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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umber club is a natural creation as the world is advancing in 
economy and size. There was obvious needs for the group of the 
biggest world economy to have a forum to dialog on issues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Hence at the 200th anniversary year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 the U.S., Japan, the U.K.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Canada formed the G7 with each nation's 
Minister of Finance, and/or Economics Affairs or Treasury or Head of 
nation's Central Bank participating. Being a club member is an honor
represent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accomplishment and its implied
obligation for helping maintaining the world's economy. G7 was 
functioning for 21 years until 1997 when the economic crisis occurred 
in Asia, collapsing its finances which drastically affected the world 
economy.
　By the suggestions of the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ers of 
G7, the Ministers forum was increased to 20 nations in December 
1999, adding Argentina, Australia, Brazil, Canada, China, India, 
Indonesia, (South) Korea, Mexico, Russia, Saudi Arabia, South Africa, 
Turkey and EU (included the significant 5 golden bricks (BRICS),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Nine years later, just 
before the 2008 global finance crisis occurred, the finance ministers, to 
their collective wisdom and credit, decided that their national leaders 
should be invited to the G20 meeting as well. Each country would take 
turn to host the meeting, Last year, the G20 meeting was held in 
Belek, Serik, Antalya, Turkey, Italy, a beautiful resort city.
　This year 2016, China is hosting the G20 from September 4-5 in 
Hangzhou City, a city famous for its picturesque West Lake and rich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stead of selecting her biggest 
top four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famous 
for hosting international events, China has deliberately selected 
Hangzhou as the host city for G20. Judging from the preparation that 
Hangzhou has put in for G20 and B20, a summit of business leaders of 
G20 nations with focus 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one can naturally 
appreciate why Hangzhou as a top ranking civilian industrial city full 
of enterprising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selected as the G20 host. 
The world biggest online enterprise, Alibaba, is headquartered in 
Hangzhou, which is a testimony to Hangzhou's industrial power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Sure enough Hangzhou has not disappointed
the G20 and B20 attendees.
　Before the meeting begun on Monday, 9/4, there were already news-

highlights hitting the world press. The arrival of G20 leaders and 
their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were prominently 
featured not only on Chinese television but certainly on their own 
national TV. It is definitely a busy and tiring week for the host H.E. 
Xi Jinping, who attended a marathon of receptions and meetings 
with the leaders of the G20 nations and their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leaders. The host was addressed as H.E. Xi Jinping on his 
nameplate, many Chinese have wondered whether H.E. means 
anything other than His Excellency, an unusual title used in China.
　By being physically in China visiting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the first half of September, the author had the opportunity of 
witnessing the continuous coverage of the G20 event by the visual 
media as well as hearing the sideline discussions off the mainstream 
media. Firstly, the TV coverage of the G20 event is extremely 
educational for the Chinese general public,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 
people who received a heavy dosag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ightly so, the news and discussions were more related to the bi-
lateral encounters between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another country 
but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focus on security issue in the world. 
For example, the placement of THAD anti ballistic missiles was hot 
on the media's radar screen. The exchanges of dialogs between 
Presidents Xi and Obama, Xi and Park would certainly make 
impacts on the future course of the event even though the parties 
stuck with their pre-meeting official positions. Perhaps, this is the 
significance of G20 and the value of having annual G20 meetings 
where courses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and relations could be 
modified by physical encounters of G20 leaders. The news media 
of course had an exciting field day at the G20, while they were 
anxious to grab the headlines resulting from G20's major 
resolution, plenty of gossiping report such as the missing red carpet 
for President Obama or hotter verbal exchange between security 
staff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ther tha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G20, exemplified 
above, other significance is in the impact on world economy and a 
side benefit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exhibited in its art performances. 
The impact on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an be seen and 

projected into the future from the meeting agenda of the G20's 
companion B20 meeting. The continuity of B20 as an annual 
event will sure make positive influence on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Of course, the main focus of G20 is on economy with twin 
emphasis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which are the two main 
locomotives for propelling economical growth. 2016 G20 
meeting has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The G20 shall provide clear direction and planning steps for 
world economy; Inject new energy into and create innovative 
method for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raise ability to resist financial crisis; reenergiz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expand their impact to construct an 
open world economy; and promote inclusive and intera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t the fruits of G20 benefitting the 
entire world.
　Under the above broad principles, the specific benefits to the 
global citizens expected are jobs creation, more pocket money, 
better and cheaper goods, economic growth for everyone and 
cooperative efforts for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Similar to other international fora such as APEC, G20 Hangzhow 
offers a great platform  for dialog among world leaders to gain 
understanding of global issues and to reach consensus for solving 
problems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2016 
G20, one can cite a number of meaningful initiatives: First, the 
development issue has been prominently placed under the global 
policy framework. Second, concrete action plan has been put in 
place to realize the UN 2030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ird, a new growth has been articulated as an important 
agenda to define a new growth blue print and specific action 
plans for achieving new worl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innovation. These new emphases were remarked by the host 
leader Xi Jinping in the closing session of G20. Indeed, this new
focus on innovation is expected to be the key for new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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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的不愉快事件
奧巴馬到杭州參加G20峰會，據

《紐約時報》報導，下飛機的時
候，中方沒有準備梯子，使他需要
從後艙下來；他跟習近平私下談話
的時候又因為准許進入談話會場的
人數問題，雙方又發生爭議，甚至
到面紅耳赤的地步。顯然，這不是
好兆頭。中國一向以禮待客，更何
況是美國總統遠道來參加今年在中
國舉辦的隆重二十個大國的會議？
中方的說法是，美國具體提出不要
鋪紅地毯，也不要梯子。到底真相
如何，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總之
是不太愉快就是了。

兩人坐在沙發椅上的姿態也顯得
冷漠。他們雖然最後批准了關於氣
候暖化的《巴黎協定》，並且奧巴
馬重申了一個中國的立場，但是，
習近平提到南海問題和反對美國在
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導彈的事，奧巴
馬沒有回應。

TPP和TTIP
當希萊莉擔任國務卿的時候，她

曾經熱烈支持TPP（泛太平洋夥伴關
係，亦即12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旨
在建立一個把中國排拒在外的自貿
區）。今年她競選總統，面對桑德
斯從左邊攻擊TPP，特朗普從右邊攻
擊TPP之後，她也反對TPP了。可是
本來信用度就很低的她，即使現在
反對了TPP，大家仍然擔心她會變
卦，所以在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之
後，她是這麼說的："我會阻止任何
喪失工作機會和壓抑工資的貿易安
排，包括TPP。"接下來，她加重口
氣說她，"我現在反對，選舉勝利以
後反對，並且在在總統任上仍然反
對。"

這應當算得上斬釘截鐵了。大家
擔心的是，在大選之後，即11月8號
以後，新總統就任之前，即明年1月
20號之前，奧巴馬會暗渡陳倉，要
求參議院通過TPP。這樣他不但把它
作為他自己的政績弄成既成事實，
也替希萊莉脫困。

由於在參議院內支持TPP的主要是
共和黨議員和少數民主黨議員，所
以，在特朗普堅決反對和希萊莉也
反對的情況下，即使奧巴馬想要暗
渡陳倉，其成功的機遇率也是極低
的。9月2日的《紐約時報》指出，
好幾位本來支持TPP的共和黨參議員
面對競選的壓力，已經表示不再支
持了。

這是在太平洋這一邊。在大西洋
哪一邊呢？就在8月底的時候，德國
的經濟部長和法國的外貿部長先後
表示，他們決定不支持TTIP（泛大
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英國
本來是美國在歐盟裡面的代言人，
而它脫歐了，所以只要德法兩國不
肯跟美國搞美國想要搞的自由貿易
區，那麼TTIP肯定就沒有戲唱了。
我們把這兩項新聞加起來看，非常
清楚的是，美國想要用TPP（亞洲
12國）和TTIP（歐洲28國）夾擊，
孤立中國，現在已經臨近破產，儘
管奧巴馬不見棺材不流淚，很可能
會照樣提出來，交參院表決。無論
如何，這關係到美國今後在亞洲的

領導地位，至關緊要。
對中國而言，這當然是利好消

息。這是說，由於中國的經濟面對
著轉型，成長速度放緩以及龐大的
債務泡沫的巨大壓力，如果這個經
濟圍堵戰略成功，那麼今後幾年中
國的經濟進展將會異常困難。轉型
能否成功，泡沫會不會爆炸，都仍
然是未知之數，不過這兩大貿易協
議的失敗至少為中國減輕了相當一
部分的壓力。

這雖然表示大規模的經濟圍堵現
在可能是失敗了，可是小規模圍堵
卻沒有停歇。例如英國和澳洲，以
國家安全為由，突然宣布停止中國
在兩國的大項目投資。中國銷到美
國的產品也不斷會受到議會的"安
全考慮"而不能過關，如華為，或
者因為被控傾銷而被罰款，如汽車
輪胎。

由於全球經濟都疲軟無力，所以
不同形式的保護主義政策紛紛出
籠。隱形的貨幣戰也變相地通過量
化寬鬆，負利率政策以及制訂通貨
膨脹指標等手段進行。這次在杭州
舉行的G20峰會想要轉變保護主義
的大趨勢，到底能否成功，老實
說，很值得懷疑。

那麼多智庫，效果出奇的差
媒體喜歡用"環路內"（inside 

the Beltway）來形容美國的權力
中心。在華盛頓環路內的是白
宮，議會大廈，最高法院，各個政
府機關，智庫（50個左右）和遊說
公司（登記有案的專業游說者人數
變動很大，不過至少在一萬人以
上）。擴而大之，我們還應當把附
近的五角大廈和中情局以及紐約的
華爾街納入其中，那就大致上涵蓋
了美國的整個權力體系。可以
說，他們是在廟堂之高，而我們是
在江湖之遠。

環路內機構亂多，整天在為美國
政府出謀劃策，同時還進行著權錢
交易的勾當。我們遠離核心，除了
每隔幾年投一次票，對它們是莫測
高深，或者漠不關心。但是，我們
有時不由得懷疑，這麼多一流頭
腦，一流學識的人們，拿了老百姓
的稅金和基金會的巨額捐款，怎麼
會設計出攻打伊拉克，謀殺卡達菲
和把敘利亞弄成這麼淒慘的爛攤子
的戰略？可是，必須了解的是，他
們其實是盡了全力這麼做的（They 
are trying their best!）。

TPP和TTIP 也是環路內匯集了絕
高的智慧和可以堆積成小山的美
元，通過千錘百煉的磋商爭辯過
程，搞出來的大戰略。據稱TPP是
經過 7年努力，而 TTIP則經過了
14輪談判。它們的主要目的，除了
圍堵中國之外，是維持和鞏固美國
跨國企業的領導地位，特別是製藥
業，金融業和知識產權。結果很可
能一事無成，只是為官僚們提供了
百萬公里以上的免費機票罷了。

我們大概不能怪美國要竭盡全力
去維持它超級大國的地位。以歷史
眼光來看，二次大戰之後，它超級
大國的地位可以說是天賜的。這就

有點像我們過去的皇帝，打下了天
下之後黃袍就自然加身了，五爪金
龍也在雲中飛舞。當咱們的皇帝受
到什麼匈奴呀，女真呀，騷擾我們
邊境的時候，天朝也是會來個漢賊
不兩立，必滅之而後快（遺憾的
是，有時事與願違）。同理，美國
對中國的崛起也是異常在乎的，在
西方的價值觀的透視下，中國搞的
哪一套也是不文明的，而美國必須
披着文明的外衣將之擊潰。

南海仲裁的錢誰出？
TPP和TTIP只是美國對付中國的一

部分，是亞洲再平衡戰略的一部
分，也只是分化離間中國與其周邊
國家間關係的總戰略的一部分。南
海仲裁是披了法律外衣的挑撥離間
勾當。非常有意思的是，菲律賓為
南海仲裁案承擔了3，000萬美元的
費用，而在仲裁案結案後，國務卿
克里跑到菲律賓，向菲律賓政府提
供 了 3，200萬 美 元 的 援 助 。顯
然，除了償還菲律賓 3，000萬以
外，另外加了200萬酬金。可是，怎
麽能只給200萬呢？那豈不是太露骨
了嗎？如果做的漂亮一點的話，至
少也應當給個五千萬嘛。未免太小
氣 ，太小氣。並且，為了拿到這區
區200萬，菲律賓背後不知道是否還
跟美國討價還價了一番。新任總統
杜特爾特本來就對美國非常不客
氣，這件事更加重了他的不滿。總
之，這在事後證明，南海仲裁案根
本是美國搞的把戲。

最拿手的仍然是軍事圍堵
配合仲裁案，美國動員了兩個航

母戰鬥群來威懾中國，極端具有侵
略性，可是媒體上反而說，中國才
具有侵略性。中國不甘示弱，也來
個三大艦隊的實彈演習，跟它對著
幹。這一戰勉強算是打了平手，因
為美國雖然達到了破壞中國與週邊
國家關係的目的，可是在中國強硬
對抗的情況下，它未能借此大做文
章。儘管如此，仲裁案本身也只是
圍堵中國大戰略的一小部分而已。

大概就在2010年，美國覺得中東
的亂局快要收場了，至少美軍在短
期之內就要全部退出伊拉克了，所
以就積極啟動亞洲再平衡戰略，其
實質就是分化離間中國跟鄰國之間
的關係，從軍事和經濟兩方面拉攏
日本，韓國以及東盟諸國。可惜
2012年伊斯蘭國興起，又把美國的
後腳拖住了。不過東移的戰咯並沒
有改變。在目前的階段，經濟圍堵
由於TPP和TTIP都岌岌可危，很可能
宣告失敗。這對美國在亞洲的威信
將是非常大的打擊。試問，美國如
此大張旗鼓搞的行動倡議就這麽無
疾而終，以後要怎麽才能取信於想
要依附它的小國呢？這些小國很自
然地會向中國靠攏。因此，美國對
中國的軍事圍堵只會加強，不會減
弱。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終於達到了
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的目的。
另一方面，它不斷向日本提供更多
的先進武器。8月底，它又與印度簽

◎㈬秉和

真要謝謝友人把水上天鵝湖晚會
節目送來，不然我可能錯過。  各
位點擊YouTube，打進G20 Gala，
就可以看到，不多不少，整整一小
時，精彩的中西合璧音樂歌舞節
目。保證沒有政治色彩，假使世界
二十多個大國加世界組織的首領們
可以鼓掌欣賞，我們老百姓看了大
概也不會中毒，說這些消毒的話，
因為現世里，幾乎一切都被政治
化，人們帶上有色眼鏡看事務，耳
朵塞滅音器避免聽到不喜之音。

話雖如此，全世界觀眾曾經因為
看到2008年的北京奧運而感到震
驚，因為它幾乎徹底推翻了一個落
後中國的印象，而8年後擺在20個
大國領袖，7位國際組織負責人和
8位貴賓國家領袖面前的晚會，毫
無疑問，也會使他們震驚，因為這
場晚會的場面壯大，氣氛卻溫婉細
膩，既不具危險性，又顯示出大國
興起的氣派。

《最憶是杭州》語出白居易： 
「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山寺月
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
更重遊？」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各位如家
居天堂美國，但未有蘇杭之遊，不
妨在有生之年一遊。 七十年代，
我曾二遊蘇杭，四十年後的夜景看
來不錯，但是不知 "何日更重遊 
？"

中國確實有她的特色。 在政
治、經濟、文化、藝術各方面，她

都開始融合古今中外，現在看來，
外國有的，中國已經逐漸融入，自
己又保留了自己的好東西； 多年
後，西方人被 "趕超"，大概不會
知道為什麼。

四十年前，《梁祝小提琴協奏
曲》作者曾受邀到聯合國圖書館禮
堂給我們解說。  過去聽了不覺得
怎麼樣，不過剛剛聽了覺得不錯，
也許演出那部分是全作品的精華，
而且是由我們本家小提琴名家呂思
清演奏的緣故。  

遠看白天鵝，小個子，使我想起
海星叔的兩位小天鵝 Emily 和 
Flora 當年的樣子，也許是記得那
時她們穿學校白制服？  一排 24 
位天鵝在柴可夫斯基的 ddd der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拍
子下濺起水花時， 我流出的老淚
就要融入西湖水了。

天鵝湖的芭蕾舞節目，由一位白
天鵝無中生有地變化出數十位以至
於更多的白天鵝，水上妙舞，宛如
仙境，普京看到絕對心中暗贊不
已，接下來法國迪布希的《月
光》，意大利歌劇《托倫多》的茉
莉花，也會令這兩國的元首感到異
常溫馨。節目最後在德國樂聖貝多
芬第九號交響樂《歡樂頌》的大合
唱中達到高潮。如果在座的奧巴馬
覺得美國受到孤立， 那也是可以
理解的吧。

 

 

◎呂㈻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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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two articles, "From Republican [Democrat] Convention 
Projecting into the November Presidential Election" (Forum Issue 
156 [online forum]) in Http://www.us-china forum.org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美博弈：和而不黨，爭而不破
美國想要用TPP和TTIP夾擊，孤立㆗國，但現在已經臨近破產

「 江南憶，最憶是杭州。 山寺㈪㆗尋桂子，郡亭
枕㆖看潮頭，何㈰更重遊？」

訂了一項協議，內容是兩國的飛
機船艦可以使用對方的機場港口
進行各種後勤業務。誰都看得出
來，印度可以利用美國軍事基地
進行補給的可能性非常小，而美
國卻可以利用印度的軍事設施圍
堵中國。並且，補給僅僅是第一
步，接下來它們就可以商談更廣
泛的軍事合作了。

網上流傳一個原本是由美國空
軍建立的智庫蘭德公司的研究報
告，題目是"想不可想像的事"。
它探討的問題是：如果中美兩國
交戰，後果如何？據報導，它
說，因為中國的既定國策是不首
先使用核武器，所以美國不使用
核武器，中國也不會使用核武
器，而兩國只使用常規武器的

話，美國會相當徹底地贏得一場局
部地區的常規戰爭。我們知道，環
路內有一群積極主戰的蛋頭們，整
天拿了錢作白日夢，就想讓中美兩
國大打一場。我們可以肯定地說，
這些人是在胡思亂想和胡說八道。
理由很簡單，美國的戰略思想是：
當它要介入戰爭時，它的軍事力量
必須遠比對手優越，武器必須比對
方先進個一代到兩代。跟中國打
仗，它雖然處於優勢地位，但是未
知數太多，沒有必然制勝的把握，
也未必一定能把戰爭控制在常規戰
爭和局部戰爭的框架內，所以它不
會打。中國方面呢？中國認為時間
是在它哪邊，所以沒有理由現在就
跟美國大打出手。因此，今後中美
兩國的關係仍然是和而不黨，爭而
不破。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Significance of G20 Following The Meeting in Hangzhou,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