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 
 

第四章 共產邪靈 毀人不倦
 

引言
 
文化大革命後，共產黨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危機，採取了所謂「改
革開放」政策。一夜之間，共產黨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勒緊褲帶鬧革命」到「一切向錢
看」，彷彿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表面上看，共產黨已經改
弦更張，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更讓很多人鬆了一口氣，認為共
產主義對人類的威脅已經過去。果真如此嗎？
 
中國社會的姓資姓社，對世人而言似乎相當重要，對共產邪靈來說
其實無關宏旨。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學說、一種社會
制度、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一個邪靈，其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
、敗壞道德來毀滅全人類。只有把握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
滅人類」這一主線，才能透過紛繁複雜的表象，看清邪靈毀滅人類
的路線圖、計劃書、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冊。
 
殺人轉入地下，毀人一刻不停。共產黨有時讓人死，有時讓人活；
有時讓人匱乏饑饉，有時讓人肥得流油；忽而讓人禁慾，忽而讓人
狂歡；一會兒破壞文化，一會兒「恢復傳統」；一會兒姓社，一會
兒姓資。究其實質，毀滅真正的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讓人反
神、變成非人——這才是共產黨萬變中的不變。



共產邪靈由「恨」構成，為了毀滅人，它帶領被其欺騙了的人反神
、反傳統、反文化、罵祖宗。
 
共產黨除了「一路殺」，還有一個「騙」。這個「殺」和「騙」對
應著共產黨常說的「一手硬」、「一手軟」。歸根結底，「殺」和
「騙」都來自於共產主義的二元核心──「仇視神佛的無神論和鬥
爭哲學」。「殺」和「騙」相輔相成，「殺」中有「騙」，「騙」
中有「殺」。
 
說起「騙」，共產黨實施的是從微觀到宏觀的一攬子「騙」。從人
心靈深處的理想，到是非善惡標準，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線，處處都
是騙。騙錢、騙色、假菸、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兒科，這些都
是共產黨敗壞道德之後的必然結果。共產黨爲什麽能騙得了人？人
們只是爲了就業、提幹、發財、包二奶就被騙了？當然這樣的人大
有人在，特別是墮落到錢色本身就成爲了信條的今天。但是，當初
不是也有一些有錢人家的子弟「拋家捨業」去參加共黨鬧革命嗎？
 
人都有神性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歸屬——佛家的彼
岸，道家的歸真——這種神性的內涵是神造人時就注入人的生命
的，那個嚮往本身就與生俱來地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共產黨
就利用人美好的願望來欺騙人，用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這些感
情來迷惑人，用解放全人類甚至人類共同體之類的概念引誘黨的領
導者和其周圍的人，因為除了江澤民這樣絕無僅有的真正邪惡生
命，任何黨魁也是人，也看不清共產邪靈，也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
和執行者。邪靈正好利用他們的抱負、哪怕是為人民的理念，行大
騙，騙走的是人心靈深處的神性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
自身物質身體的神性，如同鐵路換軌一般，把人的心靈深處對神性



追求的回天之路騙換到共產黨的「人間天堂」之地獄通道。在共產
黨的旗幟和倡導下的作爲，其實是邪靈的運作，逃不出邪靈的安
排，躲不過邪靈的最終目的。
 
共產邪靈知道，人總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時候，要想包住這個
天大的謊言，就必須用強制手段來維繫，用更大的謊言掩蓋這個謊
言，「一路殺」、「一路騙」就成爲了必然。
 
為了毀滅人，它搞亂社會，淆亂人心，因此共產黨也捏緊一個
「鬥」字訣。煽動流氓無產者鬥地主是鬥，挑動「紅五類」鬥「黑
五類」也一樣是鬥。為了鬥，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敵人、朋友和異
己分子。中共以專制為後盾，把壞人捧到九天之上，把好人踩到九
地之下，鬥的結果必然是壞人當道、好人受氣。
 
共產邪靈毀人最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變人心。
 
共產黨是從人出生、成長到死亡的過程中，一直根據共產邪靈的需
要來塑造人，顛覆是非善惡標準，「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
的」，叫人背棄古老的傳統，生活行為越低下越如邪靈之意，毀人
不倦。
 
在全民共產主義的「理想」幻滅後，中共又用唯物論來鼓勵、慫恿
全民追求金錢和感官享受。邪靈無限制地放縱人的慾望，把社會上
的一切敗壞現象作為控制權力、最終毀人的利器。當今中國社會的
道德大崩潰，是邪靈幾十年如一日敗壞的結果。「堵死天堂路，打
開地獄門」，中共就是這樣把整個社會帶到了毀滅的邊緣。



 1. 共產黨帶頭反神、罵祖宗
 
共產主義把魔鬼美化成神，同時把神誣衊為虛幻的想像。它知道，
只有人不信神、反對神，人心才會給魔騰出空間。

 1）共產黨帶頭反神
 
本書第二章已經闡述了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變的過程。列寧也
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毀滅。16歲時，他曾從頸上扯下十字
架，向它吐口水，再將它踩在腳下。他曾說：「任何宗教理念，任
何對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頭，都徹頭徹尾地惹人生厭，
令人作嘔。」
 
斯大林開動國家機器，利用國家政權來推行無神論、暴力壓制其它
宗教信仰，把意識形態的無神論推向政教合一的國家無神論。斯大
林宣布：「任何利用群眾的宗教偏見來破壞國家穩定的人，將受到
至少三年監禁直至死刑的懲罰。」蘇共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布哈林曾
如此描繪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共產黨的《國際歌》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
皇帝。」這幾乎成了反神的宣言書，在共產黨的會議上不斷播放。

 2）共產黨帶頭罵祖宗，詆毀傳統文化
 



《詩經．大雅．文王》寫道：「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感念你祖先的恩澤，勤於修養自身的德行。永永遠
遠地順應天命，才能求得長久的福分。）
 
祖先是一個人生命之所從出，尊重祖先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但
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賦予極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
實有更深刻的來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國作為神選定的中心之國，
蒙受了神無微不至的眷顧。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無不來自於
神的傳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時期，中華民族的祖先親眼目睹了神
的深恩厚澤，懷著對神的無比感恩和對神所賦予使命的無上忠誠，
他們虔誠地守護著神給人的恩賜和饋贈，一代一代傳承不失。
 
世界各國都十分崇敬他們的偉大祖先和君主。羅馬的凱撒大帝、法
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國民的愛戴和後
代的崇仰。在美國南達科他州的拉什莫爾山上，四位偉大總統的塑
像巍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萬人的瞻仰和禮敬。
 
僅從常識角度說，咒罵別人的祖先是對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師
滅祖」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共產黨要切斷人和神、祖先的聯
繫，就要帶頭咒罵中華民族的祖先，詆毀、摒棄中華傳統文化。在
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看來，中國古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有一
個好東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
有的。中國人被共產邪黨帶領著反神、滅祖，毀滅文化，走在一條
極其危險的不歸路上。
 
中共竊取政權之前，利用對中國文化抱虛無主義態度的變異文化人
詆毀中國文化。這些人未必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卻起到了共產黨想



起到、而當時還無法起到的作用。這種看似不來源於共產黨的聲音
更能迷惑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魯迅。
 
毛澤東說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
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
方向。」
 
由於中共的大力吹捧，並長期把魯迅的文章作為中學教科書的重點
篇目，魯迅對「批判傳統文化」所起作用之廣、影響之巨、對傳統
文化殺傷之大，連正牌的共產黨員也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天，魯
迅種種不負責任、惡毒怪誕的言論仍然對中國知識分子起著巨大的
負面作用。
 
魯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氣盛，自稱「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
中國人」。共產邪靈把這個「文化大流氓」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華
傳統文化。
 
魯迅對傳統文化、中國歷史的態度就是全部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
小說《狂人日記》裡，他借書中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
著兩個字——「吃人」。

 3）被洗腦的人攻擊傳統文化
 
中共建政後，通過一次次的政治運動，破四舊、打砸搶，把一切人
類文明成果用「封資修」一筆抹殺。眾多輝耀在五千年中華歷史上
的聖賢和英雄被中共運用「階級分析」的手法進行歪批，到文化大
革命時達到頂峰。



屠殺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斷層。幾代人經過中共的無神論和黨文化
灌輸，對傳統文化所知甚少。20世紀80年代後，中共改換手法，
從暴力毀壞轉向變相詆毀，手法變得隱晦，讓人難以覺察，防不勝
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醜化、粗鄙化，用來反襯中共的
「偉光正」，或者為今天的醜惡現象找出「歷史依據」。
 
按照中共的「解讀」，《三國演義》宣揚「愚忠」，《西遊記》是
「封建迷信」，《水滸傳》和《紅樓夢》講的都是階級鬥爭，對其
表現的深刻的倫理道德、修煉文化、天命論、輪迴觀卻避而不談。
中共處心積慮地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謂「糟粕」
上，把傳統文化等同於太監、小腳、三妻四妾、宮廷鬥爭。
 
被洗過腦的文人直接罵皇帝祖宗，用「專制主義」、「封建社會」
八個字把傳統文化一筆勾銷。他們從自己的陰暗心理出發，在浩瀚
的歷史長河中，蒐羅出幾個昏君、叛亂、冤獄的例子，為共產黨的
階級史觀作註腳。
 
人性中善惡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但它們從來不
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也沒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現象，但中共卻有意識
地把古代社會當中某些細枝末節的東西說成傳統文化的主體並加以
攻擊。
 
在20世紀的文化反思中，有人把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歸因於
中國傳統文化，這種認識本身就中了邪靈的圈套，其實中共才是造
成和放大這些缺點的罪魁禍首！中國人並非先天不足，充滿「劣根
性」；恰恰相反，在中國歷史上，神的子民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中
國是令舉世仰慕的禮義之邦。現代中國人行為上的疵點是背離了五



千年神傳文化的結果，而中共篡國後有意強化那些缺點，無限放大
人的魔性，更使中國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
 
在共產黨給中國文化造成曠古未有的劫難之後，回歸傳統是中華民
族復興、社會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對祖宗、對傳統幾十年如一日
的惡毒咒罵，使幾代人都對傳統一無所知、充滿敵意，於是這一條
希望之路也被堵死了。

 2. 強力洗腦，顛倒善惡
 
共產黨把洗腦稱作「思想改造」。這種思想改造必定伴隨強制手
段，使人無法主動逃脫；同時還藉助各種殘忍的精神折磨，強制使
人就範。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各種洗腦手段是讓人認同接受以無神
論和鬥爭哲學為核心的共產主義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
的 「無產階級世界觀」，而本質上是邪靈對於每個個體生命進行
心靈摧殘，系統敗壞中國人固有的傳統價值理念。

 1）以「革命」冒充「天命」
 
中國人傳統上以「天命」衡量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當君王失德，背
離敬天法祖、為政以德、仁政愛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會更改，發
生改朝換代。
 
以「天命」思想來衡量，共產黨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
又不施仁政，其政權不合法。中共要奪取政權，要標榜其篡政的合
法性，就必須把傳統思想從人心中抹去，灌輸以無神論和鬥爭哲



學，把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當作真理，把
中國歷史強行套入其中。它據此聲稱，通過階級鬥爭帶領中國走入
「共產主義」乃歷史發展的必然，標榜自己篡政的合法性；同時還
要把所謂「共產主義」抬高為人類的「神聖」事業，把自己標榜為
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其本質是要替代傳統「天命」思想。

 2）黨定道德 以惡為「善」
 
道德來源於神。神永恆不變，道德標準也永恆不變。道德標準從來
不該是人來定的，也不會隨著人的權勢而變。中共在定道德的時
候，就是在篡取神位；正因爲中共規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把自己
幹出來的一切壞事都說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稱自己「永遠正
確」。而中共規定的道德標準是可以隨著它的需要而隨時變化的。
 
傳統的中國人無論有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都把天理良心當作普世
價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滅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為「無產階級
世界觀」是不承認普世價值的，不承認超越階級的道德。共產黨判
斷一個人的道德，是以階級立場劃分的。傳統中國人認為兩袖清風
的官是好官。按照共產黨的世界觀，「反動階級」的官，越清廉越
是維護「反動統治」，越是幫「反動階級」麻痹「勞動人民」，反
而更壞。再如，中國人認為「人命關天」，見到別人生命遇到危險
時，挺身相助為義行。而共產黨則認為，「人道主義」前面要加一
個定語「革命的」，只能對「同志」如此，對「反動階級」越殘忍
越說明階級立場分明。
 
這樣一來只要掛著「革命」、「進步」、「社會主義」等招牌的，
無論如何邪惡、無論怎樣違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歷史



潮流，絕對正確；凡是貼上「封建」、「資產階級」、「攻擊無產
階級」等標籤的一切行為、思想，無論在傳統思想中多麼高尚，也
自動成為錯的、「反動」的。這樣就徹底顛倒了善惡標準。雖然不
同歷史時期這些標籤的名稱不同，如有時叫「攻擊黨的領導人」、
「顛覆國家政權」、「宣揚迷信」、「反科學」、「分裂祖國」等
等，只需宣稱「黨」是「神聖」事業的歷史選擇，則一切挑戰都是
批判打倒的對象。這種價值判斷，是所謂「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核
心。
 
這種世界觀當然不會被中國人自然地接受。列寧也認為，即使無產
階級也不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因此不但要
給無產階級「灌輸」，更要對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進行思想改造。
 
中共發動了無數次政治運動，或者為了殺人立威、破壞信仰和文
化，或者為了權力鬥爭、剷除異己，但無不以「革命」的名義行
惡，以「無產階級世界觀」衡量打擊或拉攏的對象。
 
這些運動的首要後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強迫放棄人心中原
有的傳統價值，在共產主義的架構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價值觀。因
爲中共造成的殘酷現實讓人認識到，傳統價值和現實格格不入，如
不放棄則處處碰壁，動輒惹來殺身之禍。即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擊
的對象，人們也謹慎地把傳統道德觀念深深埋起來，不敢去想、不
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語行為中流露出來。道德觀念、「天理良
心」是用來指導行為的，是神給人的衡量行為的準則，這種深藏腦
後的價值觀已經喪失其作用，雖未完全泯滅，實際上形同死亡。這
實際上也就達到了邪靈毀人之目的。



 3）殺人不見血的思想改造運動
 
上世紀50年代，中共發動了一系列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如批
《武訓傳》運動，「思想改造」運動，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
適，「反胡風」，「反右」等等。
 
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風，以及在此之後的文革也都是大規模思想改
造，而整風和文革伴隨著肉體殺戮。50年代和這些思想運動同時
並進的也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鎮反」運動
等，若被視為態度不老實或者抗拒改造，後果同樣不堪設想。
 
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隨暴力和強制，暴力是為了造成心理恐懼，強
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離「改造」的環境。當我們回顧那些曾經獨
立不倚的靈魂在歷次運動中掙扎乃至最終順服或被絞滅的過程，有
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沒有直接遭受肉體暴力的人，在這個
過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殘也絕不遜於拳腳。
 
親身經歷了中共用來洗腦的「革命大學」的人總結道：「中共的思
想改造意味著暴烈的鬥爭或化學的變化」「我們組裡有一位同學
說：『這種挖思想根源的辦法就好像用鐵鉤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
漓的。』」
 
據作家沈從文的記載，「所有學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
流涕。」數學家華羅庚在批鬥會上有口難辯，於是選擇了自殺，由
於被發現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4）人倫浩劫 全民遭殃



文革期間，慘不忍睹的暴力殺戮造成和平時期伏屍百萬，流血千
里，然而文革間接屠戮的靈魂卻更多。爲禍之烈，甚於斯大林的大
屠殺。
 
文革的特點是全民參與，人人批鬥或挨鬥。
 
斯大林在前蘇聯的屠殺中，把人殺死、送到古拉格集中營勞累折磨
死，並不熱衷於思想上的摧殘；而中共在文革中，殺人手段殘忍毫
不遜於斯大林，受害者規模更甚：雖然每次揪鬥的對象是一部分
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卻包括全體民眾。參與批鬥、折磨的，並不是
祕密警察、劊子手，而是被揪鬥者的同事、同窗、下級、學生、朋
友、街坊鄰居，不參與就是「同情階級敵人」，屬於立場不穩，馬
上面臨同樣的命運。各種凌辱、酷刑、殘殺並不是發生在與社會隔
絕的古拉格集中營，慘劇隨時發生在人們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間
——校園中、課堂上、廠房裡、居委會、各單位自設的「牛
棚」……同事之間、鄰居之間，同學、師生、親友之間，乃至兄弟
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
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
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
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
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
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
「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
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
克》）。



這種全民參與、人人批鬥的運動，把以家族倫理為基礎的傳統中國
社會價值觀從中國人心中掃除殆盡，使傳統社會價值完全崩潰。
 
這種揭批形成了一種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人們競相通過各
種激進的辦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悖逆人倫道德的問題上跟中共
一致，且將其視爲「道德」，就越是社會潮流所在。因此，這不僅
背離傳統文化的價值，也在社會上形成了「黨文化」的場。
 
如果人們在鎮壓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是今天迫害法輪功的
政治運動中，可以越過道德底線而違心表態，「揭批」毫不了解的
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親人、朋友；如果今天的人們可以用
「不參與政治」作藉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視對同胞的摧殘、虐
殺，那麼出於同樣的自我保護心理，人們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圍
觀歹徒行凶而無動於衷；人們也可以在商戰中爾虞我詐，走門路、
拉關係，以至於為了「先富起來」而「宰熟」、製造、販賣各種偽
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3.「恢復傳統」，柔性洗腦
 
中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在中共奪權後不久就遭遇了毀滅性的
破壞。山不轉水轉，中共今天也在喊恢復傳統文化了。究其原因，
不外乎以下幾點。
 
一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在國際上沒有拿得出手的價值觀。
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愛挑一個中國著名大學去做演講，跟中國的年



輕人分享美國的普世價值觀。反觀中共領導人，他們一進入美國就
成了地下黨員，從來不敢去美國大學給莘莘學子宣揚「共產主義」
、「宗教是鴉片」、「無神論」等所謂「先進文化」。二是出於維
護政權的需要。喝著階級鬥爭狼奶長大的幾代人對黨本身又構成了
威脅，所以中共希望從傳統文化中斷章取義地尋找「和為貴」之類
的來化解危機。三是傳統文化在中國人的骨子裡是有沉澱的，的確
有來自民間的文化尋根需求。
 
正是在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
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存活的養分。不論中共的動機如何，中國傳統文
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見一斑。

 

 1）沒有對破壞過程來個 「逆操作」，奢談「恢復」
 
要談恢復傳統，就要首先按照當年破壞的過程來一個徹底的逆操
作，對當初的各種荒唐行為進行反思、清算、拋棄之後，才可談及
真正的恢復。把套在學者們頭上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緊箍咒砸
碎之後，方能站在恢復傳統的起跑綫上。中國傳統文化是神締造
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價值。抱著「無神論」如何能與建立在
對神的信仰基礎上的傳統文化接軌呢？
 
於是，我們看到了御用學者們要去證明孔子、老子甚至釋迦牟尼是
無神論者，把孔子的《論語》解讀為大家要做中共統治下的快樂的
奴隸，把聖人的哲理與中共的十幾大精神相掛鉤，庸俗化、娛樂化
古代先賢成了網絡上的新潮……如果說恢復傳統有來自民間的真心



努力，那麼在中共的管制下，這些努力都變成了為黨做註腳的工
具。
 
比如，宗教裡講的度人，有其特定的含義。出家人也自有出家人的
使命。中國某宗教協會會長學習完十九大精神之後，發表了一篇學
習心得，大談「所謂度人就是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信眾，維護他們的
合法權益，幫助他們解決生產、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困惑和
問題」。聽起來好像宗教就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業餘工會，完全
沒有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
 
一邊談恢復傳統，另一邊仍在繼續把黨支部滲透到寺廟道觀和宗教
學院，仍在繼續強調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指導作用。如
果馬克思主義高明到要指導傳統文化，那恢復傳統文化豈不是多此
一舉了嗎？

 2）中共恢復的儒家文化——離開了水的死魚
 
被尊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是五千年前的道家修煉人。中國文
化的哲學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謂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相
對於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睞的自然是儒家文化，把儒家當做
無神論文化來作大力開發。其實，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沒有把神佛信
仰當作重點，而是著眼於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個信神
的時代，儒家文化是在一個有神性的土壤環境中孕育發展起來的，
是以對神的信仰為不言自明的先決條件的。
 



孔子窮盡一生都要去恢復周禮，認為周禮能夠塑造一個理想的社
會。那麼，為什麼周禮能夠塑造理想社會呢？刨根問底一連串的為
什麼問下來，就回到了信仰問題上了，那就是對神、對天的信仰。
 
孔子恢復周禮的背後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統，天帝授命天子（人間
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賞賜、主國政、用兵務農。孔子之後，
漢代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綱
五常，明辨皇帝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國家。他的理
論基礎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論」。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後
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性文化中去尋找憑證的。
 
無神論的「天」是什麼樣的天呢？
 
中共把儒家、道家所講的「天人相應」、「天人合一」的「天」僅
僅解釋為物質的天，即蒼天或大自然，把神傳文化「天人合一」的
修煉概念庸俗化地解釋為人和自然的和諧共處，並聲稱這符合了
「科學發展觀」。這是共產邪靈扭曲神傳文化的核心價值的表現。
 
中華文化中的「天」，和老百姓平常所說的「老天爺」是一致的，
古人稱作昊天上帝，也稱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這個意志
即「天意」，根本不是什麼唯物主義的蒼天。
 
「為什麼要講誠信？」「做好人的依據是什麼？」共產黨能回答這
些問題嗎？回答不了。來一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人們會因
為這個「核心價值觀」的説教就改邪歸正、誠實守信了嗎？就連制
定這個所謂「價值觀」的人都知道是在癡人說夢。
 



離開培育出儒家文化的神性土壤來談論儒家的道德觀「仁義禮智
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像離開水來談論魚，是沒有出路的。

 3）穿古裝演古人毀文化
 
文藝形式是共產黨從來沒有放鬆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三十年
中，高唱「主旋律」的文藝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輸手段，但是因為黨
文化已在全社會立足，把黨文化裝扮成中國的民族文化，或者把中
國數千年歷史中沉澱下來的渣滓，特別是符合了黨文化的那一部分
加以提煉，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廣滲透，無聲地腐蝕傳統道德文化，
是文革之後邪靈在文藝領域敗壞中國文化的手段。
 
近些年宮鬥劇人氣高昂，核心內容無非是幔帳簾幕之後的爭風吃醋
、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對共產邪靈的「鬥」和「恨」做了最充分
的發揮、詮釋。
 
這些作品從創作到製作到走紅並沒有黨委批示、指導，甚至不需要
黨媒的宣傳，完全按市場規律運作。這種作品之所以風靡社會的原
因是，邪靈早已經為中國人打造好了今天生活中這種互相傾軋、猜
忌的環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著對權力的崇拜、對傍靠權勢得到恩
寵、對一夜走紅、一夜暴富的嚮往，因而這些熒屏上波詭雲譎的權
術欺詐、厚黑陰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存技能，人們從現實生活中
能夠找到對應，引起共鳴：誰的權術高明誰就能在社會或職場的殘
酷「競爭」中勝出；哪怕是個好人，也得具備比壞人更深的心機、
算計才能戰勝壞人。某網友披露，有一個同事看宮鬥劇看多了，剛
交男朋友，就開始跟結婚的同事請教怎麼和以後的婆婆鬥。人們將
這種爭鬥手段崇拜為「智慧」。曾風靡全國的《後宮甄嬛傳》走紅



全國之後，緊跟著一批書出版，總結其中的「智慧」，迎合眾多觀
眾的心理，如《甄嬛教會我的36則職場生存術》、《後宮甄嬛傳
教我的80件事》等等。
 
這些宮鬥劇以「古裝」面目出現，表現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場景，但
用的都是現代人的觀念思維；穿著古裝演古人，其實質卻是現代
戲，恢復起門面卻毀掉了其內涵。儘管不是歷史正劇，但並不妨礙
人們自然地把這種厚黑哲學視為「傳統文化」。這就是中共用暴力
摧殘神傳文化，再以黨文化灌輸幾十年之後收到的效果：讓人不假
思索地以為黨文化的鬥爭哲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

 4）最大的亂象——黨的領導
 
中共自稱也要搞傳統文化之後，民間積蓄的文化尋根衝動馬上就爆
發出來了。不幸的是，雖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復傳統文化，但是在中
共意識形態的管制下，在無神論指導下追求個人利益，這種恢復只
能是不倫不類，亂象叢生。在庸俗化、低級化、娛樂化亂哄哄的文
化熱潮中，變相地再次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閹割。表面上中共也聲稱
要整治各種亂象，但是，這些亂象背後最大的亂象就是「黨的領
導」。
 
一個不信神的黨，加上「一切向錢看」的國民，再加上一個大興寺
廟的時代，湊到一起會發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呢？
 
「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寺廟已經成了一個新型的「投資領域」 
，盛行承包寺廟，以賺錢詐騙為目的。在旅遊景區還出現了眾多的
假寺廟、假道觀、假和尚、假大師、假道長。導遊、講解員、和 



尚、道長一條龍合夥欺騙遊客的香火錢、法器錢、消災錢等，花樣
繁多，出現了寺廟道觀亂發「信仰財」的詭異現象。經營寺廟的生
意可謂財源滾滾，據報導西安一個老闆手裡有七八個廟，一年收入
幾千萬。
 
「缺哪個神就造一個。」河北易縣的「奶奶廟」很火。據稱，在這
個廟裡可以找到人們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這裡有「官
神」，想發財，這裡有全身綁滿鈔票的「財神」，想升學，這裡有
皺紋深深的「學神」。如果想保佑自己開車平安，這裡甚至還有握
著方向盤的「車神」。奶奶廟的管理員更是霸氣地稱，「缺哪個神
仙，隨便造一個。

 
方丈做起了CEO，寺廟也要打包上市，廟宇成了賺錢的好地方……
在世界其它國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股市，人們從來沒
有想到教堂與股市這二者有什麼關係。在中共統治下、無神論教育
下的中國，真可謂無奇不有，有些現象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
 
有人認為，中共沒有公開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裡找出路。當中共
用利益和商業化的手法魔變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團體已經變成
了中共的搖錢樹和打擊異己的工具時，這種所謂的宗教信仰也就變
異成對邪靈的無神論、唯物主義的信仰。於是信仰失去了意義，信
徒沒有了歸宿，人們斷了回歸的路，這時不公開迫害也達到了毀滅
人的目的，中共何必還公開迫害宗教呢？

 4. 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



       1）壞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共產黨黨魁的產生過程中存在一個「劣勝優敗、逆向淘汰、惡者勝
出」的機制，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不煩贅言。這種「逆向淘汰機
制」其實普遍存在於共產黨社會的方方面面。為了全面控制社會，
不讓任何有傳統思想的人脫穎而出，共產黨控制一切社會上的重要
位置，確保其邪惡政策得以貫徹。
 
如果中國社會是一個人體，共產黨就要掐住所有的穴位和經脈。什
麼是穴位？社會上的重要職務和位置就是穴位。什麼是經脈？人才
流動的通道就是經脈。中共慣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有才幹、
講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壓，往下踹。擁護、追隨中共的人卻
容易升遷，如同經脈逆行，這就造成了現在中國的社會中上層是一
個中共人為製造的利益階層。占住「穴位」的人往往都是共產黨系
統裡所謂「根正苗紅」的，或者是對共產黨唯命是聽的人。
 
很多人抱怨，在今天的中國，好人吃不開，壞人很囂張。其實這是
共產黨國家的常態：好人要想吃得開，必須先變成溜鬚拍馬、兩面
三刀、心黑手狠、無惡不作的壞人！有些專業人員憑自己的一技之
長也能晉升到一定位置，那是因為其專業技能能派上一定的用場，
但是不會有再向上的空間。而且很多專業人員本本分分，不敢也不
願過問政治。一旦他們越出共產黨劃定的紅線，共產黨就會卸磨殺
驢，絕不手軟！什麼是潛規則？這就是今天中國最大的潛規則。
 
中共建政後，建立嚴密控制社會的「單位制度」、「戶口制度」；
在農村則有「集體化」、「人民公社」，像一張大網，把中國社會
捆得結結實實。各個單位都有一套和行政班子平行但凌駕其上的



「黨務」班子。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是這副嘴臉：幹業務不行，整人
最在行。
 
反之，敢於說真話、堅持原則、守本分、踏實做事、富於人性和同
情心的好人，從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統地滅絕。「鎮反」消滅的是
國民黨公教人員，其中很多是社會精英；「土改」消滅的是農村的
精英；「三反」「五反」「資本主義改造」消滅的是工商業的精
英；「反右」消滅的是知識界的精英；「文化大革命」把前幾次運
動沒有消滅乾淨的再補上一刀；1989年天安門屠殺，殺死的是關
心國計民生的「天之驕子」；迫害法輪功打壓的是按照「真、善、
忍」做好人的修煉人。每一次運動打掉的都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精
英。
 
江澤民貪污腐化、淫亂成性，辦正事毫無能力，卻因緣際會，踏著
六四的鮮血登上權力頂峰。1999年之後，一大批積極迫害法輪功
、追隨江澤民的邪惡之徒，包括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周永康、
郭伯雄和已經一命嗚呼的徐才厚等，被大力提拔。在江澤民團夥看
來，誰手上沾滿法輪功學員的鮮血，誰就註定維護迫害政策不被翻
盤，誰就是最可靠的下屬和接班人。
 
人們漸漸看懂了：賣身投靠的，升官發財；隨波逐流的，可保一時
平安；正直敢言的，或舉步維艱，或死無葬身之地，「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隻腳」。「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
名。」小人得勢，君子束手，整個國家被搞得烏煙瘴氣。
 
什麼樣的人身居高位，涉及到社會導向問題。「舉直錯諸枉，能使
枉者直。」選拔誠實正直的人，安置在奸佞邪曲的人之上，會使後



者漸漸變得誠實正直。反之，把奸佞邪曲的人置於誠實正直者之
上，只能使人把壞人當榜樣，整個社會加速下滑。
 
「壞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這就是共產黨社會的
真實寫照。這不是共產黨一時的失策或社會變革時期的失調或失
範。共產黨要毀滅人，就要選擇壞人做它的急先鋒，向地獄一路狂
奔。

 2）鼓吹唯物主義，鼓勵性解放和一切變異現象
 
共產黨鼓吹唯物主義，讓人貪戀物質生活，追求感官享樂和精神刺
激，使人受物慾引誘而迷失本心。多少人在經歷了燈紅酒綠、富貴
繁華之後，心被外物塞滿時，突然感覺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虛？
 
很多社會不良現象古已有之，共產黨「青出於藍」之處在於，它把
一切能讓人放縱慾望的敗壞現象當作控制權力、最終毀人的利器。
 
共產黨對人慾望的操縱和控制，有緊有鬆，一緊一鬆，收放自如。
先是連擁有一點私人財產都要批鬥，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資產
階級生活作風」，所有物質精神生活都限制。然後國門打開，一切
向錢看，表面上鼓勵追求幸福，實際上是鼓勵縱慾。「土包子開花
更厲害」，積蓄的慾望像開了閘的洪水，大有沖毀一切堤壩之勢。
 
中共漸漸發現，沉溺於物質慾望和感官享受的大眾其實更好控制。
它就是讓你的向善之心在一次次打擊中死滅，讓你的旺盛精力在縱
慾中耗竭，讓你的空餘時間在賭博、網遊、娛樂中消磨殆盡。
 



不是在禁慾中洗腦，就是在縱慾中狂歡；不是在邪教教義中著魔，
就是在滾滾紅塵中迷失——共產黨就是不讓你理智清醒地做一個
人。

 3）通過教育系統性給青少年洗腦
 
共產邪靈既然以人類為敵，就要切斷人的神性之根和文化記憶。傳
統教育首先教做人，教給孩子對普世價值的理解和認同，以及深厚
的文化修養、豐富的歷史知識、敏銳深刻的洞察力，這些都是共產
邪靈實現其邪惡目的的障礙。共產黨掌權之後，迅速將教育收歸國
有，用邪惡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老師和學生進行洗腦。
 
文化革命當中，千百萬青少年參與武鬥、串聯、打砸搶，後又被發
配農村和邊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連他們自己後來都不得
不承認，是「喝狼奶長大的」。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共意識形態領域略微鬆綁，「新一輩」年
輕人對中共改良寄予希望，但六四屠殺把他們的希望打個粉碎。進
入90年代，年輕人大多是獨生子女，在家裡嬌生慣養，唯我獨
尊。政治高壓讓他們不敢關心公共事務，有人縮入象牙塔，有人下
海經商，有人忙於考托考G。自私麻木的個人主義占了上風，「悶
聲發大財」成了新的座右銘。
 
中國大陸通行的課本中所謂的「英雄」教育篇目，在西方自由社會
來看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訓教材。有位作家直接指出，中共的宣
傳和教育從來沒有擺脫殘忍和嗜血，在教材中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



「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
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

 
由於長期的洗腦教育和嚴密的信息封鎖，很多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
和普世價值一無所知，中共有意地煽動起他們的民族主義狂熱，一
旦當局需要，就利用他們走上街頭，反日、反美，打砸搶燒，任由
「愛國精神病」和「集體腦殘」大發作。
 
更可怕的是，中共洗腦「從娃娃抓起」，從幼兒園起就給兒童灌輸
毒素，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而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
是什麼貨色，大家都心知肚明。
 

 結語
 
如今的中國社會，人心糜爛，社會潰敗，國已不國。所謂「和諧社
會」，其實質是和邪惡沆瀣一氣、難解難分的社會。民間回歸傳統
的努力被狡猾地誤導，自發的人心向善被無情地扼殺。中共刻意製
造的「一夜暴富」的慾望，「娛樂至死」的氛圍，「過把癮就死」
的心態，使浮躁惡毒、冷漠自私成為社會的主導氣氛。無論官媒如
何「弘揚主旋律」，殭屍般的黨話、張口就來的假話、大行其道的
痞話、鋪天蓋地的髒話組成的眾聲喧嘩才是「時代的最強音」。有
能力的紛紛移民、棄船逃命；沒門路的只好得過且過，在惴惴不安
中等待明天。
 



房子拆掉了，可以重建。家庭破碎了，可以重組。公司破產了，可
以再創業。一代人的青春浪費了，可以寄希望於下一代。甚至國家
被異族征服了，只要文化、語言和歷史不亡，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
天。當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篡改，文字被摧殘，語言被毒化，傳統文
化被反反覆覆地破壞，人心被反反覆覆地凌辱、扭曲、變異，大地
荒蕪、水源耗竭、好人被殺戮、良知被消音，這個民族還有重新挺
立的一天嗎？
 
為了毀滅人類，中共除了大規模殺戮人民之外，還長期使用「恨、
騙、鬥、邪」種種手段，其騙術的狡詐讓人心驚。所有騙術中最陰
毒的一招是它利用了人心中的善，又愚弄了人的善，最終逼人滅絕
心中的善。
 
人是神造的，每個人都有神性，回歸產生自己生命的天國世界是每
個生命的夙願。共產主義利用了人的神性和對生命昇華的渴望，把
共產邪教的邪惡內容注入其中。傳統宗教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曰
「天意」，共產主義崇拜虛幻的「歷史必然性」；傳統宗教讓人回
歸天國，共產主義讓人追求共產主義社會；傳統宗教有一個教士階
層，共產黨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中共成立初期，
一些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聽信了共產黨的蠱惑宣傳，加入中共為
其賣命。但中共是個黑幫邪教，許進不許出。這些人稍稍醒悟時，
早已成為同謀共犯，只能越陷越深，難以脫身。即使在今天，某些
加入中共的年輕人仍然不乏善念和理想，但在黑暗齷齪的現實面前
不得不把良知拋得精光。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理想幻滅和心灰意冷之
時轉向同流合污、縱慾和墮落。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既利用了
人的貪婪和慾望（從其黨的名字就可看出來——共產，共他人之
產也），也利用了並最終毀滅了人的神性和向善之心。



共產邪教的特殊之處還在於，一個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階級鬥
爭」、「剩餘價值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社會」
等等教條，仍然會成為事實上的邪教徒而被邪靈附體。這是因為人
在道德敗壞之後，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靈，那麼邪靈就會鑽這
個空子，附上身來。有人相信了無神論，有人相信了物質是第一性
的，有人相信了人死後一了百了、還是吃喝玩樂實在，有人相信了
沒有絕對真理，有人相信了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編造出來的謊言，凡
此種種，不一而足。信神只需要一個堅定的正念，反神、排神卻可
能出於一千個不同的邪念。俗話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道德滑
下來的人順水推舟，每一次向慾望和懦弱妥協，都會使人滑向邪魔
的掌控，直到有一天難以自拔，甚至深陷險境仍然冥然不覺。這難
道不是很多中國人今天的處境嗎？
 
由恨構成的邪靈，從殺起家，靠騙擴張，以鬥攪亂天下，最後用人
心靈的邪變達到其邪惡至極的終極目的——毀滅全人類。在幾乎
所有人都被物質慾望和感官享樂征服的時候，有誰知道，邪靈正在
獰笑著，給人類倒數計時。
 

******
 
中華民族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一個神賦使命的文
化。邃古之初，當神創造神州大地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未來危機
中的轉機、絕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讀懂天機、聽懂神
言，關乎每個人的命運和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