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U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probably the most eventful on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anxiety and sharp division among voters could not 
be attributed entirely to the Coronavirus, which of course did make the 
U.S. death toll topping the world record. The partisan conflict has existed 
for decades, but the continued economic stagnation, the decay of the U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 gloomy future for better living for citizens 
are actually the main reasons for unrest in the society. Biden, eventually 
being confirmed as the winner, has assembled a decent cabinet staff based 
on identity politics, meaning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race, gender, sex 
orientation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He selected many public 
servants from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thus familiar to him. As a 
seasoned politician, Biden has acted quickly with his team first focusing 
on the domestic issues and then international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US-
China relations.

Focusing on the pandemic and revitalizing the economy have to be his 
top priority, but the high-tension US-China relation is also demanding his 
attention as seen from the Senate confirmation proces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falls on Antony Blinken, confirmed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ke Sullivan as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and 
Kurt Campbell the White House AP Coordinator. They have kept a 
cautious and conservative stand publicly, but they have been busy 
formulating a strategy since confirmation. First, an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Guidance Report was published on March 3, 2021, China was 
named as a serious competitor, calling for a strategy to form alliances with 
allies to counter the rise of China. No action on US-China trade yet even 
though a Chinese American, Katherine Tai, a distinguished law 
professional, very well vers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gulations was 
confirmed as the new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want to bundle the trade disputes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even though resolving trade conflict through trade regulation talks may 
seem to be a more sensible approach. China was not badly hurt by the US-
China trade war. During the COVID-19 impacted 2020, China gained 
even more confidence by emerging out as the only country with a positive 
GDP growth

Although the U.S. just defined China as a serious competitor, but the 
U.S. foreign policy had always been practical. The U.S. has always taken 
a fuzzy position, for example, on the Taiwan issue, to allow practical 
bargaining for interest exchange.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was born out 
of an exchange for China's support in US sanction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The U.S. is now contemplating a 'Quad+' (Quad+ means  US-

Japan-S. Korea-India+Australia and others) alliance against China, Biden 
has kicked off a 'quad' leaders video conference on March 12, but it is 
only a strategy at this point, far from materializing into a little 'NATO' for 
certain. India has long held the position of no-alliance so to be 
independent in her foreign affairs. China is the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with Japan, S. Korea, and India, thus their economic ties would not 
necessarily welcome a hostile 'quad+' idea. However, Blinken, Sullivan 
and Floyd Austin (Secretary of Defense) had followed up with a series of 
high level talks to solidify the Quad strategy by visiting Japan (March 15-
16,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stated that: the U.S. is still under policy 
review [hence no solid commitment] and Japan essentially reiterated the 
US-Japan mutual defense treaty and her desired 'applicability' to Senkaku 
(Diaoyu) Islands) and S. Korea (March 16-17, the joint press conference 
made mention of the Atlanta anti-Asian hate crime with no mention to 
China by S. Korea.). The Austin's three-day visit to India (March 18-20) 
was completely shadowed by the 2+2 meeting (March 18-19), where the 
two top diplomats of China, Yang Jiechi,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Wang Yi, Foreign Minister, were invited by Blinken 
and Sullivan for a strategic dialogue at Anchorage.

First, from the tight multiple 2+2 meeting schedules, we can deduce a 
few significant points. The U.S. seems to be anxious to figure out 
whether such a 'Quad+' alliance can really pan out. (Note: The above U.S. 
under policy review statement) The U.S. must ascertain what Japan, S. 
Korea and India really think about the 'Quad' idea. News has reported that 
the Anchorage meeting with China was suggested by Japan and/or S. 
Korea, if so, it would mean that they perhaps like to figure out China's 
reaction towards 'quad' before they make any serious commitment. Thus, 
understandably, Blinken and Sullivan would like to have a 2+2 meeting 
with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Gaining high level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China to guide their policy review process and to verify their 
assumptions made in the formulation of a workable quad+ strategy would 
be useful. Judging from their Asia press releases, the quad+ strategy is far 
from assured in fulfillment.

The invitation to have a 2+2 talk with Chinese top diplomats was 
sincere but the execution was messed up. The acceptance of 2+2 
invitation by the Chinese delegate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usual belief 
that having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is always good for resolving 

differences. However, on the day before the talk, the U.S. issued a 
sanction against a group of Hong Kong (HK) officials for their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deal with the HK 
unrest. This provocative move before the 2+2 meeting negated any 
sincerity of having a productive meeting. The Chinese delegates 
could simply cancel their trip to make a protest, but they chose to 
come to Anchorage and express their displeasure in person. That is 
why after hearing more accusations from the U.S. at Anchorage, 
they decided to unload their steam. Perhaps that was the U.S. 
intention to provoke China to get reactions to appease the U.S. 
allies. However, the U.S. misunderstood and underestimated 
China's hard-earned self-confidence. So at the first open meeting 
with the presence of press, we witnessed an unprecedented 
diplomatic performance of Chinese diplomats, speaking from their 
hearts with justice and passion without reading from notes to tell 
the U.S. delegates that they have violated the basic decency of 
diplomacy and began to refute each false accusation and counter 
attack the U.S. with her ow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double-
standard hypocrisy .

The Chinese delegates expressed their anger with no reservation 
because they knew they were right. Indeed, HK, Xinjiang and 
Taiwan are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HK was legitimately returned to 
China as a part of China. The HK protests turned into violence and 
criminal acts were worse than what happened in the U.S. including 
the latest Congress Capitol building break-in. Yet the U.S. holds a 
double standard, arresting U.S. protesters as criminals but calling 
HK criminals as hreedom fighters. On the Xinjiang matter, the U.S. 
deliberately ignored many Muslim countries, UN and international 
groups' commendation of China's effort in protecting her Muslim 
minority from terrorists by providing them education, training and 
jobs; and maliciously fabricated a 'genocide' story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hina has tried to maintain a policy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o allow Taiwan to proceed with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This policy has been held consistently for past 50 
years, granting Taiwan the most favorable trading partner and 
making her export to Mainland China reaching $100B (43.8% of 
total). At the U.S.-China 2+2 meeting, we witnessed a rare 
phenomenon that the Chinese diplomats spoke from their hearts 
when they could not stand the false smearing any more.

After the closed sessions, the Chinese press release seemed to 
still offer a hopeful sign. As a U.S. citizen,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unusual 2+2 meeting has given the U.S. some food for thought. The 
U.S. and China are two great nations on equal footing. We must 
accept a true co-competition or co-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for 
mutual benefits and the welfare of the world. Rhetoric and fake 
news should never be tolerated in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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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說，中國在外交上是下圍
棋，而美國是下西洋象棋。圍棋容
許對手有自己的地盤，而西洋象棋
則是零和游戲，贏者通喫。

如果我們用圍棋來比喻中美之間
的鬥爭的話，那麽應該説， 這場鬥
爭正處於中盤與收官之間的階段。
中盤通常是最重要的，雙方佈局之
後，開始廝殺，爭取地盤，一方面
建立和穩固自己的地盤，另一方面
找機會出擊，奪取對方的地盤。就
中美鬥爭來説，這個中盤應當是從
2012年開始的，到底會持續多久就
很難説了，因爲，顯然，拜登急
了，所以中盤可能已經接近了尾
聲。接下來就是收官了。收官之前
還有些打劫和補子的工作要做，可
是大局差不多定了。這個大局，不
論誰輸誰贏，都不會是件愉快的
事，很可能就在大局明朗化之前，
有一方就要掀棋盤了。至於掀了棋
盤之後是握手認輸，和解，還是大
打出手，那將是一個最最吊詭的問
題了。

兩位棋手
這盤大棋的兩位棋手，美國毫無

疑問是衛冕者，中國是挑戰者，雖
然實際上美國處處采取主動，是出
擊者，而中國是應戰者。衛冕者飽
經沙場，在 1991年把蘇聯鬥跨之
後，占據了龐大的地盤，還不滿
意，繼續進逼，一直把北約擴展到
俄國的家門口。在中東，它也是逐
個武力撲滅，改造，强迫各國實行
西式民主。這就是西洋象棋。這樣
地不留餘地，這樣地霸道，終於逼
得俄羅斯奮力反擊，出兵敘利亞，
奪回克里米亞，掌控黑海，并且成
爲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這是美國
在中盤犯下的一個大錯，可能最後
導致它全盤皆輸。中東的伊朗，也
是在美國這樣的緊逼之下，跟中國
簽訂了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這應
當算是美國在中盤犯的另一個大
錯。美國二十年無功而退，撤出阿
富汗，這很可能也是第三個中盤的
錯著。因爲，從今以後，美國即使
使盡全力，想要在歐亞大陸的東邊
大陸塊找一個立足之地，都會越來
越困難。

這 就 是 圍 棋 思 維 的 優 越 之
處——給對手留餘地，絕不趕盡殺
絕。對弱者，讓子。太君子了。美
國無論如何也學不會。我的預測
是，美國依靠西洋象棋的思維方式
和打法，可能已經注定了失敗的命
運。

中國呢，1949年才從墳墓邊緣站
了起來，喫盡了苦頭之後摸索前
進，終於找對了路子，快速崛起。
崛起之後，逐漸爲自己闖出了一片
天地。這時候，美國到處惹是生
非，把中間一大塊占了，仍嫌不
足，到西邊搶一塊，再到南邊占一
塊。這樣，它的劫活還沒有做好，
就陷入了小區的纏鬥之中，無暇東
顧，給予中國將近三十年韜光養晦
的寶貴時間，悶聲不響地在亞非拉
佈局，和賺錢。當美國驚覺到中國
壯大的時候，天外又飛來了兩隻巨
大的黑天鵝，川普和新冠，把本來
聲勢浩大的棋王搞得相當狼狽。
2021年的今天，美國的先天優勢可
能被糟蹋的差不多了。至此，這盤
棋到底鹿死誰手，到底誰領下一世
紀的風騷，且讓我在下面分解。

㆗盤的前半段
中盤，尤其是中盤的前半段，通

常是兩方各展神通的時候，外交，
貿易，科技，軍事，文化，全部搬

上檯面了，招數有明有暗，變化多
端，可以聲東擊西，也可以對著
幹，下的都是大棋。這時候，幾個
落子錯了，當時或許沒有覺察，可
是到了接近收官時，就看出來了，
看出來的時候，也已經回天乏術
了。 就中美在2012年開始下的大棋
而言，那時候美國是意氣風發，覺
得勝券在握，而中國則處於守勢，
左攔右架，頗爲辛苦。

中盤的前半段大家都已熟知，在
此不必囉嗦，其主要的特點就是規
模巨大，放眼長期。例如：奧巴馬
的亞洲再平衡，泛太平洋貿易夥伴
關係，以及在南海搞事，慫恿菲律
賓把中國告上國際仲裁法院，在南
海搞自由航行等。這段時期，中國
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對抗的手
段可圈可點，沒有讓美國占到便
宜。這些事件大家都已熟知，在此
不必多説。不過，這裏凸顯了民主
制度的一個重大缺陷，倒值得我們
説説。

政策缺乏連貫性的問題
理論上，民主制度能夠反映人民

的意願，這毫無疑問是它的優點。
民意是通過選舉來實現，所以定期
選舉是它運作的核心。選舉時常會
帶來政黨輪替，而因爲各政黨的支
持群衆不同，政策取向反映的是各
自代表的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政
黨的輪替時常會使政策失去連貫
性，不論在外交還是内政上，都是
如此。許多長期項目需要長期承
諾，不能三年五年就從頭來過，變
來變去就必然要付出代價。最明顯
的例子就是爲期十五年的伊核協議
了。

奧巴馬辛辛苦苦達成了經過安理
會通過的5+1的伊核協議（5個常任
理事國加德國）。可是，這是黑人
總統達成的，所以白人至上的川普
必須加以破壞。他上臺後的第二
年，緩過手來，就退出了協議。拜
登上臺後，想要重新 加入協議，就
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耗時三個
月，談到第7輪，仍然沒有結果。
一個主要路障是，伊朗一定要拜登
簽一份文件，承諾美國不會再次退
出協議。這當然非常合理；但是，
拜登卻無法作出這樣的承諾，因
爲， 如果三年後川普捲土重來，他
很可能再退出協議。毫無疑問，這
是美國民主體制的弱點。

當然，有些民主國家，由於一黨
獨大，所以政策可以保持連貫性，
例如日本，幾十年來絕大多數時間
是由自民黨一黨執政。印度議會黨
也是如此。默克爾在德國主政16
年，維持住德國政策的穩定性，也
使德國成爲歐洲的老大。這是說，
政策的連貫性非常重要，衹要執政
者不是腐敗無能，它比換來換去的
政黨輪替要好得多。

上述奧巴馬的一系列政策，都被
川普給廢了。在他任内，希萊利在
亞洲致力於挑撥分化中國與東盟諸
國的關係，在歐洲，她加强美國與
盟國之間的關係，抵制俄國，這些
努力也都被川普給糟蹋掉了。也就
是説，奧巴馬的中盤設計基本上全
被川普給推翻了。這就是政黨輪替
的代價，而在中美大博弈的當口，
它的代價是巨大的。它幫了中國一
個大忙。由於美國的政黨輪替，中
國多出四年佈局的寶貴時間。

寶貴的㆕年
對中國海軍，這四年可説是黃金

時段。軍事專家常挂在嘴邊的是，

中國造軍艦跟下餃子一樣， 2020
年，中國已經有兩艘航母服役，有
52系列的驅逐艦25艘，建造了8艘
055重型驅逐艦，還有其他的各種類
別的戰艦，飛機，大炮，導彈。這
麽一來，近海，中國海軍，加上陸
上的導彈基地，已經可以跟美國對
抗，甚至能夠壓倒美國的航母戰鬥
群。

2013年開始，中國瘋狂造島，到
2020年，已經鞏固了南海的美濟
礁，渚碧礁和永暑礁的防禦工事和
軍事部署，形成了三角形的國防堡
壘。美軍不停地來自由航行，挑戰
中國的領海主權，可是它不敢破壞
已經建成的基地。美軍的航母戰鬥
群，據維基百科，一天的開支是
250萬，它們一年來個50天的話，那
經費就超過一億美元，兩個戰鬥群
來回跑跑，三億美元就扔進南海而
消失於無形了。中國在南海則是以
逸待勞。這就要感謝川普給中國的
時間。

對外，中國對東盟和歐盟的貿易
額都超過了它們跟美國的貿易額，
并且跟另外14個國家簽訂了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RCEP），這
使得美國再想拉攏這些國家來對付
中國的時候，它就叫不動了。這正
是今年發生的情況。在G7 和北約的
峰會上，拜登得不到德法意等國的
全力支持。許多歐洲國家都要跟中
國做生意，不願意爲非常抽象的意
識形態跟著美國跑，所以它們嘴皮
上敷衍美國，跟中國的經貿活動卻
毫不減少。這應該說，也是川普胡
亂向友邦加徵關稅的後果。

經過四年耽擱，可以看得出來，
拜登急了。美國的整個傳統外交建
制，軍事建制，都急了。這就是爲
什麽過去六個月的火藥味那麽濃，
美國的攻勢那麽激烈。

感謝新冠
我們大概可以體諒川普和拜登，

對新冠那麽痛恨，一定想甩鍋中
國。他們就不想想，如果中國也像
美國，印度，巴西和瑞典那樣，對
新冠掉以輕心，那麽中國老早完蛋
了。所以，他們其實應當反省自
責，天公釋放了病毒，如果說祂有
私心的話，那祂最初想懲罰的可能
是中國，衹不過中國動員了全國力
量，把病毒給擋住了。雖然德爾塔
變種的出現也波及中國，但總體而
言，中國是疫情的最大受益者。

由於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印
尼等東南亞國家疫情失控，使得訂
單紛紛往中國轉移，讓中國大賺一
筆。本來想跟中國脫鈎的美國也不
得不狂買它增加了關稅的中國貨。

就中美鬥爭而言，新冠的最大功
勞衹有一個，那就是使美國的國債
在短短一年間躍升到28.5萬億。多印
天量的美鈔卻沒有足夠的商品供群
衆消費，這已經是問題了，而美聯
儲怕把股市搞砸了，遲遲不肯擡高
利率，并且每個月仍然放出1200億
的量化寬松，那麽通貨膨脹就不得
不飆升了。美聯儲一直說，通脹是
短期現象。是否如此，我們當然無
法跟極爲權威的美聯儲辯。但是，
如果通脹持續個一年，那麽，美國
將陷入經濟滯脹的危機。上一世紀
七零到八零年代的滯脹經濟迫使當
時的美聯儲主席刺破泡沫，股市崩
盤。這次，如果發生滯脹，其後果
將更難以設想。

㆗盤的㆘半段
我們觀察到，川普進了白宮之

後，中美鬥爭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他不來什麽TTP了。他廢掉了TTP。

◎㈬秉和

台灣㆟的防疫㈰記台灣㆟的防疫㈰記台灣㆟的防疫㈰記
I．離開台灣(怎麼㈲點像逃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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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開始定點打擊：關稅，中興，華
爲…也就是説，不再是大面積地打
擊，而是小面積，精準式的打擊，
一下子制裁這個，一下子制裁那
個。這樣，咱們的中美圍棋賽就進
入了下半段。

上臺之後，拜登并沒有改變這個
趨勢：新疆棉花，治港官員，芯
片，增加制裁企業名單，限制中國
留學生入境…雖然打著民主人權的
幌子，但實際行動是定點打擊。最
大的動作有兩個，一個是慫恿烏克
蘭對俄國采取主動攻勢，一個是在
臺灣和南海大做文章。目的很簡
單，看到盟國不肯站邊，想擡高衝
突强度，逼迫盟國站邊。

如果你看西方媒體，好像是俄國
要對烏克蘭動手於先，烏克蘭防守
在後。這很荒謬，因爲俄國根本沒
有理由這麽做。其實呢，美國知道
烏克蘭想加入北約，所以就引誘它
集結三萬大軍，逼近東部兩個獨立
省，并且說要向烏克蘭提供1.5億軍
事援助（後來又黃牛了）。等到普
京動員了十萬大軍，美國馬上退
縮。烏克蘭才發現，北約根本不打
算收容它。可憐的澤林斯基，被川
普耍了，沒有覺醒，又被拜登給耍
了。他居然不瞭解，烏克蘭是個爛
攤子，一枚棋子，衹能被利用，德
法兩國根本就不會讓烏克蘭加入北
約。

在臺灣海峽，美國還在搞事，并
且越搞越帶勁，死命鼓動日本參
與，又找北約國家到亞洲來搞事，
還在兩個大洋發動了一場四十年來
最大規模的軍演，其目的可能不是
恐嚇北京，而是向東盟顯示其强
大，借此挽回東盟的支持。中國還
以顔色，也來個封閉十萬平方公里
海域的實彈演習。意思是，要打就
來唄！東盟看了兩邊的比劃，多半
不會跟美國跑。

"從實力出發 " 對決"不吃這㆒套"
拜登上臺後，不但沒有放棄川普

對中國極限打壓的政策，反而拉攏
盟友，企圖對中國進行更廣，更全
面的極限打壓。打壓的目的是什
麽？是打核子大戰嗎？他不敢。那
麽，他是要逼迫中國屈服？或者，
要推翻中國共產黨？拜登想清楚了
嗎？他好像沒有。 

美國明年舉行期中選舉，政黨預
選活動從年初就開始了，如果拜登
想要維持民主黨在議會中非常薄弱
的多數，他必須解決國内許多燃眉
之急的問題，否則他很可能輸掉議
會中的多數，使他才兩年就變成了
跛脚總統。他也想在外交方面有所
表現，如果他能夠讓習近平俯首稱
臣，那期中選舉則勝券在握。可
是，時間緊迫，所以他急。

拜登知道，不能跟中國打兩敗俱
傷的核子大戰，而根據西方民調機
構在中國進行的調查顯示，中國有
90%的老百姓支持共產黨政權。所
以，期望中國内亂也是在做白日
夢。那麽，剩下的就衹有指望中國
在巨大的壓力下屈服了。可是，憑
他幾十年的外交資歷，他應當知
道，跟美國打了韓戰和參與了越戰

的中國共產黨，在它最困頓的時
候還跟蘇聯打了珍寶島戰爭，共
產黨是絕對不會屈服的。極限施
壓，成功的概率是零。拜登一上
臺來就選擇了這個戰略，這應該
說是他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極
端諷刺的是，美國的國運很可能
會在這位正直，堅定信仰美國優
越的老頭子身上走向下坡。

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美國的
精英層仍然相信，美國的實力非
常强大，在盟友的支持下，能夠
壓制中國，逼迫中國就範。可
是，中國已經不承認這一點。三
月在安克雷奇時，楊潔篪已經說
的很明白了。美國不信，又派舍
曼到天津，要她"從實力出發"，跟
中國談判。中國方面則從"不喫這
一套"出發，提出了三條紅綫和兩
份清單，替美國畫下了中國的"圍
欄"。所以，"從實力出發"跟"中國
不吃這一套"算是對上了。

㆗國㆒定贏
在收官之前就剩下了打劫和補

子了。這個過程可長可短。美國
的地盤是北美，英國，澳洲，日
本，以色列，和歐洲部分國家。
用圍棋的術語來説，這些是美國
做好了兩個眼的地方。歐洲其他
一些國家，包括德法，以及韓
國，印度，越南等一些國家，還
有待它繼續努力。中國的地盤是
俄國，朝鮮，伊朗，巴基斯坦，
上海合作組織中除印度外的其他
成員國，非洲絕大多數國家，東
盟中大多數國家，和幾個拉丁美
洲國家。還需要努力的地方是歐
洲，南亞和中東。從地緣政治的
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中國正
在整合龐大的歐亞大陸，而美國
正在失去這塊大陸。

美國的優勢在於軍事聯盟，而
中國的優勢在於一帶一路的經濟
合作共贏。美國正在退出阿富汗
和伊拉克，并且，由於債臺高
築，拜登正在減少美國在世界各
地的軍事部署。中國則恰好相
反，正在積極籌劃把阿富汗和中
東各國，包括伊拉克，拉進一帶
一路。收官之前看，中國幾乎一
定會贏。爲什麽呢？

有兩個基本理由。這兩個理由
都跟人的本性有關。第一，美國
需要在它地盤内的國家都跟著它
反中，而中國願意接受所有不反
中的國家，且不要求它們反美。
對大多數國家而言，選擇不站邊
比選擇站邊要容易得多，因爲左
右逢源，兩邊的好處都可以拿。

第二，人們既有尋求强者的保
護的欲望，又有追求財富分享的
欲望。這是人和國家都有的基本
欲望。因此，隨著美國向其他國
家提供保護的能力減弱，和中國
能夠提供分享財富的機會增加，
越來越多的國家就會選擇分享財
富。尤其是，當美國製造衝突的
能力減弱，和平相處的氛圍轉
強，弱小國家對保護的需求也會
減少。

所以説，中國一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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