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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最大貢獻 面臨失去風險

從而讓川普相信習近平對談判是

有誠意的。

在習近平看來，這很可能就是

劉鶴的 大成功之處。設想一下，

如果是一名習對立陣營的官員去

談判的話，在美方面前吹吹另一

種風，那麼川普現在對習近平的態

度，很可能就會不一樣。比如把孫

政才放出來，讓他去和美方談判，

這一年半下來，川普會對習近平是

何種態度就很難說了。

川普對習近平的態度，決定

了習近平多大程度上能保持與美

方妥協的選項，看來習近平並不

願意失去這一選項。

再離開談判桌有嚴重後果

劉鶴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

因為川普對習近平的善意並不是

無限度的。在 8 月 23 日，北京突

然宣布對 750 億美元的美國產品

加徵關稅後，川普在一天之內就

宣布對中國 5500 億美元的商品

加稅。他在當天的推文中並且有

把習近平視為敵人之意（who is 
our bigger enemy，Jay Powel or 
Chairman Xi?）。在當天另一條

推文中，他還責問習近平沒有兌

現禁止芬太尼毒品輸入美國的承

諾。川普並要求美國公司盡快撤

離中國，立即開始尋找替代中國

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劉鶴在 8 月

25 日再次打電話給美方，要求重

新回到談判桌，這顯然是得到了

習近平的授意，不可能是劉鶴的

個人行動。

劉鶴的關係修補暫時發揮了

作用。在北京先宣布暫停對 16 種

美國商品增加關稅後，川普 9 月

11 日發表推文宣布把對一部分中

國商品徵收新關稅的時間，從 10

儘管劉鶴主導貿易戰談判屢屢不順  但川普仍對習近平保持善意態度

劉鶴為習保留妥協選項

按照常理，在這種情況下，

中共副總理劉鶴作為中方主持貿

易談判的 高官員，至少應該被

認為是辦事不力。中共宣傳部門

此前已經有文章影射劉鶴賣國，

中共黨內也有攻擊劉鶴的聲音，

但卻沒有跡象表明習近平本人對

劉鶴有任何責備。

而且在今年北戴河會議結束

後，習近平突然出行甘肅，隨行

的中央大員中除了中辦主任丁薛

祥之外，就是劉鶴。習近平甘肅

之行和劉鶴主管的經濟方面並無

多大聯繫，劉鶴隨行就更突顯了

習近平對劉鶴的肯定態度。

在貿易戰一直失利的情況

下，習近平是在肯定劉鶴的哪一

點呢？

如果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上，

其實不難想到答案。北京在貿易

戰中反覆無常，忽冷忽熱，即使

在這樣的情況下，川普卻仍然沒

有把這怪罪於習近平個人，而是

幾乎一直稱習近平是好朋友，甚

至表揚習近平等，這裡面除了川

普看重大局的談判技巧之外，恐

怕也少不了劉鶴在歷次談判中或

明或暗傳遞給美方的一些信息，

月 1 日推遲到 15 日，並說明是來

自於劉鶴的要求。

川普隨後接受採訪時則表

示，推遲加稅是出於對習近平

的 尊 重（in honor of President 
Xi,we gave them a two-week 
reprieve.），又一次給了習近平面

子。儘管黨媒經常強硬威脅，但北

京並沒有敢在香港公開出動軍隊

鎮壓，也沒有敢和美國經濟硬脫

鉤，顯示習近平並不敢真的和美

國強硬攤牌。

在此前的貿易戰中，北京每

一次離開談判桌後，都導致了川

普增加關稅和外資企業的加速撤

離，然後北京又不得不再次回到

談判桌。這種模式已經重複了好

幾次。

對於 10 月分將舉行的第 13
輪美中貿易談判，如果北京仍只

是想用臨時協議之類的辦法來進

行拖延，拒絕結構性問題的話，

很可能將導致這種模式的重複。

貿易戰開始以來，川普在對

北京強硬的同時，也一直在伸手

善意邀請習近平共舞，但前提

是必須要踩著對雙方都公平的舞

步。習近平既不拒絕川普的邀請，

但同時卻被共產黨意識形態牽著

不放，就像在同時和兩個舞伴跳

舞，結果是舞步屢屢變形走樣，

兩邊不討好。

從 近北京在香港和貿易戰

上的軟化來看，習近平已經難以

再承受進一步升級的美中對抗。

劉鶴之前小心翼翼的維護了美方

對習近平的印象，但如果習近平

繼續腳踩兩隻船的話，劉鶴也終

將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看中國專欄作家夏聞】美中貿易

戰走到今天，已歷經了 12輪雙方
高級官員的會談，卻沒能達成任何

協議，北京不但沒有得到任何便

宜，而且對美出口產品已經被加了

幾輪關稅，大批海外企業正在將生

產線移出中國。

今年 4月 4日，川普在白宮會見副總理劉鶴。（Getty Images）

王滬寧第二任妻子險成間諜第三任保密
【看中國訊】中共現任常委

王滬寧有三任妻子，其第二任妻

子早年差一點被日本情報機構策

反，一度震驚中南海，而第三任

嫩妻則 為神秘。

王滬寧經歷三次婚姻，第一

任妻子是復旦大學的高材生周琪，

與王有同窗之誼。據香港《蘋果日

報》報導，周琪之父本身就是國安

部高官，周事業心重，兩人貌合

神離，王調入中南海後兩人秘密

離婚，沒有孩子。周琪現為中國

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第二任夫人是湖南女子肖佳

靈。她是王滬寧在復旦的學生，

1967 年生，小王滬寧 12 歲。二

人於 1998 年秘密結婚。

據港媒報導，婚後，肖佳靈

被派去日本東京大學做博士後研

究，不料被日本情報機構盯上，

準備策反。但此事被中共國安

部發現，報告北京才知道肖佳靈

是王滬寧的妻子，事件震驚中南

海，急令佳靈肖回國。

王、肖兩人終因聚少離多而

分道揚鑣。目前，肖佳靈為復旦

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

教授。

2014 年 5 月，當時年近六旬

的王滬寧，再一次傳出婚訊。不

過第三任王夫人身分卻一直絕對

保密，連中共內部人士也不是很

清楚。

後來有人曝光，王滬寧的第

三任妻子是名青島美女，1985 年

出生，比王滬寧小 30 歲。具體

姓名保密，據稱原是中央警衛局

服務處的服務員，她與王滬寧於

2014年 5月結婚，婚後深居簡出，

做了全職太太。

西路軍後代稱危機前所未有，需團結在習近平周圍。（Getty Images）

李源潮近露面
曾傳家中自殺

【看中國訊】據大陸微信

公號「旦秝智慧」9 月 15 日

報導，中共前國家副主席李

源潮於 14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

亮相，參加其老師孫芳烈去

世兩週年追思會並且發言。

李源潮生於 1950 年 11
月，被指背景複雜，具有「太

子黨」、「共青團」、「江蘇

幫」等多重色彩﹔另有報導

指，李源潮父親李干成與江澤

民的叔叔江上青關係密切，是

曾慶紅父親曾山的下屬。

李源潮早年在共青團系

統和中國文化部任要職，此

後主政江蘇。 2007 年李源

潮北上出任中組部部長，掌

握人事大權，同年躋身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十八

大後，李源潮連任政治局委

員，並改任中國國家副主席

一職。 2017 年中共十九大

上，時年 67 歲的李源潮未能

再次進入中共領導層序列。

而在 2018 年 3 月的中

共全國人大會議上，李源潮

「裸退」，其國家副主席職

務罕見由比他年長的王岐山

（1948 年 7 月生）接替。

香港《明報》曾援引京城

消息人士說，李源潮「裸退」

並不意味著平安落地，因為

高層的高壓態勢還將保持。

近年來李源潮的負面消

息不斷，特別是被指涉嫌與

令計劃搞「團團伙伙」。近

年來海外媒體不斷傳出李的

昔日下屬及其親屬涉貪，甚

至李本身也有受查的傳聞。

今年 6 月 25 日，海外社

交媒體曾熱傳李源潮在家中

自殺的消息，但隨即就有李

源潮閱讀 6 月 24 日版《人民

日報》的照片被傳出。

敏感時刻  西路軍後代聚北京挺習近平

祭拜西路軍是首次

香港《明報》報導，9 月 8 日，

中共建政元帥、前西路軍總指揮

徐向前之子、中共軍隊總裝科技

委員會副主任徐小岩中將，以及

數十名西路軍將士後代，在京舉

行「落實習總書記關於西路軍精

神的講話座談會」。

會上徐小岩稱，習近平親自

去給西路軍的將士們獻了花圈，

給肯定了他們的對中共的「歷史

功績」，是「極大的鼓勵、極大的

鞭策」。他還說中共現在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危機，需要團結在習

核心周圍。

據報導，參加座談會的西路

軍後代有西路軍 5 軍軍長董振

【看中國記者苗薇綜合報導】9月
8日，包括中共前西路軍總指揮徐
向前之子徐小岩中將在內的數十名

西路軍將士後代，在北京舉行座談

會，與會者表示要「團結在習核心

周圍」。大批中共紅色後代再次齊

聚，釋放重要信號。

堂之孫董乃煌，西路軍軍政委員

會委員、總供給部部長鄭義齋之

子鄭盟海，以及西路軍軍政委員

會主席、總政委陳昌浩之孫陳奇

文，西路軍副總指揮王樹聲之女

王宇紅，西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卓

然之子李延生，西路軍 30 軍政委

李先念之孫李威等。

今年「北戴河會議」一結束，

8 月 19 日習近平第一個亮相的地

點是甘肅敦煌莫高窟，次日則來

到張掖市高台縣，向西路軍死難

者獻花籃。

西路軍事件是中共黨史中的

特大冤案。當時毛澤東借西北回

民馬家軍彪悍騎兵殲滅 3 萬紅軍

精銳以除掉心腹大患張國燾，完

成了「借馬殺人」之計。張也在中

共黨內失勢，後張國燾投奔蔣介

石，徹底與中共決裂。多年來，

習近平是第一位祭拜西路軍的中

共總書記。

習近平面臨權力保衛戰

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此舉是

要向外界表示，他目前也處於類

似張國燾的地位，被黨內其他派

系「借美殺人」。

奇怪的是，陪同習近平考察

的中央官員是中央辦公廳主任丁

薛祥、副總理劉鶴、全國政協副

主席何立峰，都是習近平的親信

與浙閩舊部，他們與此次考察並

無關係。

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

荼，以及中美貿易戰膠著之際，

習近平於 9 月 2 日在中央黨校一

個開班儀式，一口氣講了數十次

「鬥爭」，外界認為，這個鬥爭的

指向據分析表面看是針對美國以

及香港事件，其實就是反映黨內

仍有權鬥。

旅美學者陳破空指，8 月 30
日的中共政治局會議無提「四個意

識」和「兩個維護」，亦無強調維

護習核心，相信反習近平陣營並未

消失；習近平在四中全會前大談「鬥

爭」，大有營造「延安整風」氣氛，

發動權力保衛戰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