗，抗拒
一切限制？還是設法調和個人自
由與集體利益之間的衝突？如果
制度設計上是以保證個人自由爲
優先，那麽，當一個社會需要爲
集體利益采取限制個人自由的時
候，它能夠收發由心嗎？美國的
例子證明，享受個人自由久了，
很多人就不肯爲集體利益作出任
何犧牲，甚至就像戴口罩這樣的
小事。這就造成社會矛盾，導致
經濟困難。總之，我們這次看到
的是，在美國，個人自由與集體
利益發生了尖銳衝突，而强調集
體利益的國家和地方，由於沒有
這種衝突，占了上風。

◎彭文逸

調查；英國一百八十度轉變，放棄
華爲；對新疆，香港的所謂人權問
題通過立法；等等。然後，彭佩奧
於7月13日公然指控，中國"非法"占
據南海；他說，美國會跟哪些跟中
國有領土爭執的國家"站在一邊"。

特朗普則左一句"中國病毒"，右
一句"武漢病毒"。自己無能，讓美
國確診人數狂飆到3.5百萬，死亡人
數躍升到14萬，卻甩鍋中國。

歷來，共和黨在大選之前會表演
一齣"十月驚奇"，就如同陳水扁表
演的肚皮挨子彈一樣。今年十月，
共和黨又會搞出什麽樣的"驚奇"，
不得而知，但多半是針對拜登本
人，而不是針對中國。萬一是針對
中國，那麽，中國勢必未雨綢繆，
也準備一個十月絕招，擋回去。

危機㆕伏的3.5個㈪
◎祁連

北京方面必須瞭解，特朗普自己
抗疫不力，又要逃避責任，他不僅
僅甩鍋中國，這個特喜歡記仇的
人，心胸狹窄無比的人，實際上已
經移恨中國。他腦子裏面想的就
是，如果不是這個"中國病毒"，他
一定會連任，而現在看來，希望渺
茫。如果他居然連任，他絕對要對
中國狠狠報仇。因此，北京當局絕
對不要對他存有任何幻想，以爲他
會比拜登容易對付。大錯特錯！他
缺乏理性，胡搞，非常危險，所以
絕對不能姑息他。跟拜登總統，北
京至少有一位理性的對手，雙方可
以中規中矩的對抗，不會亂來。

什麽是十月絕招呢？中國最近大
批買進大豆玉米牛肉，這其實是在
幫特朗普的忙，鞏固他在農業州的
選票。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有錯
必改，所以，中國的十月絕招就是
宣佈，停止購買大豆玉米牛肉。這
是爲了，一，不給特朗普往自己臉
上貼金的機會，說他打贏了貿易
戰，二，打擊特朗普農業州的選
票，確保他在明年1月20號以後再
也不能踏進白宮大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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