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若美國今天尚像往日般聲勢赫赫，它定會登高一呼，與其盟友及多邊

組織通力合作，協調應付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全球大流

行的策略。但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的「美國優先」主張，致使美國

實質上捨棄了其國際領導地位。特朗普政府既對疫情疏於防範，應對又進退

失據，只一再重複疫情受控的言論，以為美國會奇迹地化險為夷，令美國變

成這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風眼。相較於其他國家，美國政府不但保護國

民不力，更耗費大量精力指責世界衞生組織（WHO）及中國，而非致力於合縱

連橫，與盟友及國際組織齊心對抗共同敵人。美國對疫情的反應自相矛盾、

反覆不一，引來批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對策姍姍來遲、自我中心、混亂無章， 

且沒有對症下藥，標誌着美國國力衰頹，「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基本假設」1。

相較之下，雖然中國最初隱瞞疫情，並且打壓那些得悉這種新型病毒之

危險而示警的人，但及後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迅速遏制疫情，展現出中

國政府的強大實力。中國在脫離危機後，情況遠勝於許多其他國家，政府隨

後展開宣傳攻勢，推廣中國政治制度之優越，宣揚它對別國的援助，包括運

送醫療物資及分享抗疫經驗。與此同時，中國外交官的態度愈益強硬，猛烈

反擊那些將疫情歸咎中國的批評，斥之為對中國的誣衊。

有觀察家推測美國不願擔當領導地位，讓中國得以乘虛而入2。據兩位

知名的美國政策分析家闡釋，「蘇伊士時刻」（Suez moment）標誌了英國喪失統

領全球的大國地位，而美國現正遇上另一個「蘇伊士時刻」。北京乘着美國失

算造就的時機，迅速靈活地填補空缺，躍升為對抗疫情的全球領袖3。

故此，中國的外交攻勢使人產生一個疑問：中國是否準備好填補特朗普

政府遺留的缺口，接替美國成為世界領袖？本文認為，實行威權統治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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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憑其不受約束的權力，得以採取嚴厲措施遏止新冠病毒傳播，但中國的

外交攻勢實旨在轉移國民和世人的視線，使國內外不再注視中國早期應對新

冠疫情的失誤，重振它在國內的統治合法性。中國並沒有取美國而代之，成

為全世界能信賴和指望的領袖；而中美角力更阻礙了國際合力對抗這場疫症

大流行，可謂雪上加霜。

一　化危機為外交契機

人們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預計這是中國版的切爾諾貝爾事件，並會在

中美緊張關係升溫之際，帶來極其有利華府的地緣政治影響，因而甚至會成

為中國共產黨政權倒台之始4。

中國政府的行動最初雖然有所耽擱，但當意識到這種新型病毒禍患堪

憂、威脅巨大，便立時進入危機處理模式。當局於2020年1月23日雷厲風行

地封鎖人口逾一千一百萬的疫情重災區武漢，及後更將措施擴及全國十四億

人口。公共交通、旅遊景點、休閒設施、工廠、商店、銀行、學校均大規模

關閉，道路限行，民眾被指令留在家中。武漢於十天內建成了兩所合共容納

2,300張病牀的方艙醫院。政府要求人民佩戴口罩，並下令工廠全速運作，每

日生產的口罩數以百萬計5。

政府在媒體上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又在街頭懸掛巨型橫額，呼籲大眾保

持衞生及遵守規定，並且採取嚴格的管制措施，包括由居民擔任社區糾察，

互相監督和舉報違規行為。政府利用大數據和監控技術追蹤病毒感染者，到

處設立測量體溫的檢查站。在這個私隱受限的高科技國家，國民會依據其醫

療史，以及與確診者接觸或到訪過高危地方的行蹤記錄，獲分配不同級別的

「健康碼」；而許多場所須先驗證健康碼方可進入，藉此阻截病毒傳播6。

這些措施的規模和實施速度在歷史上前所未見，證明中國政府在面臨危

機之時，擁有不受掣肘、可任意調動大量資源的權力。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2年執政以後加強中央集權，令政府具備雄厚實力，得以採取積極強硬的

手段。這些嚴厲措施的成效一如預期。中國於2020年3月18日宣布再沒有新

增本土病例，並於4月7日宣布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歸零。連續封城七十六天的

武漢在4月8日終告解封，對於一些批評其威權措施逾分過火的人而言，這猶

如一記含蓄的反擊。

WHO考察團於2月底到訪中國，其報告指「中國為遏止這種新型呼吸道 

病原體迅速傳播而採取的果敢手段，已改變了這種致命流行病快速蔓延的走

向」，中國以獨特和史無前例的公共衞生應對措施，扭轉確診病例的升勢7。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一篇文章亦指：「中國國民處理2019新冠病毒爆

發的舉措，值得認同及尊敬。科學家成功及早辨認病毒，興建醫院，醫護人

員竭力奉獻，以及為阻遏傳播而採取的措施，都值得人們讚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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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勝出這場遏止新冠肺炎的艱鉅戰役後，疫情隨即於歐美肆虐。中

國遂把握機會發動外交攻勢，將自己塑造為慷慨且盡責的國際成員，講述中

國故事。為彰顯其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中國開始運送口罩、保護衣及檢測試

劑，甚至派遣醫生到部分疫情嚴重的國家。這些舉動是中國整體外交攻勢的

一部分，旨在改善中共在國際和國內的形象，尤其是後者。中國企業家馬雲

的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帶頭在世界各地分發免費口罩；掌控全球大多數醫療

供應鏈的中國政府，向全球逾百個國家派出醫療團隊和運送物資。

部分窮於應付疫病爆發的國家領導人欣然接納中國的援助。西班牙首相

桑切斯（Pedro Sanchez）誇獎中國，稱西班牙會汲取中國的防疫經驗。塞爾維

亞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 ）的讚美則最引人注目，他在宣布國家進入緊

急狀態的電視講話中，稱中國為「唯一能施予援手的國家」。據《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報導，墨西哥外交部長埃布拉德（Marcelo Ebrard）在推特 

（Twitter）寫道：「謝謝中國！！！」，並附有一架飛機的照片，機上運載着中國

捐贈的十萬個口罩、五萬套檢測試劑組及五部呼吸機。中國煞費心思傳達的

信息，更強化了其戰略優勢。阿根廷外交部長索拉（Felipe Solá）在收到大批該

國亟需的口罩、手套和保護衣後大力稱許中國。這些物資箱上除了印有醒目

的中國和阿根廷國旗，還有引自詩人埃爾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廣受傳誦的

詩歌《高楚人馬丁．菲耶羅》（El Gaucho Martín Fierro）中頌揚手足情誼的西班

牙文詩句9。

中國媒體盡責地報導每次送運，一位觀察家描述了中國救援物資抵達外

國機場時，當地悉心安排的鋪張場面：飛機降落後，受助國的要員隨即步出

迎接，身穿防護裝備的中國專家以幹練的姿態現身，眾人紛紛向其稱謝和表

示寬慰bk。意大利曾是新冠疫情最嚴峻的歐洲國家，而中國外交部不斷誇耀

中意合作，似乎意大利是有助北京扭轉乾坤、擴大其影響力的潛在戰場。

這種在新冠疫情期間出現的外交攻勢，屬「戰狼外交」的一環。中國外交

官向來以低調而不張揚見稱，現在則被稱為執行戰狼外交的「戰狼」。這稱呼

源自2018年的中國電影《戰狼》，劇情講述中國特種兵擊敗了西方勢力掌控的

僱傭兵，成為捍衞國家海外利益的民族英雄。近年來中國外交官不再講究外

交規矩禮儀，爭相向外國競爭對手展現強硬態度、出言不遜，並且咄咄逼人

和不留情面。中國外交部把外交視同戰爭，被稱為「戰狼外交部」。

當中國爆發的疫情及中國政府的應對令世界各國看在眼內既驚心動魄又

深為歎服之際，不久前才被華府告誡的北京，擺出「要不與我們為伍，要不與

我們為敵」的姿態，且看諸國是敵是友，令事態升溫，變得難以轉圜bl。因言

辭辛辣強悍而知名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公開提出陰謀論，直指美軍於參加

2019年10月的武漢世界軍人運動會時將病毒帶到中國，以此轉移對中國早期

應對疫情不力的指責，以及反駁西方稱病毒源於中國的指控bm。這個沒有實

證的主張得到中國傳媒支持，而在受嚴格管控的中國網絡上，那些被廣泛使

用的社交媒體尤其推波助瀾。官方媒體將這個陰謀論推演，呼籲調查美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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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疫情爆發的角色。處於火線之上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眼見這個互相

指責的做法會損害中美關係，故在2020年3月23日的美國電視訪問中指出追

溯病源是科學家的工作，「而不是由外交官或者記者來進行揣測的」bn。其後

那些陰謀論才從中國官方言論中暫時消失。

然而，崔天凱沉着理性的言論並未消弭中國媒體的持續揣測。如論者所

言：「許多中國人認為西方媒體所呈現的中國形象極度偏頗，時常帶有意識形態 

及種族主義色彩。戰狼外交是中國政府試圖掌控中國論述的策略之一。」bo正

如《環球時報》社論指出，鑒於摩擦加劇，北京必須繼續加強對華盛頓的反制

措施，由被動回應轉為主動出擊bp。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 Pompeo） 

稱新冠病毒為「武漢病毒」，中國媒體則還以顏色，稱蓬佩奧為「人類公敵」，

這場口水戰加劇了中美的地緣政治角力，並令兩國關係更趨緊張。中國疫情

穩定下來後，派駐全球各地的中國外交官紛紛於國際報章撰寫評論文章，讚

揚北京替其他國家爭取抗疫時間所作的犧牲，但對疫情爆發的肇因卻避而不

談；又指出美國應對疫情失敗，並把美國進退維谷的亂象與他們眼中成功遏

止疫情、一枝獨秀的中國作比較bq。

當世界對中國側目而視之際，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則派出其外交官，發動

全面的「話語權」爭奪戰，反指美國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批評實屬污衊，並維

護中國身為世界強國的特權。巴西總統的兒子及教育部長指北京試圖透過操

控防護裝備的供應來「支配世界」，中國外交官遂公開與二人爭辯。外交官亦

與質疑中國疫情數據準確度的伊朗衞生部發言人口角，並對批評中國抗疫措

施的斯里蘭卡商人加以抨擊br。對於認為中國隱瞞數據和左右WHO的指控，

以及促請中國道歉及賠償的要求，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斥之為源於偏見與無

知的「政治病毒」。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競業則公開威脅道，儘管坎培拉多年來

致力與北京建立友好關係，但若然澳洲堅持調查新冠病毒源頭，中國將抵制

澳洲貨品。在澳洲當局呼籲調查新冠病毒的源頭後，中國隨即對澳洲實施進

口限制，並呼籲國民勿到當地旅遊。

外交部長王毅於2020年5月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上一展其

鬥爭精神，指責「政治病毒」隨同新冠病毒在美國擴散，直斥美國政客「利用一

切機會」攻擊中國，要中國成為替罪羊，承擔美國處理危機失策而招致的巨禍。 

他亦捍衞戰狼外交，指中國人「從來不會主動欺凌別人，但同時，中國人是有

原則、有骨氣的。對於蓄意的中傷，我們一定會作出有力回擊，堅決捍衞國

家的榮譽和民族尊嚴。對於無端的抹黑，我們一定會擺明事實真相，堅決維

護公平正義和人類良知」bs。

《環球時報》社論將中國戰狼外交的出現，歸因於中國國力上升和中國的

外部環境變化。在中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之際，西方卻在走下坡，許多惴惴

不安的西方國家無理指控中國，而中國必須抵擋它們的肆意批評，故中國外

交官須訴諸戰狼外交，變得日益驍悍好鬥。社論聲稱：「中國順服唯諾的日子

已一去不復返。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需要毫不含糊地捍衞國家利益。在西

方外交官落魄失勢之際，他們將嚐到中國戰狼外交的滋味。」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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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揚中國勝利，對照美國失敗

習近平趁此時機向中國官員發出指示，要他們「佔據主動，有效影響國 

際輿論，講好中國抗擊疫情故事，展現中國人民團結一心、同舟共濟的精神

風貌」ck。

中國除了成為強大的經濟體，亦成功遏止新冠肺炎傳播，展現中國威權制 

度較西方民主政制優越，能迅速部署和動員大量資源，並在面對危難時能作出

艱難但必要的犧牲。中國的統一領導使人民集體服從、綱紀嚴明及尊重人命，

評論指其憑着「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令行禁止高效協同」的組織優 

勢，卓越地協調資源分配、人員統合和落實措施，做到全國上下「一盤棋」cl。

許多中國學者加入這場政治宣傳攻勢，復旦大學的吳心伯認為，國家制

度是民主抑或專政並不重要，治理能力才是關鍵。中國在抗擊新冠疫情時打

了場漂亮的翻身仗，顯示了身為負責任大國的卓越治理能力。以往世界對中國 

的正面印象多因為其經濟發展，但這次應對新冠疫情則令世界重新認識中國

的治理能力和大國擔當cm。同校的范勇鵬亦以得勝之姿，褒揚中國成功處理

這次危機，他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表現，總結這場「對照組實驗」證明中國

制度的優勢。西方模式下的政府權力有限，未能應對危機，政府必須強勢果

斷，因為「非常狀態和日常狀態是密不可分，緊密交織的。⋯⋯不能應對非常

狀態的制度一定不是『好制度』」cn。

《環球時報》社論抨擊美國嚴重的失算和無能，認為「美國身為典型的西方

民主國家，對新冠肺炎的早期認知顯然存在巨大漏洞」co。美國向來以其有吸

引力的價值觀和成效卓著的政府機構著稱，但這次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敬陪

末座，使其光環褪色，證明美國日走下坡，管治模式顯得左支右絀。美國的

漫長苦戰與失敗，確實扭轉了中國人對美國的觀感。故此，北京大學的王勇

認為疫情「去美國中心化」：「過去，人們更多地將美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思

想、流行文化作為世界的標竿來看待。但是，通過這次疫情、這場考驗，實

際上使得世界對美國的真實情況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我們未來一定不是

把美國作為我們的標準⋯⋯」cp

北京大力稱讚中國制度的優勢，除了因為其迅速遏阻病毒，亦因為其他

國家，包括自由民主國家，也開始仿效中國，封閉邊境、實施嚴厲隔離措

施，並限制人民活動。法國通過法令，規定任何人離家外出均須填寫表格；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依然開放的美加及美墨邊境，這次卻關上大門。

中國大力推行接觸者追蹤排查系統，以加強在疫症大流行期間對國民 

的監控，而部分民主國家亦運用監控技術實施隔離，追蹤病毒傳播鏈，重 

新權衡私隱、責任承擔和安全之間的輕重。在多國埋首尋找可行政策，以兼

顧公共衞生與經濟發展之際，這些接觸者追蹤的範例愈加令人躍躍欲試。眾

多自由民主國家諸如英國、法國、芬蘭、意大利、澳洲、紐西蘭、加納、以

色列及印度，均紛紛開發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APP）；谷歌（Google）和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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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Inc.）合力改進了匿名接觸者追蹤應用程式的編程介面，此程式已被若

干國家採用。

利用手機位置數據追蹤國民的以色利便是一例；希臘甚至設立短信系

統，國民要先發出健康申報短信才獲准離開住所。亞洲各地包括南韓、台灣

及新加坡的疫情防控均比美國優勝，因為它們均運用智能電話的應用程式科

技，追蹤民眾的病毒接觸途徑。採用侵入式的健康監控系統後果堪虞，包括

使政府權力大增，以及為私人企業和個人的大肆濫用開了方便之門。美國 

懼怕侵犯民眾私隱，拒絕使用高科技的追蹤技術，卻因此成為新冠疫情的 

重災區。

部分自由民主國家亦效法中國，加強政府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新冠

疫情致使全球供應鏈嚴重中斷，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陷入衰退。美國與部分歐

洲國家加強政府角色，利用國家資本主義的產業政策，重建國內經濟，而不

再放眼於全球cq。民眾不計成本和合理與否，要求製造業體系須維持一定冗

餘量，限制了自由全球化的發展cr。

一篇載於《自然》（Nature）的文章形容：「當新冠病毒蔓延全球之際，疫情

愈趨嚴峻的國家迫不及待想知道中國的嚴密封鎖措施能否控制這場疫癘。 

其他國家現正跟隨中國的步伐，限制邊境進出，數十個國家已拒絕國際旅客

入境。」cs

三　中國並沒準備要取代美國的全球領袖地位

儘管在這場新冠疫情中，中共政權力圖成為全球權力中心的野心昭然若

揭，但中國的言辭與現實並不相符。雖然習近平發表言論，說中國應在國際

事務中佔據重心位置，但在不直接牽涉中國利益的問題上，中國依然不願意

承擔起領導角色ct。

在抗疫之初，中國的外交活動致力於爭取國際支持，但當疫情出現受控

迹象後，中國政府開始大肆宣揚其對受疫情重擊的歐洲及其他國家的慷慨援

助；而中國亦掌控了全球大部分醫療物資的供應鏈。雖然中國將自己塑造成

大規模國際援助行動的領導者，為七十多個國家提供建議及醫療物資，但其

「口罩外交」對全球公共物資供應毫無助益。中國製造的醫療口罩佔全球總數

的一半，在疫症爆發時，中國囤積口罩並禁止出口dk。在中國疫情受控後，

北京才開始運送物資到其他國家。中國的口罩外交本應能為它贏得漂亮一仗， 

但中國要求受助國答謝，並秉持北京的戰狼外交原則，威脅不向質疑其說法

的國家出口個人防護裝備，削弱口罩外交本應能發揮的親善效果。媒體理所

當然地將這演繹成中美角力。美國張惶失措，無力應對國內亂局，對國際問

題亦顯然分身乏術；於是戰狼外交、索謝和要脅受助國感恩戴德的策略，均

無往不利，挫了美國人的銳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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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中國對部分屬援助物資的裝備以高價出售，但荷蘭、西班

牙、捷克共和國、加拿大和土耳其等接收國，均以這些設備和物資供應不合

規格為由而拒絕接受。芬蘭國家緊急物資局主管耗費了數以億計歐元採購不

合標準的中國口罩，因而被總理批評並最終宣布辭職。這些疑慮加深人們對

中國產品安全標準的質疑。

以國內人民為主要對象的中國政治宣傳，既規限中國的援助規模，亦傾

向強調支援行動對中國的好處，鞏固了人們認為中國援助設有附帶條件，旨

在謀求中國戰略目標及利益的看法dl。因此，部分國家領袖批評中國將援助

視為「話語權之戰」和「慷慨政治」dm。針對居住在中國南方的非洲僑民的普遍

歧視和種族主義事件，引起非洲公眾關注，觸發非洲外交官及政府第一次大

規模動員，抗議其國民在中國遭受的不公待遇。中國的行徑加深了世人對北

京的猜疑，令人不再那麼在意美國應對疫情的緩慢乏力，助長要求美國擔任

領袖的呼聲dn。

在這種情形下，儘管疫情損害了美國的威望，加深世界對美國實力和可

靠度的憂慮，但中國卻未能在提供全球公共物資一事上表現其國際領袖風

範，這除了是由於力有未逮，亦因為其威權政治制度，使之難以以開明和互

利共贏的方式率領各國。中國堅決主張以援助換取公眾的感激和讚美，削弱

了人們本來會對它懷有的好感。

在北京有機會展現領導世界的能力之時，其危機處理方式卻削弱了人們

的信心。這次新冠病毒危機曝露了中國的陰暗面，包括最初瞞報疫症爆發，

乃至臆測病毒源自美國，以及向物資短缺的國家出售不合規格的病毒檢測試

劑，驅使各方抗拒北京在世界稱雄的野心do。儘管西方政府因控制疫情不善

和未有聯手促成國際行動而受到指責，但北京的立場亦受到抨擊，有時甚至

受到友好國家批評，這種批評浪潮凸顯了北京試圖領導全球所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外交失策體現其政權的不安全感。當中國經濟在江澤民和胡錦濤

兩名國家主席領導下起飛時，其政治箝制放鬆，並通過經濟接軌與外交合作

向世界宣布其和平崛起。中國經濟於2000年代末開始放緩，自習近平上任後

尤甚。中國政府警告黨員，中國或會重蹈蘇聯解體的覆轍，故將維持國內穩

定的支出加倍，並提升政治宣傳、審查及監控系統。

這些都不是自信的大國邁向世界舞台中央所應採取的行動。雖然中國政

府憑藉嚴格的隔離措施和全面的全國封鎖，迅速遏止病毒擴散，但它亦承受

要求問責和運作公開透明的壓力，面臨真正的管治危機。

雖然民主制度在中國受到抨擊，但中國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依舊嚮往其根本 

概念。因披露病毒情況而受責難的李文亮醫生染疫去世，更顯政府初期的處置

不當，引發自由派人士對政府作出批評。即使受到審查，中國社交媒體仍充斥 

批評政府的言論，更特別指出國家領導人並未在初期指揮抗疫。公民社會行動

者如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民營企業家任志強和政治活躍份子許志勇，開始公 

開譴責中央集權引致的「管治危機」，當局因其處理疫情的手法而廣受抨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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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這些人被迅速噤聲時，世界各地飽受疫情影響，正要揪出使他們深陷

困境的罪魁禍首。部分外國組織和政府起訴中國，要求中國就源自當地的疫

情賠償他們的損失。雖然他們成功迫使中國承擔法律責任的機會甚微dp，但

他們的行動象徵世界對中國的態度正在轉變，並使許多中國人民擔憂由於全

球地緣政治和戰略競爭，世界將會以中國為替罪羊。

中央政府最初把處理疫情不當直接怪罪於地方領導班子，免去湖北省委

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及部分衞生官員的職務，附近的黃岡市有

337名官員被罷免。中共按照一貫做法，歸咎地方官員，放過高層官員，審查

媒體及恐嚇「造謠者」。

在嚴格的隔離措施奏效並成功遏止疫情後，為了改變病毒源自中國的說

法，以及其初期應對手法失當令病毒在中國及境外傳播的論述，北京愈加着

力散布陰謀論，將矛頭指向外國人，藉以轉移國際批評，並強化習近平的國

內地位。中國政治宣傳人員將北京描繪成全球抗疫戰中的英雄領袖，掩飾中

國最初瞞報及阻撓預早示警的責任，以及其後未能阻截病毒蔓延到其他國家

的過失。中國政府的宣傳將所有問題都推卸到西方干預上，利用特朗普指責

中國的尖刻言論令上下團結一心，打出民族主義的大旗。中國的政治宣傳不

僅旨在宣揚自己為慷慨負責的國際行動者，更重要的是希望在重大的國內社

會和公共衞生危機過後，重振國民對中共的支持。

但是由於北京溝通傳意的策略拙劣，中國的外交攻勢很快表現得過於強

勢及前後不一。中共在同一時間意圖傳遞的訊息太多：第一，中國能夠順利

控制國內疫情，是全靠一黨獨大的體制及習近平的個人領導；第二，中國樂

意慷慨無私地協助其他國家應對疫情；第三，中國並非令病毒散布全球的元

兇；第四，它懷疑病毒並非來自中國，而是源於美國軍方甚至意大利dq。這

種做法凸顯了政權缺乏信心的圍城心態。本來特朗普政府對新冠病毒的遲緩

反應以及美國境內疫情擴散，為中國製造機會，可以緩和兩國日益緊張的關

係，但中國官方臆測美國軍方將病毒帶到武漢，引發了美國人的反華情緒，

特朗普更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

中共想以自身舉措來教訓西方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並大肆宣揚自己對他

國提供的援助，這種過火的政治宣傳惹來西方的批評。中國的政治宣傳以及

成效不彰的全球行動，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推動與中國脫鈎提供更多理據。 

儘管中美並沒可能完全脫鈎，但高科技和醫療用品等敏感產業會從中國撤出， 

減少單向依賴及緊密互通的風險。這次危機更令中國成為2020年美國總統大

選的焦點，驅使共和、民主兩黨更直接面對中國議題。

中國外交攻勢的失敗，原因簡單不過：疫情於武漢開始爆發，以及北京

初時的拙劣反應。中國試圖盡力減少其失誤造成的損害卻適得其反，政府任

意指責他人，又搪塞其無可推諉的責任。中國對外援助並非出於自信的行為， 

證明了政權自覺脆弱無力。它的手段帶有鋌而走險的意味，暗示北京因處理

疫情不善而感到惴惴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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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美角力妨礙多邊協力應對疫情

中美本可共同應對2020年的這場新冠疫情，但新冠疫情卻為劍拔弩張的

中美角力火上加油，使全球公共衞生和衞生機構變成另一個兩國角力的戰場。

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發動了貿易戰，增加了中國醫療產品的關

稅dr，令設備的進口價格上漲，導致購買量及庫存減少。這或許正是美國缺

少必需的醫療用品，以及沒能在疫情肆虐時大量增加醫護人手的原因之一。

當美國被病毒摧垮，本來拒絕承認疫情告急的特朗普政府便轉而怪罪中國，

同時將對他身為總統卻疏忽失職、淡漠與無能的指責轉嫁到WHO身上。

特朗普政府亦破壞了幾乎與所有美國長期盟友的關係，令其同盟幾乎到

了徒具虛名的地步，促使不少國家投向中國陣營。美國政府不僅沒有嘗試與

前夥伴合作，甚至在2020年3月宣布取消飛往歐洲國家的美國航班前，竟不

預先提醒其傳統盟友。

美國對抗新冠疫情方面反應遲緩，本來給予中國難得機會，可以緩解中

美日益緊張的關係，以及利用多邊組織推動應對疫情和恢復全球宏觀經濟的

措施，但北京卻錯失時機。當世界最需要合力對抗共同威脅之時，中國卻被

民族主義沖昏頭腦，與特朗普政府展開毫無助益的口水戰，看誰能夠更理直

氣壯地指責對方，並且同樣急切地轉移對這次危機的責任。

儘管世界受到美國前後不一、飄忽不定的國策影響而進退維谷，但北京

展現的領導能力並不優於華盛頓，未能善用多邊組織推動應對疫情的措施。

中國領導人一直疲於處理國內外日增的挑戰，未能承擔世界領袖肩負的重

擔，應對債務國要求免除債項、發展中國家要求追究責任、新冠疫症受害者

要求賠償，以及全球人權倡導者要求放寬高壓管治及提高透明度等，顯得力

不從心ds。北京至今仍未認真回應全球問題。根據資深的觀察家指出，在新

冠疫情肆虐期間，中國未能利用美國留下的政治真空，「肩負起領導全球的重

責或推動有效的多邊秩序，因為這與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和等級價值觀沒有

直接聯繫，完全不符合北京的通常做法，況且中國認為自身國力依然有限，

無力承擔」dt。

大體而言，中國的領導重心一直放在全球南方，反映他們的利益訴求。

在那裏，威權政體以及政府地位超然，凌駕個人之上，亦不會受到制約；他

們不認同只有實行民主政制才能達致繁榮和平的假設；另外，西方的影響與

自由主義理想在那裏被棄若敝屣ek。中國領導人着力經營與全球南方的非西

方陣營及非民主國家的關係，希望這些國家樂意接受和遵從中國的世界觀，

以及中國偏好的準則、規範和價值觀。中國希望其世界觀能夠成為吸引發展

中國家的標竿，它對全球南方的取態，使南北分歧更加牢不可破。

我認為，中國若要成為全球領袖，就要先提出自己的普世價值，或者遵

從現有的普世價值el。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因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而減

退，但它的軟實力仍遠強於中國。即使特朗普應對疫情有諸多失誤，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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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迹象顯示這場疫症大流行令中美兩國力量對比迅速且長遠地轉向中國一

方。美國維持其威望和影響力並非只靠軍事實力，它對於自由和繁榮的願景

亦是令其他國家心悅誠服追隨的因素。

縱然美國在疫情危機中跌跌撞撞，卻甚少證據顯示中國的威權管治模式

比眾多國家所奉行的民主原則更吸引；美國離「蘇伊士時刻」尚遠。在蘇伊士

運河危機之前，美國在外交、經濟及軍事方面早已超前英國一個世代em。中

國的崛起雖然令人讚歎，但就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軍事及

科技實力而言，仍遠遠不能取代美國。北京面臨亞洲鄰國巨大的「信任赤

字」，一份由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2月底發表的民意

調查顯示，在六個亞洲國家中，大多數民眾對美國的觀感優於中國。亞太地

區對中國抱持負面評價，與對美國的看法恰恰相反en。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受新冠肺炎影響的國家數目多於近代史上任何單一

事件，但卻沒有國家真正擔起領導之責，任由疫情蔓延。美國或中國都無法

成為人們信賴和指望的全球領袖，二者的角力不僅令各國無法合力遏止疫

症，亦令許多聯合國組織未能克盡己責，應對全球疫情和經濟危機。

儘管病毒對全球安全的危害不言自明，但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卻未能通過

決議，宣告病毒是對國際安全的威脅。安理會決議具有象徵及實際作用，表

明聯合國決心動用轄下的多邊組織對抗疫症，這亦具有國際法的約束力。

安理會有在美國領導下應對流行病的良好往績。美國前副總統戈爾（Al 

Gore）曾主持對於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的辯論，在2000年7月通過

第1308號決議，宣布「國際共同協調的反應對於應對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

所起的重要作用」eo，將公共衞生問題轉化成國際安全問題。安理會的行動有

助推動多邊對策，包括於2002年成立的抗艾滋病、結核和瘧疾全球基金。美

國亦於2014年9月策動通過安理會第2177號決議，表明西非爆發的埃博拉病毒 

（Ebola virus）「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威脅」ep。決議授權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

成立聯合國埃博拉應急特派團，這是首個針對公共衞生危機而設的聯合國應

急特派團。

現在面臨的公共健康危機遠超於自1918年大流感以來爆發的所有疫症，

但中美對峙的僵局遺禍無窮，使安理會無法通過決議。中國於2020年3月擔

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堅稱若安理會插手處理新冠疫情，將偏離其使命，並干

預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事務。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解釋，「公共健康」事務並

不在安理會管轄的「地緣政治」範疇eq。

華盛頓亦在拖後腿，要求安理會任何決議都須表明中國為新冠病毒的源

頭。中國人強烈譴責華盛頓將疫症的爆發政治化，並將矛頭指向中國。疫症

最初於武漢爆發，但當局的處理手法有欠透明，北京為免面臨尷尬處境，大力 

阻止安理會決議er。愛沙尼亞為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它於3月24日提出決議 

草案，表示「對新冠肺炎在全球爆發的空前規模感到日益憂慮，恐對國際和平

與安全造成威脅」。但中國否決了此草案，因為當中提及所有國家的疫情通報

時使用了「完全透明」的措辭，中國視之為對其應對病毒手法的暗中攻擊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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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角力癱瘓了聯合國的疫情應對，而七國集團（G7）及二十國集團（G20） 

亦未能協調全球經濟策略，以保護重要的全球供應鏈，以及避免經濟衰退在

疫情後延續和加劇。前瑞典外交部長畢爾德（Carl Bildt）於4月1日的推特貼文

寫道：「這是後美國世界的第一場重大危機。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不見蹤影，

二十國集團掌握在沙地阿拉伯王儲手中，白宮多年來大力宣揚『美國優先』導

致『美國孤獨』，唯獨病毒變得全球化。」他亦曾在3月26日的推特貼文指出：

「對美國來說，比起與中國相鬥，任何其他問題在目前都不及其重要」et——

包括新冠病毒。

WHO始終是聯合國體系內專門應對疫病的協調機構，但它並沒有破除政

治障礙的權柄，包括貿易壁壘、封關、旅遊限制、供應鏈中斷，乃至不利分

享疫苗的阻礙。要扭轉疫情的勢頭及應付其經濟餘波，確實需要前所未見的

國際合作，包括對於一些本質上屬於政治而非純粹技術層面的事項，作出迅

速及時的集體決策fk。

五　結語

世界目前亟需可靠的全球領袖，以利用多邊組織推動應對疫情及管理全

球宏觀經濟的措施。不幸的是，這位全球領袖在世人最需要它的時候缺位。

儘管受新冠肺炎影響的國家數目之多，超過近代史上的任何單一事件，但疫

情在「G零世界」（G-Zero World）發生——世界上沒有諸如美國和中國等大國

挺身而出。比起追溯疫情源頭以及中國未有履行能力所及或理應採取的應對

措施，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處理手法對未來的遺患更為深遠。

新冠疫情是中美解決共同挑戰的時機，因為它並非過去慣見的傳統安全

威脅，超越競爭和怨懟層面，與以軍事為主的國家安全威脅那種零和概念有

所不同。就如地震或氣候變化，新冠病毒的影響不分貧富、國籍，甚至民主

抑或專政，人人平等。孤立主義只會自食其果，合作才能帶來裨益。

新冠病毒證明了全球化的價值和反全球化的苦果。這場危機本應激勵中

國及美國等大國帶領國際合作，把其他領域的激烈競爭放在一邊，為共同利

益對抗共同敵人，但結果反倒令中美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愈演愈烈。

結果，現實甚至比「G零」局面更為黯淡，美國和中國沒有擔起憑其國 

土規模和國力理當肩負的領導責任。美中兩國都惶惶不安，受國內外緊張局

勢和威脅所困擾，為零和遊戲而爭鬥。由於這兩個大國猶豫不決，只顧自身

利益，不僅在全球關係上缺位，還令全球關係緊張；全球並非處於「G零」或

「G2」，而是「G減2」的局面fl。

在此「G減2」的世界，一些小型及中型國家和地區，包括瑞典、南韓、台

灣、新加坡、紐西蘭、澳洲、希臘、挪威、丹麥、奧地利及德國，以出色的

手法應對疫情；而其他國家則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有效政策時，效法這批「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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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國」。因此，有學者提出，新冠病毒可以改變全球秩序，以及衡量國力與

評定國際地位的方式。很多抗疫表現優秀的國家都是小國，這些國家雖小，

但其令人欽佩的應對手法，使之得以形成一種新的軟實力，以令人心悅誠服

的力量來形塑他人的行為，顯得正當合理並受人尊重fm。這對全世界來說，

乃至對中美關係來說，都是正面發展。

但是，如果美國不能醒覺過來重回正軌，又沒有國家像美國那樣，在大

英帝國日落西山之際挺身領導各國的話，這些小國亦無法阻止世界淪入叢林

法則，各國自掃門前雪，強國予取予求，弱國任人魚肉。新冠病毒是「後美

國」時代的危機，展現世界迅速邁向「G零」而非「G2」局面，甚至向多極發展。

重大的全球危機往往令全球重新洗牌，就如二戰的情況。世界正翹望疫情會

否及如何改寫全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格局與動態，以及中美兩大強國會

否及如何響應號召同心協力，重整世界秩序以應對挑戰。兩國的第一步應是

外交休戰，停止戰狼外交，重新開啟彼此協商的大國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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