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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headline news recently was John Bolton's new book,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 published on June 
23, 2020 by Simon & Schuster. (This publisher also has two other 
books about Trump's family, one, The Art of Her (Melania) Deal by 
Mary Jordan and another, Too Much and Never Enough, by Dr. Mary 
L Trump, Trump's nie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ublished a 4000 
words synopsis of Bolton's new book raising White House's objection 
for its publication. After carefully reading the WSJ article, I came to a 
conclusion different from my thoughts before reading the introduction. 
Originally, I thought Bolton might be writing a book to help Trump's 
campaign (to make up) or he was writing about his 'being wronged" 
and presenting his political thoughts after his experience as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White House (WH). 
But I was wrong, Bolton seemed to be focused on making money 
through the book, publishing in the election year and focusing on 
Trump's obsession for getting re-elected. Nothing wrong with making 
money from writing a book after a WH experience, Obama and 
Clinton both made it alright. However, what is disappointing about 
Bolton's book is that it shows that Bolton has little to say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or his political insights or new views. WH responded 
by saying he is lying, but my conclusion is that Bolton has very little to 
say. He has no imagination. He can't even lie very well.

Bolton started with American's China strategy with two hypotheses. 
First assumption is that if China were developed and became 
prosperous, she would observe international rules (hence in 2001 
China was admitted into WTO), The second assumption is that if 
China became rich, she would become more democratic not competing 
and engaging in Cold War. Bolton said the facts were just the opposite. 
I think Bolton held this obsolete legacy without the ability of learning 
on the job which caused his demise. I think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sult from that the U.S. puts capitalism first and 
socialism second and China is just the other way around. China is 
doing everything for her 1.4 billion people and the U.S. is doing 
everything to preserve her capital to continuously gain enough profits. 
For example, the U.S. is used to applying her power to protect her 
capital and generate adequate return. She  regards China's One Belt 
and One Road program as an invasion plan rather than from China's 
view that she is trying to generate enough job opportunities for her 

large population and oversupply of labor and production. China 
needs to create new jobs and  markets to support her people. She 
hopes it will be a win-win program for the world. Although Trump 
did not have much foreign policy experience, but he is a fast learner 
through many debates held in the WH (Bolton admitted that there 
were no conclusions from debates on trade dispute, likely on many 
other issues). Trump probably see through Bolton's lack of fresh 
ideas and let him go, but he and Pompeo do not seem to have any 
new idea other than repeating the stale rhetoric against China.   

Bolton charges that Trump is spending too much time on trade 
issues, no progress, no strategy and often flipflop. From Bolton's 
own description, I suspect that Trump is learning on the job and 
uses his businessman instincts and smarts to guide him. Bolton 
blames Trump for dropping the Tariff from 25% to 10% in 
December 2018 as a give-in, but I can imagine Trump's thinking, 
Christmas is coming, 25% tariff is hurting American people more. 
Thus Trump yielded on Tariff to get the Chinese back to negotiation 
on substantive buying and meaningful structure reform. Judging 
from the Phase One Trade Agreement US-China reached, the U.S. 
did not lose much but did get China to commit to buy $200B more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us  over 2017 level in  two years. Even 
with COVID-19 Pandemic, according to Lighthizer, China has 
already bought $100B goods ($30B soybeans, 2/3 of US production 
and largest US beef importer). Bolton simply can not understand 
Trump's "incoherence" which is growing out of his cunning 
business mentality and fast learning on reality to find short cuts. 
Bolton's old textbook approach, especially not working very well, 
can not be effective for his job in the WH.  

Bolton also charges Trump placing winning re-election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issue. How can he not know t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merican Democracy (and of course fo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as well), no president would not put the 
re-election as top priority. Bolton is either naive or stubborn in 
challenging the president's re-election goal which is the President's 
score card and legacy defined by the voters. Bolton stat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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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mp is using the G20 as opportunities to meet with Xi for trade 
negotiation and helping his re-election. He focused on the praising 
words exchanged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and took too seriously for 
their worth. China always pride herself claiming she will never 
interfere in another country's internal affairs. Do you think both Xi 
and Trump will take the phrase "Please do me a favor" seriously in 
diplomacy? China believes in signed black words on white paper, 
but never any fancy cute conversations. Bolton ought to have 
learned that on the job. Bolton also says that Trump mixes his 
personal interest with national interest. Personally, I feel,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makes the President as the nation and the 
nation as the President. When Trump suggested to hold the 2020 G7 
at his Florida resort, you may think it i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President Trump thinks it is a legitimate business opportuni8ty fair 
and convenient to him. 

Bolton has no positive words for Trump. He mentioned 'Huawei' 
which Trump initially was not engaged, but Bolton had no idea of 
his own on this technology war which is pushed by the Pentagon 
saying it causes a military exposure. Be it that may, it is likely 
Pentagon's own mistake in letting our technology slip and dependent 
on foreign products. Again, Bolton has no idea of his own, now that 
Trump is testing water and realizing that, just like trade war, 
technology war is no less complex and we are mutually intertwined. 
Bolton also mentioned the Taiwan Unification, Hon Kong unrest, 
Xinjiang Ughur and COVID-19 pandemic and claimed that Trump 
should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these issues as leverage against 
China, but Trump pondered why he should  meddl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both as China's internal issue) and expressed he was not 
interested in making Tianmen memorial statement. (Trump said that 
it was 15 years ago but actually it was an event more than 30 years 
ago). Trump is honest about that the U.S. has human rights issue as 
well. What is in it for us to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 against China? 
Following the events, we see that the Congress has just passed a law 
about Xinjiang Uighur Human Rights which Xi has told Trump that 
China is not building concentration camps in Xinjiang but job 
training centers to help local economy to fight poverty and terrorism 
from external influences. We may not believe everything CCP says, 
but lifting people out of poverty is a fact and no terrorist event in 
Xijiang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is true as well. Otherwise, 

Based on the Walls Street Journal introduction and the foreign 
affairs occurred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 may predict 
Bolton's memoir can never raise to the level of Kissinger's White 
House Years Memoir. Therefore, I hold no expectation from Bolton's 
unimaginative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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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選舉不㆒樣
在這次總統選舉之前，我們需要重

溫一下，什麽是民主。
任 何 一 位 民 主 理 論 大 師 都 會 告 訴

你，民主是一個脆弱的體制，它需要社
會中絕大多數人的積極參與和維護，否
則它很容易變質和衰敗。過去四年，特
朗普，一個商人，對這個制度缺乏尊
重，濫用行政權力，對民主制度構成體
制性威脅。對此，如果我們稍稍留意很
多政治評論的分析，就知道，這才是他
們擔憂的事。再給特朗普四年，美國的
民主會退化到什麽程度，是一個值得討
論的問題。

前 不 久 有 記 者 訪 問 他 ： 如 果 你 輸
了，你會自動離開白宮嗎？他沒有正面
回答。他說，這要看情況！這正是許多
人擔心的，那就是，爲了連任，他會不
擇手段，甚至賴在白宮裏不走。現在他
幾乎每天都在攻擊郵寄選票，雖然他自
己在佛羅里達州是用郵寄的方式投票。
很可能他輸了就借此挑戰選舉結果。

聯邦郵政局的負責人是剛剛上任四
個月的新手，Louis DeJoy，他完全沒有
管理郵政的經驗，可是他曾捐給特朗普
百萬以上的政治獻金，這成了他晉升的
階梯。在全國的範圍内，他正在搬走一
大批郵箱和拆除檢索郵件的機器，以增
加郵寄投票的困難。由於民主黨選民以
低收入者爲多，且他們居住在擁擠的地
方，投票排隊的時間長，有許多選民又
缺乏交通工具，或行動不便，所以依靠
郵寄選票的選民遠高於共和黨，而特朗
普試圖運用這種壓縮選票的方法贏得連
任。

各 位 ， 這 是 第 三 世 界 政 客 的 做 法
啊！他可能做不到在票箱裏塞票，或者
讓票箱失蹤等伎倆，但是毫無疑問他是
在動歪腦筋。美國是歷史上第一個實行
民主制的國家，也是民主標準的當然制
定者。經過兩百四十年之後，如果讓他
用不正當的手段得逞，怎麽辦？美國還
是山巔上的城市嗎？還是人類獨一無二
的希望嗎？

因此，今年的選舉是一次非常特殊
的選舉。它不再是，或者説不應該衹

庚子年，災禍年
2020年，也是天干地支每六十年循

環一次的第一年，即庚子年。算命先生
說，這是多災多難的一年：1840，鴉片
戰爭；1900，八國聯軍；1960，大飢
荒。

果不其然，今年的四分之三已成過
去，而我們見證了百年一遇的大流行
病。截至九月初，全世界確診人數接近
兩千七百萬，死亡人數接近九十萬，并
且高峰還沒有到，因為許多發展中國
家，特別是印度與巴西，連檢測都還沒
有到位，其下半年的數字必然更為驚
人。連帶地，全球的經濟遭到重挫，觀
察者網根據各國提供的數據列表，在二
十個大國（G20）中，第二季度唯有中
國的GDP增長率是正值（3.2%），其他
19國都是負值（印度，-23.9%；歐盟，-
15%；日本，9.9%；美國，-9.1%）。

流行病重創了經濟，而經濟活動的
銳減又帶來了大規模失業，僅僅以美國
為例，今年四月時失業率達到高峰，為
14.7%，然後逐月下降，到8月時降到
8.4%。可是，這是勞工局提供的非農業
人口的失業率，專家們普遍認為它系統
性地低估了實際失業人數。失業率在發
展中國家更是嚴重問題，如正在西藏邊
境鬧事的印度，由於疫情，無數在城市
的打工仔被遣返老家，而老家沒有就業
機會，可是他們把病毒向家鄉傳播。據
印度央行估計，印度的赤貧人口將增加
兩億，今年的GDP將下滑至負10.1%。

給予時間，失業潮將會帶來大量的
飢餓人口，而飢民帶來的很可能是社會
動亂。我們在電視上已經看到，美國好
幾個大城市都出現了長達好幾英里的車
隊，沿著公路排在免費發放食物的帳篷
前面。美國號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
家，可是由於資源分配嚴重失衡，貧富
差距擴大，無數中下階層的人群沒有積
蓄，一旦失去工作，喫飯問題立刻威脅
到他們的基本生存。試想，連美國都是
如此，那麼，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的
情況難道會好嗎？

在所有國家，提供大部分就業機會
的是中小企業，而這些企業受到疫情的
打擊特別嚴峻。因為疫情而關門的，絕
大多數就是中小企業，包括餐飲業，旅
游業，娛樂業，商店，健身房，以及各
種各樣提供個人服務的企業。一個社會
的活力通常來自於這些企業，它們的大
規模倒閉給社會帶來的是一種隱形的，
深層的衰退。

2020年，美國還爆發了1960年代中期
以來最嚴重的種族衝突。這可能與疫情
無關，可是它的嚴重性也會深深影響到
美國今後的發展。

當百年一遇的大災難爆發的時候，
它的後果絕不會很快消失。一般預測，
如果明年疫苗出現，經濟大概需要三到
五年才能恢復正常。可是，如果引發了
其他災難，那就難說了。所以，我們要
問：在這剩下的三個月裏，是否還會有
悲劇性的大事發生呢？它會不會比新冠
疫情更危險呢？
對中國而言，庚子年都不是順暢的一
年。中國很快解決了新冠，可是看來還
沒有脫險，它面對的是美國超級打壓。

㈵朗普可能闖出大禍來
一個大概率的可能就涉及美國11月

3日大選。不是大選本身，而是大選前
後可能發生的事。曾經替特朗普擦屁
股，為他服務長達十年之久的私人律
師，邁克 ·科恩，於9月4日接受NBC晚
間新聞主播Lester Holt訪問時，Lester 問
他，"你認為特朗普會當選嗎？"

科恩回答說，"為了贏得選舉，唐
納·特朗普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我相
信這包括做票。我相信他甚至會走極
端，以引發一場戰爭來保持他的職位。
"他還說，"我最擔心的是2020年權力不
能和平轉移。"

引發一場戰爭？可能嗎？誰會是他
引發戰爭的對象？伊朗？俄羅斯？中
國？這會不會是他的"十月驚奇"戰略？

如果他試圖引發戰爭，他最可能的
對象是中國。他不會挑釁伊朗來發動一

次局部戰爭，因為他一再批評小布什捲
入中東，弄出來個爛攤子，不能脫身，
無暇顧及中國的崛起。他也不會針對俄
羅斯。大家都知道，他對其他國家的領
袖態度惡劣，可是獨獨對普京，他是條
小哈巴狗。到底為何如此，至今仍然是
個謎。

我們確知的是，美軍在七，八月間，
圍繞著南海進行了一系列行動。兩個航
母戰鬥群兩次去執行所謂自由航行任
務，其他艦艇的活動更多。在這一系列
活動的期間，7月23號，龐培奧在加州
的尼克森圖書館發表了一篇他可能自認
為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演說 : 他號召全世
界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
上的人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共產
黨。他直接用了"冷戰"兩字，表示他把
現在的中國等同於當年的蘇聯。可能出
乎他意料之外，不論是在現場的聽眾，
還是世界上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和人
民，反應都非常冷淡。

同時，按照他的指示，國務院高官也
到菲律賓，越南，印尼，新加坡等東協
國家，邀請它們參加美國在南海的自由
航行行動和軍演。日本和澳洲派軍艦參
加了軍演，可是其他東協的成員國沒有
一個參加。

此外，華府也在抬高臺灣的地位，包
括政府高級官員訪臺，銷售F-16型戰鬥

機，愛國者飛彈等。
美國的偵察機也頻頻出現在中國領

海的邊緣，其中一架U-2 偵察機於8月
24號飛近東海，偵察中國正在進行的軍
演。結果，顯然是為了警告美國，中國
於8月25號發射了兩枚導彈，一枚是東
風26B，從青海發射。它的綽號是關島
快遞，因為它射程4000公里，可以直接
打擊關島。另一枚是東風21D，從浙江
發射，射程1800公里，綽號是航母殺
手。兩枚導彈都落到了南海的預設目
標。美方的情報說是發射了四枚導彈，
有人猜測，這可能是因為其中一枚可能
是多彈頭導彈，所以兩枚導彈打擊了四
個地方。

同時，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科技業的
打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不但要徹
底扼殺華為，甚至連TikTok 這種娛樂性
的app也不放過。其他，包括取消新聞
記者簽證，關閉領事館，限制外交人員
行動和減少大陸留學生等等，其手段的
凶狠，打擊的精準，基本上已經把中國
當作敵人了。

不要低估戰爭的可能性
為了連任，特朗普可以不擇手段，

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應當注意到，特
朗普的頭腦，注意力和知識水平，都不
可能設計出目前這種對中國進行全面打
擊的各種各樣的方法。必須考慮到的
是，這一切的背後有龐大的團隊力量。
這個鷹派團隊可能是龐培奧掌控的團

2020年的重頭戲還在後面
◎㈬秉和

隊，也可能是五角大廈，右派智庫和
華爾街聯合組成的團隊。比起特朗普
的個人野心，這個團隊的威脅力和危
險性就強大多了。他們是真正想要維
持美國霸權的力量。

他們擔心的是，特朗普可能無法連
任，所以他們最好利用他在位的最後
四十多天，因為這是他們拯救美國霸
權的最後機會。 

今天，核子戰爭是難以想象的事。
它可能帶來人類的毀滅。不論是在臺
灣還是在東協各成員國，許多人看到
美國在南海和臺灣頻頻采取的軍事行
動 ， 他 們 擔 心 ， 可 能 擦 槍 走 火 。 但
是，如果不是擦槍走火，而是美國的
這個鷹派團隊蓄意要跟中國進行一場
區域性，非核子戰爭的話，怎麼辦？
戰爭能避免嗎？

此外，龐培奧出生於西點軍校，第

一名畢業，不但是個政治上的極右
派，也是軍事上的鷹派。他有使命
感。媒體上報導，他已經在聯係金
主，為他以後競選總統鋪路。

跟當年日本侵略中國時製造了盧溝
橋事變一樣，美國打越戰時製造了東
京灣事件，打伊拉克時製造了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事件，打利比亞時製造了
"可能會觸犯種族滅絕類罪行"的藉
口。龐培奧已經製造了中國在南海的
主權聲稱是"非法"的藉口，但是這還
不夠強烈，東協各國沒有上當。接下
來，相信他會製造另一個更動聽的藉
口。什麼藉口，可能是承認臺灣為獨
立國家。那時，中國是打還是不打？

對北京方面而言，這可能不是用兩
枚導彈嚇一嚇就能夠阻擋的了的。最
好是積極備戰，希望它不會發生，但
是絕對不能視而不見。

是，選民們按照自己的利益，如支持減
稅還是加稅，主張小政府，裁減聯邦預
算，還是主張保護社會福利，擴大對低
收入人口的福利，反對人工流產，還是
贊成婦女有自己選擇的權利，支持擁有
各種各樣槍支的權利，還是禁止擁有半
自動步槍，等等，來決定他們的選票。
這次選舉的核心問題是，要不要維護一
個最老的民主制度的正常運行。

基於此，我們需要回歸原點，談談
民主制度。

淺談民主制度
政治學家指出，民主制與傳統政治

制度的最大差異就在於：它是一個人爲
設計的制度，不是人類社會自然演變的
結果（集體主義和專制體制才是人類自
然發展出來的體制）。民主思想是一種
政治理論，它產生於自歐洲十七，八世
紀的文藝復興時期。在哪個時代，市場
經濟在城市中養活了一批不再受封建體
制約束的市民，大學開始在城市中建
立，吸收學子，思想獲得蓬勃發展。一
時之間，偉大的思想家井噴，如培根，
笛卡爾，休謨，康德，沃爾泰，牛頓，
洛克，盧梭等等。理性，科學，人權，
自由，人道主義等思想像洪水一般爆
發。他們的思想强烈地影響到美國的第
一代領袖。

在脫離的英國的殖民統治之後，美
國的第一批精英，即所謂的建國之父，
把歐洲的自由主義和民主理想拿了過
來，通過憲法大會，規畫出了一個建國
藍圖，然後按照藍圖，把民主理想變成
了一個可操作的制度。它是一種全新
的，人爲設計的制度。這是它獨特之
處，也是它脆弱的原因。

美國是在1776年宣佈獨立的，可是
它的憲法是到1787年才獲得通過。這部
憲法，以及後來加入的一些修正案，就
成爲美國民主制度的基石。它所涉及的
諸多内容我們在此不必討論，要記住的
是，它是把歐洲的政治理論變成可操作
的制度的綱領。

我們可以拿中國跟美國對比一下。
中國的憲法是經常修改的。這是因爲，
雖然它號稱是基本大法，而事實上它在

中國并不占據那樣崇高的地位。共產黨
的黨中央可以通過黨代表大會作出一些
有關憲法的決定，然後把這些決定送到
人民大會，人民大會就會予以通過。通
過之後，憲法就改了。在中國，司法獨
立是不可能的，因爲，如果它獨立了，
那麽黨領導一切就變得不可能。雖然，
習近平一再强調法治，但是那是在黨的
監督下的法治。

對此這裏不作價值判斷，說哪一種制
度安排比較好，而是凸顯它們之間的差
別。自1949年建國以來，共產黨仍然沒
有最後決定它的制度的可操作性，還在
尋找。至少時至今日，從政治理論的角
度來看，這仍然是一個問號。所謂具有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是一個非常籠
統，定義不明，沒有完整理論作基礎的
稱謂。

美國不一樣，美國的憲法的確是基本
大法，是美國的建國藍圖。它把一套政
治理論變成可操作的政治體制。社會科
學 裏 的 名 詞 是 operationalize, 或 者  
operationalization。通常我們翻譯作可操
作化，或可操作性。美國的憲法就是這
麽一個東西，它把歐洲文藝復興期間發
展出來的民主理論變得可以實際運作。
可以説，這是它偉大的地方。(我們知
道，蘇聯想要把馬克思理論變成可操作
的制度，失敗了)

它具有幾個基本要素，包括：三權分
立；人權保護；言論自由；公平選舉，
軍隊屬於國家，其職責是國防，不得干
預内政。憲法中沒有提到政黨，可是一
開始實踐，政黨就自然產生了。這非常
重要，因爲政黨是一個輸送輪帶，是政
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梁。沒有它，這套綱
領無法運作。

政治理論家還從失敗的民主制度中發
現，若要實行民主，社會中必須存在對
這個體制的認同，以及對幾個要素具有
共識，否則，民主體制很可能由於宗
教，語言，種族等社會裂痕而失敗。

根據上面簡單的介紹，我們的問題
是：特朗普是不是正在破壞民主制度？

㈵朗普在破壞民主制度嗎？
或許大家還記得，6月1日，特朗普從

白宮步行到附近的教堂，在教堂前面舉
起一本他女兒從名貴的皮包中拿出的聖
經，讓他拍照，作爲競選的宣傳品。伴
隨著他的一群人中，有國防部長，有總
參謀長。參謀長身著野戰服，好像準備
戰鬥的樣子。在這之前，特朗普下令，
調動軍用直升飛機和國防部對進入華盛
頓，爲他護航。司法部長也命令聯邦警
察，驅逐在附近廣場和平示威的群衆。

對此，輿論界大嘩。
緊接下來，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都

公開道歉，說他們錯了，下不爲例。
爲什麽，因爲軍隊是對外保護美國安
全，而不是對内鎮壓百姓的。其實，
特朗普的行動違憲了。

在三權分立的架構下，司法機構是
應當獨立於行政機構的。可是，總統
傾向於任命支持自己的人充當司法部
長。這裏面是有矛盾的。前任司法部
長Sessions，雖然是特朗普的堅定支持
者，可是，依照法律，在俄羅斯門的
調查前，他避嫌，不參與決定，把特
朗普氣壞了。現在的司法部長普遍被
認爲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師，完全放棄
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在精神上，這也
是違憲的。

在建國之父籌劃憲法的時候，他們
肯定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可是他
們沒有想到，輿論會成爲民主制度極
爲重要的組成部分。新聞事業後來被
認定是民主制度在三權以外的第四根
支柱。在過去近四年的時間裏，特朗
普不斷地詆毀美國的重要媒體，動不
動稱它們的報導爲假新聞，而實際上
它們報導的才是事實，而他自己一天
到晚在説謊。這樣的攻擊媒體，并且
支持許多撲風捉影的荒唐故事，相當
嚴重地損害了這第四根支柱的可信
性，也是對民主制度的惡意打擊。

例如，他曾經說新冠肺炎是"騙局
"（hoax）,說它會自動消失，說治瘧
疾的藥可以治新冠等，完全沒有科學
依據的胡説。明明美國在控制疫情上
失敗了，可是他居然說"我們非常成
功，比所有其他國家都成功"。即將
出版的，由名記者Bob Woodward 訪問
特朗普18次寫的書，特朗普在二月時
就知道病毒的危害性，可是卻隱瞞事
實，導致美國出現大災難。這將是讓
他名留史冊的最大敗績。

論者也一再指出，他的威權性格，
要求下屬效忠他個人，而不是國家，
他不去建立共識，而是拉一派打一
派，製造社會分裂。所有這些都是反
民主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選舉。前面提
到，他最近對郵寄選票發動了不懈的
攻擊。選舉，公平選舉，有公開的實
際資訊的選舉，是人民能夠作出妥善
的判斷的基本要求，也是民主制度賴
以生存的基石。在最後這幾十天的時
間裏，我們要觀察，選舉是否能公平
進行。因爲這將決定美國的民主前
途。

民主ABC民主ABC民主ABC
◎彭文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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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ABC" 一文，第二欄，倒數第1段上面的小標題"特朗
普在破壞民主制度嗎？" 請用黑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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