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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蒲公英

美國優先政策損人不利己 一顆子彈
曾幾何時，美國總統拜

登上任之初，其聲勢大振，
如日中天。使前任總統特朗
普聲名塗地，望塵莫及，特
朗普雖然使出渾身之解數，
然而，回天乏術，並處處呈
現「不認輸」的手段，用卑

鄙的各種奧步想要扭轉乾坤，然而天意難
違，其聲望一撅不振，回天乏術。最後賠了
夫人又折兵，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反觀拜
登，新官上任三把火，對防疫控疫，以及種
苗之工作，做得有聲有色，深得民意，使美
國重振士氣。於是大展身手，務要繼其美帝
對全世界實施的霸權主義，並在國防方面，
不惜任何犧牲，花了大把的資金，發展國防
及大量的武器，如今更重軍駐紮東南海各地
區，在全世界有一百五十多個的軍事基地。
以我國菲律濱而言，大小基地已有四至五處
之多。為了杜絕中國在軍事、醫藥及經濟的
發展，想盡了辦法要置中國於死地而後快，
但是遇到中國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
坐懷不亂，水來土擋，胸有成竹，不甘寂
寞，以其盟友的貿易夥伴關係為難予修補。
其最新的法寶，是拜登政府繼續奉行「美國
工人優先」的貿易政策。包括拒加入CPTPP
等區域貿易協定，遲遲不肯取消英國及日本
鋼鐵關稅，以及推出電動汽車巨額稅收減
稅。

華府只關心其本國經濟利益的福祉，
已引發盟友不滿。有美國專家指出，若美國
繼續處於民族主義和極端的貿易模式中美要
回巢的目標將難以實現了。

究其實，其「工人階級優先」作為
「貿易優先的政策」是與「美國優先」的路
線互相衝突，並且矛盾。

據報稱，2020年大選之時約56%工會家

庭支持拜登，而42%工會家庭支持特朗普，
工會傾向於支持對進口產品徵收關稅以能夠
增加男內生產的「購買美國貨」政策。他們
還普遍反對貿易協定。認為這些協定會導致
美國工人工資下降及失業。為保住選民支
持，拜登的貿易政策僅關心本國的經濟利益
和福祉而已。

2015年3月特朗普政府根據（貿易擴展
法國家安全條件）對多國發出25%鋼鐵和
10%鋁進口關稅，直到去年十月，美國才與
歐盟達成協議，結束關稅爭議，但仍擱置與
其他的國家談判。

去年十月底，拜登政府提出的電動車
補貼計劃也惹惱貿易夥伴。法案提議由加入
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工人組裝
的電動稅收抵免額從7500美元提高至12500
美元。只有通用汽車、福特等美國傳統企業
才能享受這一優惠。於是日本、歐盟、加拿
大等廿五個國家或地區的大使發表聯合公開
信，批評法案違反國際貿易規則。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於2017年退
出「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而拜登政府於去年十一月拒絕日本
等盟友重返協定的邀請。原因是不願令大量
工作和商業機會外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佈明年初將建立
「印太經濟新框架」合作對像和實施規則都
要以美國為優先。

分析家認為，拜登推行以工人為中心
的政策，不但損害盟友的利益，也令本國貿
易地位和普通民眾受害。

拜登政策是迎合白人男性產業工作，
讓美國與盟友的關係惡化，也讓美國企業和
消費者面臨更高的進口商品成本。所以我們
可以看出，美國是得不償失，並非明智之
舉。

（一）
濤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浪

子，他的思維中除了標緻的
女人，還是女人。

他與他的情婦又將會產
下不知是男是女的娃娃。與
他的太太分了手，說是淨身

出門，也不為過，他父親辛苦掙下的家業，
他棄如敝履，只要身邊有花霍不完的錢，圖
個快活，也許這就是他的人生觀。他把父親
留下的事業交給他的前妻。他心中打著如意
算盤，只要不賭，玩女人玩得了多少。即使
花完了身邊的錢，還有不少他婚前父親留下
的不動產，到時變賣，也夠他花幾輩子的。
尤其是當下地皮以幾何數字在升值。這是他
心中的小九九。他把父親留下的事業交給前
妻，是最聰明的策略，橫豎從小他就被父母
溺愛慣了，對做生意沒興趣，享受人生才是
他的目標。

（二）
他很快與珍談妥條件，那一對兒子活

潑可愛，他看也沒看一眼，就離開了跟他生
活了五年的妻子與兒子。

去找他那已懷孕的小二。

（三）
珍，這堅強的小女人，眼眨也不眨一

下，她想開要下雨，娘要嫁人，是九頭牛也
拉不回的。走就走吧，她還有一個從小就很
要好的閨蜜，嫁了個很愛她的丈夫，只是家
境不大好，又生了好幾個孩子，二夫婦打
工，只由婆婆照顧孩子，還是捉襟見肘。遇
到過不去的坎，珍總是幫忙她。

珍的丈夫把偌大一份事業交給她，她
一個人忙不過來，僱用不熟的員工，又信不
過，就與她的閨蜜商量，到她公司幫手。二
個姊妹般的閨蜜，合作無間，公司也做得有
聲有色。

（四）
貪新厭舊的濤，離開了他的結髮妻子

及二個兒子，與他的小二生活在一起。
剛剛離開濤認為那是一個牢籠的家，

開始與身懷六甲的情婦過著雙飛雙宿的甜蜜
日子。

濤又開始在目色新的女人，家不是他
的歸宿，年青的心，又獵犬似地目色他的新
歡。開始還是吃過午飯才出門，後來午飯也
沒吃就跑出去了，要到三更半夜才回家，偶
爾還在外面過夜。他的女人問他去哪裏，他
總是愛理不理的，玩膩了，沒了新鮮感，搶
了人家的男人，最後搶手的男人也是守不住
的。

浪子嗎，總是這樣。什麼都拴不住他
的心，玩膩了，又找新的了。

他的情婦叫茉里沓，不是煙花女子是

個大學剛畢業的少女，入世不深，濤是靠著
哄女人的本領，追求得手的。

眼花就要分娩了，濤不審早出晚歸，
茉里沓只得請她的姊姊與她做伴。一直到產
下一個可愛的女娃娃。

茉里沓分娩時，濤在外面與女人鬼
混，可憐的少婦傷透了心。好東東在有她的
姊姊照顧。

濤又有了一個女嬰，他不以為然，心
中根本沒有家庭觀念，是個十足十的個人主
義，在他的人生觀裏只有享樂，追盡天下美
女。

（五）
茉里沓與姊姊商量了一夜，她下了決

心與濤分手，女兒也不留下給濤。
她這一決定正中下懷，橫豎茉里沓他

也玩厭了，現在正在追求一個有權有勢的大
富豪的姨太太。

好像與珍分手那樣，他把他們住了一
年多的豪華公寓給茉里沓，又給了她一筆鉅
款，濤又搬家了。

（六）
濤與新的女朋友打得火熱，那成熟的

少婦是個好像書上說的迷人的狐狸精，濤給
她迷得神魂顛倒。

其實濤也許正一步一步走向末路，走
向他自己挖的墳墓。

（七）
「你是誰？」濤接了一通手機電話。
「我是你的老同學，敏目前跟你打得

火熱的迷人的尤物，可要小心，她是大富豪
古律士先生的情婦，最好放棄她，現在分
手，出國躲一陣還來得及。」

「我們是你情我願，怕什麼，那古律
士先生有的是情婦，少一個，我想應該沒問
題的吧。」

「你就聽我一聲勸吧，老同學，迷人
的女人多的是，何必冒這種險，現在走還來
得及。」

「謝謝你的關心，我知道了。」
濤不以為然。

（八）
濤，收到了一包沒具名的包裹，包裝

得好像一份名貴的禮物。
濤打開了，裏麵包得扎扎實實地，一

層一層打開，最後一顆子彈在他的眼簾出
現。

他吸了一口涼氣，他很後悔沒聽老同
學的勸告，早日與那害人的狐狸精分手，也
許今天就不會收到那包東西。

（九）
濤陷入恐慌，後悔的深淵中，他不知

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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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說虎及其他
2022年2月1日，是中國

農曆壬寅年元月初一，按
十二生肖來分屬虎年。曆
書上說：虎年出生的人，
是「生命的戰士，不畏權
威，勇往直前。命中注定是
焦點人物。雖好勝，但顧

全大局；重感情，卻欠細心。成功不求自
來。」

虎，是獸中之王，勇猛無比。古代的
中國人對虎充滿敬畏，出土的青銅器上常
見虎紋，蓋其展現王者的權威；民間常畫
虎於門，或以虎形裝飾兒童（穿虎頭鞋，
戴虎頭帽），據說可以避邪驅鬼。虎虎生
風、虎嘯狼嚎、龍騰虎躍、虎視眈眈、龍
爭虎鬥是人們形容老虎的常用詞。

很遺憾，今時今日，真正的野生老
虎，我們只能從電視節目裏或書本上去觀
賞，動物園裏的老虎已近乎「病貓」。

讓我們共同來欣賞一下中國的小說，
是如何描繪老虎的？

明代馮夢龍在《大樹坡義虎送親》一
文中這樣描寫道：「行産多平，忽聞虎嘯
之聲。遙見前山之上，雙燈冉冉。細視，
乃一隻黃斑吊晴白額老虎。那兩個紅燈，
虎之晴也。……那虎大嘯一聲，跳而藏
影。」

清朝劉鶚在《老殘遊記》中云：「說
時遲，那時快；只見西邊嶺上月光之下，
竄上一個物件來，到嶺上，又鳴的一聲。
只見把身子往下一縱，已經到了西澗邊
了，又是鳴的一聲。這裏的人，又是冷，
又是怕，止不住格格價亂抖，還用眼睛看
那虎。

那虎既到西澗，卻立住了腳，眼睛
映著月光，灼亮灼亮，並不朝著驢子看，
卻對著這幾個人，又鳴的一聲，將身子一
縮，對著這邊撲來了！這時候山裏本來無
風，卻聽樹梢上呼呼地響，樹上殘葉簌簌
落地，人面上冷氣棱棱地割。這幾個人早
已嚇得魂飛魄散！」

現代作家曲波的《林梅雪源》亦有不
凡的描繪：「這時馬又一次地驚恐嘶叫起
來，拼命地掙了兩下繮繩，但沒有掙脫。
接著它四腳彎彎，抖顫得站不住了，看看

就要絕望倒下去。楊子榮一陣驚奇，口中
嘟嚕到：‘媽的，什麽東西，這麽大威
風，把匹活龍駒都給嚇癱了！’他還沒來
得及回頭，突然一聲巨吼，灌木叢中撲出
一隻大的東北虎，張著利牙，豎著尾巴，
一沖一沖地向馬撲來。虎尾掃擊著灌木
叢，刷刷亂響，震得雪粉四濺。馬被嚇得
不刨也不踢了，垂著頭兩眼花盯著撲來的
惡敵，雙鼻子裏發出低沉的哀鳴。」

明末清初的施耐庵最愛寫打虎，《水
滸傳》中即有：解珍、解寶登州山上獵
虎，李逵在沂冷一人殺四虎，景陽崗武松
打虎。其中的「武松打虎」一節，膾炙人
口，後世更把它編成戲劇，拍成電影和電
視連續劇。我們不妨來看看施耐庵先生在
《水滸傳》第二十三回中，是怎樣描寫
的——「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
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
隻吊晴白額大蟲來。……那大蟲又饑又
渴，把兩爪在地上略按一按，和身上望
上一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
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
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
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
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
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了
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崗
也動，把這鐵棒也似的虎尾倒豎起來只一
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

《武松打虎》一節，不僅寫得優美，
它還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面對兇惡的
敵人，絕不能畏懼、動搖和退讓，而應當
針鋒相對，堅決鬥爭，戰而勝之。

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
文中就提及「武松打虎」，並說：「在野
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
學景陽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崗
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
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
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揮別舊歲。面對當今的世界新局勢和
中、美的嚴峻的博弈，重溫「武松打虎」
一節，倍含意義。

毛澤東主席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
老虎！」

王承天

新歲感譜二題
（一）新年感譜（新韻）

丑歲何堪說事因，凝思回望幾揪心。
滄桑難令乾天老，日月能為大地春。
故國圖強新氣象，南瀛歷劫未沉淪。
相期風虎瘟妖滅，塵宇清平樂兆民。

（二）歲未寄懷（新韻）

牛年將盡入壬寅，定有怡人氣象新。
百載征程開盛紀，千秋偉業酹英魂。
神舟乘赴瑤池宴，玉液帶來好友斟。
驅疫抗災欣妙策，喜逢冬奧北京申。

老油條

中國食品給歐美立矩規
中華民族是一個能吃

苦耐勞，明白自己沒有力量
時，他會默默吞下淚水，忍
受種種對他的屈辱。臥薪嘗
膽，埋首苦幹，創造出人頭
地的奇跡。在短短20年中國
人趕上了西方世界，奇跡般

地給數億居住農村中國人脫貧走上小康，攀
登為世界脫貧的典範……。中國的農村和城
市一片欣欣向榮，城市農村的富裕簡接塑造
了有力的龐大市埸購買力……。現如今疫情
衝擊世界各角落，風聲鶴淚經濟衰退的哀
號，吹響了世界各地，卻唯有中國這個龐大
的市場一支獨秀，因此引來西方世界和美日
的嫉妒和焦慮……。

中國在2001年十二月十一日正式成為世
界貿易組織（WTO）第143名的成員。西方
世界和美國本想將中國拉進世貿組織給他立
規矩，讓中國經濟和產品樣樣綑綁掌控在他
們的手心裏。加入世貿的初期，中國剛從一
窮二白的醬缸走向世界，默默無聞認命勤勞
的中國人，沒有怨天尤人，沒有失志氣餒，
帶著他袍袱遠離妻兒，用他的血汗和淚水，
被譏諷為世界工廠打工餬口的中國人。埋首
勤勞聰明學習的中國人，20年後終於找到了
一條屬於自己創業振興國家的道路。

加入世貿20年來，儘管我們受到西方
和美國多方不公對待和制裁，中國人沒有被
嚇倒，面對種種挑戰陰謀的陷阱，中國人沒
有投降而是遵行世貿規定，沉默地扛起他
的睿智勇敢奮戰到底……。睜眼今天西方世
界和美日都已跌進經濟衰退深淵，貧富的懸
殊拉大，物價日漸高漲，潦倒西方國家和美
國街頭失業流浪漢比比皆是，治安不靖的美
國已不再是人間仙境，當年響往美國人間天
堂生活的中國人，後悔放棄中國國籍為時已
晚……。中國人在世貿組織的規範內，用他
們勤勞聰明的雙手和智慧創造超越西方世界
崛起的奇跡，有什麼不對嗎？

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使大部分中國

人民排脫貧困，笑顏眼開手中握著每年滿意
收入農村老百姓，當下過著幸福小康生活，
使他們「不忘初心」牢記昔日一路走過的艱
難歲月，感謝中國共產黨。14億充滿強勁購
買力的龐大市場，中國海關為了維護中國人
民生活上食品安全，終於規定在2022年1月1
日制定實施進口食品的新規律。

第一，從今年1月1日起所有進口境外
食品生產企業必須經過海關總署註冊。

第二，所有進口食品的包裝和標籤，
標識要符合中國法律法規和食品安全國家標
準，同時要依法附有中文說明書。進口鮮凍
肉類產品，進口水產品內外包裝上還當有牢
固，清晰易分辨的中英文或中文和出國家及
地區的文字標識。另外進口保健食品，特殊
膳食，果凍，植物油與嬰兒食品等，以及還
需用食品的中文標籤印製在最小的銷售包裝
上，不能加貼等等。換句話說，未來外國食
品企業的全部領域，不僅需要在中國海關進
行申報註冊，其在將食品進口到中國時還必
須在內外食品包裝上用中文進行標注，並註
明中國消費者所關心的生產批號，日期等內
容。

過去中國要將中國商品出口到國外，
需要遵守很多國際上的標準，美國有美國的
標準，日本有日本的標準，歐盟有歐盟的標
準。為想賺幾仙國外錢和使商品順利過關，
中國出口商和企業廠商不得想盡辦法去附合
國外進口國的條件……。沒想到這幾年來中
國人民的銀包和廠龐大的消費市埸，進口了
極大的國外食品，這次中國的新規頒佈後，
歐盟，日本和美國等不少國家就忙為此事
表示了反對，並要求暫緩食品新規的實施時
間。此舉中國海關將有效食品安全與附合衛
生管理系統……。

對於美國、歐盟、瑞士、加拿大、澳
洲和日本，中國只有一句話，想來賺中國人
的錢，必須遵照中國所定的新規，一天也不
能延期……。

稿於2022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