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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自我改革為一個正常的，符合

普世價值的政權。中共不倒臺，美

國就無法徹底根絕這個威脅。下一

代成長起來的中國人也不會改變，

他是代代相傳的，試看中國海外的

留學生就知道了。他們來到西方，

可是骨子裡並未學習到多少西方人

的價值觀。他們是把共產黨的思想

文化傳播出去，就在他們所待的國

家中，散發著中共的邪毒，反西方

文明。

所以，不能寄望中國人自行

改變。彭斯副總統演講中提到的

中共之惡形惡狀，絕不會根本上

變好，中共或許會因為國際上的

制裁而收斂一時，但是斬草不除

根，畢竟春風吹又生，時空環境

一變，中共又將再起波瀾。六四

事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

中共躲過風頭，隨即帶來的禍害

更大。百多年前的英國人就明白：

只有狠狠的教訓中國人，他們才

會怕，才會遵守規矩。如今也一

樣，要讓中國人學會文明社會的

規矩，只有狠狠的教訓他們，留

一點餘地都不行。只有用力量去壓

筆者認為，彭斯的演說充滿對

於中國人民的善意，對於中華文化

的尊敬，以及對於美中未來的和平

祈願。個人以為，彭斯已經大致勾

勒出美國各界對於中國的看法，這

將是未來幾十年間，美中關係的定

海神針！

不過，彭斯也表明，美國及領

導人們針對「僅憑經濟參與就能將

共產主義中國，從獨裁國家轉變為

尊重私有產權、法治和國際商業規

則的自由開放社會」，不會再寄予

期望。

彭斯的演說開宗明義的定調

在「美中關係」。他說：「自本屆

政府執政之初，川普總統就決心將

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坦率、公平和

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他所說的

『一個更加公正、安全與和平的世

界』」。

相較於上次的演說，彭斯這次

較多的強調「價值觀」。他提到，

美國的角色是自由世界的捍衛者，

並且表明：「沒有人，特別是國

家，能夠通過放棄他們的價值觀來

捍衛自己的利益」。

至於美國的價值觀為何？彭斯

說：「美國人相信，所有男女生而

平等，造物主賦予我們若干不可剝

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的權利，沒有甚麼將會改變這些信

仰，這是我們的特性，我們將永遠

保持這樣的特性。」

彭斯的演說，立基在價值觀上

說話。他指出中共的問題，就在中

共蔑視美國人所深信不疑、不可動

搖的價值觀之上。我們看看美國人

的價值觀，體現出來的並不是「仇

視中國人」，而是寬容與善意。誠

如彭斯最後的祈願：「在神的恩典

下，美國和中國將共同迎接這樣的

未來。」

筆者覺得，彭斯展現出的是

泱泱大國的氣度。他提到的「神的

恩典」，這正是中美雙方的差異之 
所在。

當代的中國是馬列思想的產

物，不是真正的中國。更甚言之，

真正的中國是被現今篡政的中國共

產黨給消滅了。彭斯副總統雖然有

如此善願，可是只要中共存在一

天，中國人和美國人就不可能有未

來。因為，共產黨是唯物論者，無

神論者，就在基本價值上，雙方是

南轅北轍。中共信奉的是階級鬥爭

論，無時無刻不在鬥爭，對外要鬥

倒美帝，對內要鬥倒人民，這個鬥

爭的思想，決定了中共和美國只

有「鬥爭」關係，沒有和平共存的 
可能。

也就是，中共不可能自行變

好，放棄對美國等國家的偷竊與蠶

美國副總統彭斯10月4日在華盛頓
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就美中關係發

表重要演說。這次是彭斯一年來第

二次發表這樣的講話，主題涉及新

疆人的處境、宗教自由、香港問

題，當然還表態支持臺灣。彭斯還

批評了大公司對中國利益低頭的態

度，涵蓋面很廣。

制，因為中國人不會被道理說服。

那麼，該如何處理中共呢？歷

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對付中共，只

有拿出巨大的力量去壓制他，這還

不夠，要讓其解體，就像前蘇聯那

樣，用各種方式促使其解體。只有

那個邪惡的黨組織不存在了，中國

人才可能慢慢醒過來，中國人才有

被重新教育為文明人的可能。

這還不夠。中國的醫學有一

個原則，就是去邪，還得扶正，把

邪惡的除去了，還得把正義的扶上

位。中華文明自有一套內裡的文明

系統，綿延幾千年。這個文明體系

被中共給斬斷了，從其篡政以來，

歷經多次運動與文革，共產黨就是

在迫害中國人中，把真正的中華神

傳文明給迫害沒了。這個文明系

統，從上古以來融合了道家與儒

家，後來融合了佛教，中國歷朝歷

代都不敢脫離這個文明體系。其最

強盛時，亞洲國家都是在這個文化

圈之內，從文字、服裝、信仰等方

方面面，中國為主庭的神傳文化模

塑了近古以前的文化圈，這才是中

華文明的粗略。

事實上，中華文明雖然和近

代西方的文明迥異，但是根子上都

是有神的信仰的。西方聖人和東方

聖人其心同，其理同。如果中國人

揚棄共產黨，走回他們傳統的文化

中去，那時中國人勢將發生一次文

明的復興。這個時候，美國政府所

祈願的中美友好就會降臨。因為中

國古文化是講天地人合一的，不是

矛盾與鬥爭的。要按照中華文化最

深奧精微的一面來說，就是讓人民

修其心開始，從做一個好人開始。

政府之組成是賢人政治，由賢人出

任國家官員，甚至皇帝自己也接受

文化之薰陶，就好像柏拉圖主張

的「哲學家皇帝」一樣，皇帝有大

德，這才是天下人之福。這樣的中

國才能好好和西方國家坐下來，不

違約背諾，不出爾反爾。

彭斯提到臺灣「是中華文化和

民主的燈塔」；「美國始終相信，

臺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中國人

民展示更好的道路」。

筆者認為，這才是美中關係

的一劑良方。臺灣的確是揉和中西

文化最成功的地區，經濟上主要採

行自由經濟體制，政治上已經是民

主法治國家，可是文化上，臺灣還

保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框架，也許是

蔣經國總統以來，為了對抗共匪，

中華民國政府致力於建設臺灣為一

個「三民主義模範省」的地方。如

今，臺灣比起中國來說，其實更能

代表傳統中國的文化內涵。

如今彭斯副總統提及臺灣的

意義，這也揭示了一個對於所有中

國人有建設的方向。本人多次提

過，中華民國政府才是真正正統的

中國合法政府，隨著共產黨的權力

鬥爭，經濟上的惡化與失衡，其黨

已經瀕臨滅亡了。中華民國是所有

中國人的一個選擇，讓中華民國

政府復國於中國大陸，這對於東

亞局勢是一個最安全的軟著陸的 
方式。

美國政府僅管對中共強硬。我

們祈願的恩典降臨，祈願中美和平

到來，其中沒有共產黨這個無神論

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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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斯談中美關係直指價值觀

若武力解決香港問題 外匯危機就在眼前
世人矚目的香港「反送中」運

動仍在持續，與此同時，一直有中

共強硬派要求實施更嚴厲措施，甚

至派軍隊「平暴」。但日前中共智

囊指出，香港問題不能用武力解

決，一旦出現更大的衝擊，外匯供

給出現問題，中國整個資金供給就

會出問題。這應該如何解讀？中國

一直號稱外匯儲備 3 萬億美元，真

正能動用的到底有多少？

用武力解決香港問題 
將影響內地外匯供給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傑在一個論壇

上發表演講，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

進行預估。值得注意的是，魏傑

曾任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局科研所所

長，被視為中央領導智囊之一。

魏傑說：「有人說，香港再鬧

下去，我們的人過去，用武力 2 個

小時就能解決問題，我認為不能動

用這個辦法，因為會影響到我們的

外匯供給。我們現在找不到一個能

代替香港地位的機構，不管是深圳

還是上海，短期內它們都不可能代

替香港的作用。」

魏傑強調，一定要想辦法穩住

外匯供給，九月分的數據顯示，

現在外匯儲備量只有 3.09 萬億美

金，已經從 3.1 萬億降到了 3.09
萬億，大家理解這一點是很重要

的。如果外匯供給能穩住的話，資

金供給就不會出太大的問題，所以

一定要穩住匯率。

魏傑的演講可以理解為，香

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對國家

的戰略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如果香

港出現更大的衝擊，連鎖效應下，

將會為內地金融系統帶來災難性 
影響。

可用外匯僅幾千億 
明年又臨還債高峰期

在演講中，魏傑提出的口號是：

「活下去！就是未來！」

他表示，明年是中國的還債高

峰期，必須要保障資金供給正常，

否則就會發生大量的債務危機，進

而導致金融危機。要保證資金供

給，就要調整去槓桿政策和貨幣政

策，也必須穩定股市、穩住匯率、

穩定外匯秩序和金融秩序。

在提到穩住匯率時，魏傑表

示，如果本幣穩不住，資金供給就

穩不住。要穩住匯率，一個是穩

住外匯需求，包括限制企業海外

併購、個人海外投資以及「一帶一

路」投資。現在一般性質的「一帶

一路」項目，都不給外匯，而是用

人民幣投資。

要穩住匯率，還有一個是穩住

外匯供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外匯

儲備。外匯供給的來源主要有三個

方面：一個是自己賺的錢，一個是

借來的錢，還有一個是外資投入中

國的錢。

魏傑表示，根據他的計算，

這三種錢裡面，當局實際上真正能

動用的錢，只有幾千億美元左右。

外匯供給一旦出現波動，就必然

影響到本幣，影響到國內的資金 
供給。

他還特別提到，香港問題影響

到借錢和外資兩部分的外匯供給。

香港是人民幣的海外結算中心，中

共借錢和各種資本運作都和香港 
有關。

中國的外匯儲備成色如何

外匯儲備，是指一國政府所持

有的國際儲蓄資產中的外匯部分，

即一國政府保有的以外幣表示的債

權；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

組成部分。中國超過 3 萬億美元

的外匯儲備，聽上去頗為寬裕。

那麼，中國的外匯儲備成色到底 
如何？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的 3 萬

億外匯儲備資產，主要包括 1.1 萬

億的美國國債，8000 億左右的中

金公司投資資產，1000 億左右的

黃金，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

出口銀行以及亞洲投資銀行等手中

持有的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的

外匯資金，這部分總計達到 1 萬

億左右，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外匯 
儲備。

海外業內人士分析稱，中共可

動用的外匯儲備恐怕幾乎為零。首

先，60% 的外債為風險很高的短期

外債；其次，還有 1 萬多億美元是

外資企業 30 年在中國大陸投資的

本金和利潤，這也是不能動的。再

者，中共對外大撒幣，援助非洲、

南美數千億美元；還有「一帶一路」

貸出去的美元，這些錢基本上是有

去無回的。

中共外債高達2萬億
今年 9 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

局公布最新數據，截至 6 月末，全

口徑外債餘額升至 19980 億美元

（不包括香港、澳門對外負債）。

從期限結構看，中長期外債

餘額為 7836 億美元，占 39%；短

期外債餘額為 12144 億美元，占

61%。短期外債餘額中，與貿易有

關的信貸占 42%。

日本大和證券估計，如果計算

官方未列入計算的項目，中共外債

可能高達 3 萬億至 3.5 萬億美元。

彭博新聞社此前亦報導稱，

中共外債超過 60% 為短期外債，

今明兩年將是中共還債的高峰年，

為還債，中共恐怕得「削減外匯儲

備，使人民幣貶值」。

香港資金外流正在加速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大陸有近

70% 的外資融資來自香港，有近

50% 的海外投資來自香港，香港在

中國大陸獲取外匯資金方面具有著

決定性的作用。

然而，香港資金正在高速外流。

據彭博新聞社報導，美國知名

對沖基金大鱷、海曼資本創辦人巴

斯近期表示，香港經濟面臨嚴重衰

文∣李若蘭、金唐 退，流動性正在乾涸，香港的外匯

儲備在 9 月和 10 月惡化，接下來

的 12 個月至 18 個月，將有顯著的

資金及投資流失。

另據路透社報導，高盛分析

師在 9 月 30 日的報告中表示，最

新跡象顯示，8 月香港本幣存款出

現淨流出，而新加坡外幣存款淨流

入，表明有 30 億美元至 40 億美

元存款從香港流出。

中國大陸前9個月 
流出資金達890億美元

據《自由時報》引述《南華早

報》的消息，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

首席經濟學家埃雷羅表示，雖然中

共當局加強了對保險、貿易公司等

的審查，令中國今年的資本外流量

和 2015 年相比顯得較低，但是這

依舊沒有阻止外國投資者的撤資 
行動。

法國外貿銀行認為，中國大

陸 1—9 月流出的資金總額達到了

890 億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大陸資金

外流主要是市場認為人民幣還會繼

續貶值，而中共在貿易戰開始以後

默許人民幣貶值，以抵消美國加徵

的關稅，加劇了市場看貶人民幣。

顯而易見，對比中國目前實際

可動用的外匯儲備與其龐大得多的

外債，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是遠遠

不夠的；再加上資金正在從香港、

中國大陸大規模加速撤出，中國的

外匯危機就近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