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

第六章 以「恨」立國 國已不國

 

引言：以「恨」立國的共產黨
 
共產邪靈主要是由「恨」構成的。「恨」是一種物質，它是有生命
的，或者說「恨」就是一種生命，是構成共產邪靈的根本因素。

「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
恨是無緣無故的。像撒旦對上帝的恨和馬克思對神的恨，是一種非
常邪的恨。那是邪惡賴以維繫生命存在的、對創世主的妒嫉、仇 
視、意欲鬥垮的凶惡感情和敗壞物質。
 
「恨」造成了反神和排神。承認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級、承認神是高
級生命才能敬神，而撒旦出於恨和妒嫉，不願承認神高於自己，因
此向神挑戰，被神打了下來。
 
共產邪靈由恨構成，它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裡，把恨的物質因素
灌進人的一層微觀身體裡，使其成為人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讓其
激發人性中惡的東西，如妒嫉、鬥、暴戾、嗜殺等等。因此，在共
產中國的物質場中，幾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當中，幾乎每個人都有
一種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產邪靈煽動挑逗，這種噴吐欲出的物
質，就會化成巨大負面能量，迅速覆蓋人的生存範圍。



「恨」作為原動力催生了暴力、殺戮。19世紀70年代，流氓起家
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實踐了共產主義暴力奪取政權的理論，被馬克 
思、恩格斯及其後的共產黨魁列寧、斯大林及毛澤東等一再吹捧。
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巴黎公社的失敗就在於沒有
用無產階級的暴力砸碎國家機器，「無產階級不能單純地掌握政
權，而是通過暴力摧毀全部現存制度。
此即是後來被奉為共產主義根本立場的無產階級專政暴力學說。因
為「恨」的推動，中共還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
 
這種「恨」是共產主義的根本來源。「恨」和妒嫉心緊密相連，而
妒嫉心派生出絕對平均主義，即不允許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
所有優秀的人和出類拔萃的事物。共產主義鼓吹的「人人平等」、
「天下大同」就是這種「恨」的表現。很多中國人教育孩子、鼓勵
人「上進」，都是運用挑起妒嫉心的方式，用「把別人比下去」作
為上進的動力。
 
共產黨以「恨」立國，以惡治國，其大力宣揚的「愛國主義」，其
實是「恨的主義」。「黨」的詞典中，「愛國」意味著恨美國、恨
西方、恨日本、恨台灣、恨西藏、恨自由社會、恨普世價值、恨修
煉「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謂「敵人」；「愛黨」
則是恨一切黨認為對自己構成挑戰的人或事情。
 
人們不知道「恨」是構成邪靈的物質因素，是邪靈強行灌注到人身
體裡的，還誤以為這種無緣無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這種
「恨」的物質使今天的許多中國人充滿暴戾之氣，任何時候、任何
場合都可能爆發出來。其強度之大、表現方式之惡毒，甚至會使當
事人感到震驚和不解。



中共利用教育、媒體、藝術等等手段，廣泛散播這種「恨」的物
質，把學生和民眾變成貪狠惡毒、沒有底線的「狼崽子」。
 
1989年天安門屠殺後登台的江澤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澤民
其人》一書揭示了江的來源。當年秦王李世民（即後來的唐太宗）
的弟弟李元吉夥同哥哥李建成，欲在玄武門謀殺李世民未遂。李元
吉死後，惡靈下地獄償還罪業，被打入無生之門，下無間地獄，經
過千年消磨，已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無完整思想，只剩一股嫉恨
之氣。正是這一股嫉恨之氣經千年等待，最後被邪靈看中，讓其轉
生成江澤民成為中共黨魁，並成為迫害法輪大法「真、善、忍」的
罪魁禍首。
 
「恨」是一種物質。「恨」造成的行為是混沌的、無理性的、肆無
忌憚的、瘋狂的、不計一切後果的。共產黨要以「恨」征服世界、
毀滅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在此過程中它自己也必然會被毀滅。這
就是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及其實現方式。
 

 1. 超級邪惡放大器
 
幾十年以「恨」為中心的政治運動——「無神論」宣傳、「戰天
鬥地」、「以階級鬥爭為綱」、「憤怒聲討」、「深入揭批」，今
天打倒這個，明天打倒那個，對抗普世價值「真、善、忍」……給
中國留下的是什麽樣的創傷呢？人們看到的是誠信不再、人心不古
、環境污染、道德墮落。但是，人們常常看不見的是，中共給中國
製造了一個讓道德墮落的可怕機制，或稱「邪惡放大器」，就是能
夠將邪惡放大的機器。這個機器的基礎是「無神論」、不信「善惡



有報」、排斥傳統價值觀、鼓吹「慾望」。我們來簡單描述一下這
個放大器的工作機制。
 
第一，是這個放大器的輸入功能。中共把中國變成了世界上的一個
道德凹點，或者說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個低窪地。不但本土
滋生出各種道德墮落，全世界不好的東西也都往中國跑，就像一個
國際大垃圾桶。讀者可能覺得這麽說有些不習慣，但是，這是中共
造成的既成事實。國門打開之後，吸毒、性亂、同性戀，各種變異
思潮和行為，紛紛湧進中國。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種各樣的道德墮
落，加上這些外來垃圾，形成了中國社會紛雜的道德亂象。
 
第二，是這個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製造的這個「邪惡放大
器」會把各種道德亂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為沒有來自傳統文化
中「神」的約束，又沒有現代社會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慾望」
主使，自然就變本加厲地墮落。比如說性解放本來是西方社會上個
世紀60年代的一種變異思潮，但是受到來自宗教保守主義的制
約，並沒有一發而不可收拾。中共打開國門之後，性解放進了中
國，那簡直是無數倍地放大，成為社會的主旋律，可謂娼妓遍地，
社會風氣是笑貧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為官員們顯擺的資
本，社會上下競相效仿，中華大地被搞得烏煙瘴氣。中共什麼開放
得最徹底？不是經濟，當然更不是政治，一個字，就是「性」，三
十年完成了從「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徹底轉型。
 
説起這個「邪惡放大器」，「腐敗」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哪個國
家都有腐敗，這不假，可以說有人的地方就有腐敗。但是，中共統
治下的那種腐敗，今天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類歷史上也沒有第二
個。中共的腐敗是全黨腐敗，是制度性腐敗。有人說印度也腐敗，



可是印度自政府總理以下，官員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
同一顏色的國產車。印度最好的房子往往是學校，而不是政府辦公
樓。印度也沒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國旅遊。這不是因為印度太窮，而
是議會不批准這方面的開支。印度更沒有「塌方式的腐敗窩案」。
 
相比其它國家的「腐而不敗」，中共的腐敗是觸目驚心的潰爛式腐
敗。腐敗成為中國社會生存規則的一部分，在人們心中已經被默默
接受了。
 
這個「放大」的機制是如何起作用的？看看中共的掃黃和反腐，掃
黃是越掃越黃，反腐是越反越腐。因為只要不是威脅到中共統治的
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根除。正是因為慫恿從上到下的中共官員和
百姓沉湎於「性革命」和「腐敗」等等道德墮落的慾海之中，共產
邪靈才成功轉移了人民對邪惡中共本身的視線，邪惡中共才可以為
所欲為地幹壞事，才可以鎮壓這個人群，迫害那個團體，把中國人
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敗壞的深淵。
 
第三，是這個放大器的綜合發酵能力。它能綜合各種不好的因素，
讓敗壞物質發酵而製造出更邪惡的物質和現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
亂與腐敗來説，很多腐敗都與性交易有關。因為包養情婦，會激發
官員去貪腐；因為貪腐有錢，也會刺激官員去尋花問柳亂搞女人。
這二者放在一起，發揮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國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
「權、錢、色」的糜爛齷齪、喪失人倫的醜劇。
 
第四，是這個放大器還具有把邪惡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
先是掩蓋事實真相，所以號稱強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鎖網絡，屏蔽真
相，也不會給人民自主辦媒體的言論自由。然後，中共的「一言



堂」就會用歪理邪説來為中共的道德亂象塗脂抹粉。「天下烏鴉一
般黑」是中共用來給民眾洗腦的常用詞。「腐敗，哪個國家沒有腐
敗？」「山寨、抄襲，哪個國家在經濟起飛的初期沒有過抄襲？」
「性亂，哪個國家沒有出軌的官員？」「娼妓，在有的國家還是合
法的呢！」「言論自由，哪個國家能讓你想說啥就說啥？不是還有
誹謗罪嗎？」
 
因為民眾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長日久就接受了中共
的這一套強詞奪理的狡辯，就認為那些道德亂象是無可奈何的、哪
個國家也跑不掉的事情。一旦把邪惡和道德墮落之事合理化、正常
化，就永遠放棄了改進的機會。中國社會年年喊「誠信危機」，可
是為什麽越來越危機了呢？就是這個原因。
 
中共另一個常用的藉口就是什麽壞事的解決都「需要一個過程」，
騙說什麽事情總會慢慢好起來的。當年中共高層很多人反對江澤民
迫害法輪功，說法輪功提高人的道德、穩定社會，江澤民壓制一切
地說，「經濟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會好。
我們回頭看看，道德在經濟發展的「慾海」裡墮落得更快了。中共
說的「這個過程」，恰恰是用歪理邪説來合理化、正常化邪惡的過
程，只能使邪惡變得越來越邪惡。
 
光是把這些反常的東西正常化還不夠，中共的輿論洗腦還要把正常
的東西反常化。好的說成壞的，善的說成惡的，才徹底達到了顛倒
是非善惡標準的目的。
 
這就是中共「邪惡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機制。先是製造道
德低谷，讓中國這塊土壤成為人類道德敗壞的聚集地、垃圾桶；然



後是中共對道德敗壞的放大效應，只要不是威脅黨的領導的敗壞變
異行為，中共都是空喊口號，實際推波助瀾；加上敗壞物質的相互
發酵，使得邪者更邪，惡者越惡，不斷突破道德底線，放大道德墮
落的力度，這也是共產邪靈毀滅人類道德的具體體現；最後是利用
歪理邪説來把邪惡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時把原本正常的東西反
常化，甚至妖魔化。

 2. 中共把人變成非人
 
中共不間斷的洗腦和欺騙、敗壞和變異，使得現在的年輕人沒有文
化，不講道德，有些人就像狼崽子一樣，徒具人形。
 
2004年開始，大陸風行「狼文化」，從小說、電影到公司培訓手
冊，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將狼的野性、殘暴、貪婪、
暴虐的本性，運用到事業之中，稱為「拼搏精神」。許多人認為這
是生存競爭中能夠勝出的「先進」文化。換句話說，人不需要道德
觀念，在競爭中不擇手段勝出才是做事為人的衡量標準。
 
常言道：「毒如蛇蠍狠如狼」，蛇、蠍、狼沒有任何親情，連自己
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吃。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任何傳統觀念，做
事情沒有底線，在家裡唯我獨尊，在公共場合打罵父母，更甚者對
父母視如寇讎，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這樣的人管他們叫「狼
崽子」，恰如其分。

 1）思想
 
（1）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道德一片空白



中共建政後對幾代中國人灌輸歪曲的歷史，用無神論、鬥爭哲學洗
腦，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國人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也由此帶來傳統
價值在人心中顛覆，道德一片空白。
 
很多人一談到中國遠古、上古歷史，心裡馬上想到的是「迷信」。
好聽一點的，說「遠古先民對自然現象的認識和征服自然的美好願
望」創造了「神話」。這樣一來，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來的中國歷
史，變成了「神奇的想像」。談到古代帝王，心裡想到的「封建專
制」，跟中共一樣擁有「無法無天」的絕對權力。殊不知，在神傳
文化中「天子」為上天之子，需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否則，上天
就會拋棄他，派更有德行的人來替換。據此，臣民可以依「天理」
批評帝王。「天子」的稱呼並不是將帝王捧到天上，恰恰強調了其
權力是神授予並受到制約的。
 
中華傳統以恭、良、溫、儉、讓為美德，今天的人以鬥爭、以恨為
「高尚」，甚至認為自古以來中國人都是「與天鬥、與地鬥」，平
時為一點小事打得頭破血流，已成為「天經地義」；實際上恰恰是
敬神以禮、待人以恭才是真正的「天經地義」。到日本旅遊，很多
中國人驚訝於那裡人與人之間禮讓謙和的態度，其實這正是被中共
在本土上破壞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華傳統。
 
（2）人對人像狼一樣，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
 
中國人被從小灌輸無神論和弱肉強食的鬥爭哲學，目睹中共政權的
暴虐無道和蠻橫無理，長大後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為充滿暴戾
和攻擊性。中國大陸的新聞網站，經常看到這樣觸目驚心的報導：
滅門、弒父（母）、殺妻、投毒、爆炸、砍人、幼兒園老師毫無人



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兒園大開殺戒、強姦幼女、強拆、城管打人等
等，不一而足。
 
2004年間，中共委託新浪網作大型網上問卷調查，對於「戰爭中
是否可向婦孺開槍」的問題，三萬餘青年中有超過82.6%的人做了
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內的很多次恐怖襲擊後，都有很多
中國網民歡呼慶祝。如此殘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慄。
 
2011年，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倒一名騎電單車的婦
女，藥家鑫下車查看，發現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他的車牌號。藥回
到車裡取出攜帶的匕首，對該婦女猛刺六刀，將她殺死。藥的師妹
李某在網上留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怎麼沒想著受害人（藥
家鑫事件中的死者）當時不要臉來著，記車牌？」其殘酷冷血令人
髮指。
 
2013年，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2010級碩士研究生林森浩與住同寢
室的黃洋因瑣事發生矛盾，林森浩把從實驗室取得的劇毒化學品投
放至寢室的飲水機內，黃洋飲水後死亡。
 
2013年7月，北京市大興區一個公交車站附近，僅僅因停車糾紛，
一名男子將對方2歲的女兒從嬰兒車內抓起舉過頭頂摔在地上，女
童搶救無效死亡。「北京當街摔死女童事件」令社會震驚。
 
日常生活中，為一點瑣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見慣。年紀大的人
不解：中國人到底怎麼了？究其根源，這是因為崇尚暴力的共產黨
已經把「恨」灌進了中國人的血液。
 



（3）人和人就是互相騙
 
「誠信危機」大概是中國人最關注的道德話題。因為「誠信危機」
直接傷害到社會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從上世紀80年代的假菸、
假酒、假發票、「官倒」，中國人就開始呼喚誠信，高喊打假，到
千禧年之初，欺詐早已遍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誠信危機」使
生活步步為陷阱，讓中國人活得心力交瘁。
 
到了今天，假冒偽劣現象氾濫成災：從食品到住房，從商品到維
修，到看病求醫，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見父母，無處沒有誠信
危機。今天的中國人真不容易，買菜買肉要具備鑑別有沒有毒的能
力，買房要成為識別住房質量的專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夠識別疫苗
真假，甚至給紅十字會等慈善機構捐款，也要能夠鑑定其信譽。
 
避孕藥螃蟹、假雞蛋、瘦肉精、蘇丹紅、毒膠囊、毒奶粉、假論文
、豆腐渣校舍……各行業的抄襲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們已經
見怪不怪了。因大量殘留農藥、激素、除草劑、殺蟲劑、增熟劑、
保鮮劑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礙，女人生理
紊亂、生育能力低下、兒童性早熟、嬰兒畸形等等現象，成為越來
越嚴峻的社會問題。大陸知名醫學專家斷言，幾十年以後中國男人
將不再具有生育能力。
 
針對「誠信危機」，有人提出，關鍵還是政府的誠信。這也沒錯，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共產黨會講誠信嗎？讓貪官們放棄錢權
交易？開放互聯網讓人讀這本書了解真相？承認黨的造假歷史？這
都無異於與虎謀皮。
 



有人提出，需要加強法制，讓造假者受到嚴厲懲處不敢造假。但問
題是誰來監督、執行法律？誰來監督執法司法人員？誰來保證質監
局官員廉潔？
 
終於，有人呼籲回歸傳統文化。中共也在講傳統文化教育。然而在
無神論的基礎上講傳統文化和中共已經破產的道德說教有什麼兩樣
呢？告訴人們「子曰」、「詩云」，人們就會堅持誠信嗎？
 
舉例來說，當全行業都往乳製品裡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承擔任何責
任的時候，想要老老實實做本分生意的企業就會面臨成本競爭而被
淘汰。這時人們面臨的挑戰是，應該選擇即使賠本也要堅持誠信，
還是隨大流輕鬆賺錢？
 
面對明明白白做好人吃虧的社會，被中共挖去神性內涵的黨的所謂
「傳統文化」，給不出叫人堅持誠信的理由。
 
實際上，如果我們找回神傳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內涵，這個問題很
簡單。對於一個內心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的人，做好人踏踏實
實，誠實守信是上天賦予的為人之本，就如過去隨處可見的廟宇中
寫的：「你哄你我不哄你；人虧人天豈虧人。」雖然不可能人人都
如此坦蕩，傳統社會裡也是有君子也有小人，但是在今天這樣一個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會裡，只要有部分甘願吃虧、堅持道
義的人，就會喚起更多人的善良。
 
中國的「誠信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民間呼籲，到千禧年人大
提案、政府報告專門提出打造誠信社會，到如今社會學、心理學、



法律學等各領域都在研究。數十年來，誠信反而越來越危機，這顯
然不是一個簡單的「發展」中的問題。
 
中國人因為共產黨灌輸的鬥爭和謊言教育，導致了大面積人群的內
心封閉、保護自己。人很難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種畸形的戒備
他人的心態，覺得世界是危險的，人與人都是虛偽的。 「靠山山
倒」被人們奉為了真理。 「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成為社會
常態，人們處理這種畸形的人際關係很苦很累，又無法自拔，人人
又推波助瀾，使得社會風氣更加惡化。
 
數十年呼喚不停、危機不斷的誠信問題，起源於傳統價值被中共顛
覆，起源於中共鼓吹的「悶聲發大財」價值觀，起源於人們在共產
黨挑起的群眾鬥爭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當人們想要解決問
題時，發現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無解難題，因為問題是中共
製造的。
 
（4）遠遠超過唯利是圖
 
近年來，關於「炫富女」、「拜金女」的報導層出不窮，不斷引起
社會的熱議。某些年輕女子，通過網絡媒介，高調炫耀自己的身世
、財富、手段，曬出自家的豪宅、名車、名牌包、手錶、首飾等
等。在某相親節目中，當一位愛好騎自行車且無業的男嘉賓問幾位
女嘉賓：「以後願不願意經常陪我一塊騎單車？」一位女模脫口而
出：「我還是坐在寶馬里哭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讓物
質來得更猛烈些吧」的口號。
 



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義引發輿論譁然的同時，也引來很多人的豔羨
之情。這是社會病態，是價值觀顛倒的重要表徵，是中共黨文化在
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變體。從共產黨老祖宗的唯物主義到現在赤裸裸
的拜金，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5）審醜時代
 
人的審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關。正常人類欣賞的是美好的、純
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藝術。當人的道德嚴重下滑了的時候，人就
開始欣賞醜惡的東西，甚至把醜惡的東西當成藝術進行吹捧。這種
所謂的藝術又會反過來帶動人的道德進一步下滑，最終使人成為非
人。
 
近二三十年的中國社會，把低俗捧為時尚，把醜惡當成藝術。中國
有所謂藝術家吃死孩子肉，赤裸的身體上塗滿蜂蜜坐在厠所裡以吸
引蒼蠅滿身，美其名曰「行為藝術」。很多人驚呼，中國進入審醜
時代！
 
以前的兒童玩具，人們都喜歡美的、好看的，現在的玩具，越醜、
越怪異賣得越快。
 
一些網路名人為了博取出位，以醜為美。她們憑藉驚人的言論和行
為，挑戰人們對醜陋怪異承受的底線，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很多
年輕人甚至豔羨她們的「一舉成名」。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國多個城市，都出現了以廁所為主題的餐
廳。把餐館裝修成廁所的風格，用便器形狀的食器盛飯菜，並且供
應大便形狀的冰淇淋。據說顧客大多是年輕人。

 2）語言

 
（1）殭屍一般的黨話
 
《解體黨文化》一書曾經系統剖析過中共治下黨話氾濫的情況，比
如相互叫「同志」 ，還有典型的黨八股詞彙，承載黨文化物質魔
場的長期運轉，如：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
段；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
式；
3）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
級森嚴的組織結構；
4）奮鬥、自我檢查、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煽動鬥爭為
「黨」充電。
 
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大學，中國人從小就浸泡在黨話裡。小學
生寫作文要寫「紅領巾永遠跟黨走」「我愛XX黨」「聽黨的話，
跟黨走」，一直到成年之後還要寫學習「XX大」報告心得體會。
在中國的大街小巷走一走，從延安時代，到「走進新時代」，各個
時代的紅歌仍然滿天飛。
 



有人可能不以為然，覺得時代變了，現在人即使是使用這些語言，
也不再真心相信了。可是問題在於：即使不真心相信，絕大多數人
還是在使用這些語言！這說明：黨話附體在民族語言之上，就像一
個毒瘤，越長越大，被附著的生命體甚至反過來依賴這個毒瘤，更
不可能把它割除淨盡。

（2）張口就來的謊話
 
做人以誠為本。共產黨靠暴力和欺騙維持統治，說謊是中共官員的
必備素質和拿手好戲。六四屠城之後，新聞發言人面對中外記者的
提問，臉不變色心不跳地說：「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十幾年
後，中共傾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其發言人又大言不慚地
說：「中國人權狀況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小孩子從小被教育說謊，政治課、歷史課、語文課充滿謊言，答題
的時候絕不允許越雷池一步。這樣的孩子長大以後，說謊張嘴就
來，沒有任何負罪感。從政府新聞發言人到喉舌媒體的《新聞聯
播》、《焦點訪談》，從各級黨官的報告到文史方面的學術研究，
從公共領域到家庭生活，中國社會瀰漫著數不清的謊言。「《人民
日報》只有日期是真的，其餘都是假的。」這都是幾十年前的認識
了。中國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謊言的國度。敢於說真話、講真相的
人鳳毛麟角，被視為異類，甚至被聯合絞殺。這是中共全面敗壞社
會道德的直接惡果之一。

（3）大行其道的痞話
 



古代中國可能是世界歷史上官員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國家。漢代開
始，中國開始有比較完備的官員遴選制度，從隋朝開始一直延續到
清末的科舉制度，選拔了大量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輔佐皇帝治理
國家。從流傳下來的正史和各種史料來看，中國古代政治和社會的
文明程度令現代人驚訝不已。溫柔敦厚的詩教，溫良恭儉讓的古
訓，都使古人說話平和、寬厚、謙讓、禮貌；痞子語言從來不曾登
上大雅之堂。
 
這一切到了共產黨這裡就徹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時就是流氓無產
者，中共黨魁的痞話堂而皇之地進入文件、報紙、文集甚至詩歌
中，成為民眾效仿的對象。「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
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 「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
牲三億中國人。」「上邊放的屁不全是香的，這裡也有對立，有香
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此後，共產黨每一代黨魁都如法炮製，
放狠話，說歪理，鄧小平的「學生娃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
了」，江澤民的「悶聲發大財」，針對法輪功的「名譽上搞臭、經
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不管是內容還是表達方式都邪惡至極。
上行下效，暴戾之氣席捲了全社會。

（4）鋪天蓋地的髒話
 
中共的墮落是無底線的，中共造成的中國人的墮落也是無底線的。
現在很多空虛頹廢的中國人，只好靠罵人來維持心理平衡，用說髒
話來宣洩心中的憤懣，用自我作踐來顯示卑微的存在感。幾萬人在
一起大聲吼罵髒話的場面成了中國足球賽場上的常態；種種自我作
踐的語詞成為流行語，被網民每天千百萬次地使用。
 



中文網路上充斥著各種難以引用的粗口。現實生活中，甚至妙齡少
女在大庭廣眾之下也可以肆無忌憚地說髒話。使用如此粗俗語言的
人，其精神世界是多麼的骯髒和荒蕪！

 3）行為低下
 
中國以禮義之邦著稱。先秦典籍「三禮」（《周禮》《儀禮》《禮
記》）裡詳細記載了中國古人極為豐富優美的禮儀，也探討了禮的
天道根源和禮背後的哲理。這種禮的精神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之
前。有人也許還記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多麼彬彬有禮。可
悲的是，中共統治幾十年後，這一切徹底被毀了。
 
禮必須有節，節就是「節文」，即「規矩」。古代兒童啟蒙，首先
教的就是「灑掃應對進退」這些生活中的基本規矩。老一輩的人常
說：「做人要有做人的樣子。」這句淺近的話裡面包含了很深刻的
道理。神給人規定了行為規範，並且通過典籍、禮儀、習俗等一代
代傳承下來。
 
家規家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家規家訓延續了
幾千年，說明它的存在對於家庭和社會確實具有重要意義。三國時
期諸葛亮的《誡子書》、唐太宗的《誡皇屬》、康熙皇帝的《庭訓
格言》、南北朝時期顏之推的《顏氏家訓》等都是做人和維繫家族
自治的規範，對於後代教育、家庭倫理、家族事務、自身修養、為
人處世、興家立業、報效國家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直到中共
篡政以前，中國民間仍然流傳著大量的家規家訓，成為人們立身處
世的基礎。有人曾經總結過流傳很廣的家訓三十條，其中包括：
 



不許不稱長輩為您；不許抖落腿兒；不許不叫尊稱或名字就說話
兒；不許當眾喳呼；不許說瞎話兒；主人動筷子客人才能動；回家
要跟長輩打招呼等等。
 
雖然看似瑣碎細小，但對於規範個人行為、融洽人際關係，卻非常
重要。
 
人的行為舉止是人的教養、德性與智能的外在體現。中共破壞道德
、讓人言談舉止隨心所欲、沒有規矩、行為低下，把很大面積的人
群變成劣等的人。
 
中國古人重視人的儀表，讓人「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臥如
弓」，現在的中國人很多彎腰駝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狀，姿態不
雅，氣質不佳。
 
在國際上，中國遊客的行為常常讓人側目。他們大聲喧嘩，在名勝
場所吸菸，隨地吐痰，隨意插隊，隨意攀爬名勝古蹟。中國遊客數
量激增且不講文明，令瑞士人感覺「受到擠壓」，有旅客投訴中國
人在車上隨地吐痰，並沾在其他旅客的鞋子上。為解決這個問題，
瑞士人給中國遊客增開了「專列」。
 
更有甚者，2015年，一名中國女子在英國巴寶莉名牌專賣店門前
把著小孩大便。2016年8月2日，在聖彼得堡參觀的中國旅遊團
中，一位母親為了讓自己孩子上廁所，直接就讓小孩在俄國皇宮葉
卡捷琳娜宮大廳歷史悠久的豪華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驚所有葉
卡捷琳娜宮的工作人員，從館長到普通服務人員都趕到現場查看和
處理。工作人員稱，這是歷史上首次發生這種事情。



中國人的素質真的那麼差嗎？其實並非歷來如此。現今國人的素質
低下是共產黨數十年如一日破壞傳統文化的結果。

 4）人像怪物，不像人樣

 
相由心生，人心的變化會影響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殘和
變異之下，中國人不光心靈變得荒蕪、粗礪，連外形和表情都變得
不一樣了。
 
近年來社會上老照片流行，現在的中國人開始懷念從前人的質樸和
純真。晚清、民國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氣質像個人樣，男人像男
人，女人像女人，能體現出人的優美儀態和傳統文化的積澱。很多
人看到自己祖輩在幾十年前的照片，紛紛感歎那時人眼神中的純淨
和善良。
 
不管在東西方傳統的影視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
人嚮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舉止是相對負面、醜的和低下的。中共
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個正常的文化中成長起來的，正的因素居
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滿正氣。這樣的演員演壞人，往往要反覆
揣摩怎麼「變」壞，仍然很難學像。現在中國大陸的演員是在中共
黨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長起來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
痞氣霸道，流里流氣不正經，演好人要學，還學不像；演壞人不需
要學，自然而然地演就很像。
 
過去的人把「妖氣」「魔性」當成貶義詞來用，隨著社會上負面因
素的增加，現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氣」讚美演員有氣質、有才氣、



有創意。「魔性」成了一個正面的形容詞， 用來形容人、事、物
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輕人經常用「這個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
笑聲」等等表達讚許之情。 「有妖氣」變成了漫畫網站的名稱，
「妖怪管理局」成為電視劇名稱，該劇組以「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
隻妖」為主題，面向全球徵集「有妖氣」的演員。這從側面表明，
經過文化的破壞，人們的審美觀發生了多大的變化。
 
當今社會的許多中國人氣質和形象庸俗醜陋，不修邊幅，油膩猥
瑣，穿衣服花里胡哨，睡衣出街成了社會常態。現在很多男孩子無
陽剛之氣，說起話來嗲聲嗲氣，娘娘腔，以身材纖細為美，染著頭
髮，眼神飄忽迷離，扭捏作態，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截褲
子，頭髮剃得要麼像茶壺蓋，要麼像鳥窩，或者留很大一團像假髮
套在頭上。女孩子穿著中性，髮式奇怪，面無表情，眼神陰冷，受
鬥爭哲學影響，傳統的溫柔賢惠被強悍剛尖替代，越來越沒「女人
味」。社會上流行「賣萌」「裝嫩」「裝酷」，成年人的行為向低
幼發展，不分場合地撒嬌和打情罵俏。
 
不用和古人比，就和幾十年前比，這樣的人已經遠遠低於神給人規
定的儀表和行為的規範，表面形象就像怪物一樣，這還是神造的人
嗎？神還承認這樣的人是人嗎？這樣的人不危險嗎？

 3. 中共國幾成狼世界

 1）為老不尊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傳統的中國老年人因為其智慧和經驗、自尊和仁厚，是社會
中最受人尊敬的群體。
 
清朝康熙帝曾經兩次在暢春園和乾清宮舉行千叟宴，宴請65歲以
上蒙、滿、漢文武大臣以及致仕人員達千人以上。乾清宮的兩次筵
席上，康熙與赴席老人們飛觴飲宴，皇子、皇孫們侍立觀禮，並為
老人們斟酒。為紀念這兩次盛會，康熙帝即席有賦《千叟宴》詩一
首，並命大臣們「賦詩記事」。
 
時至今日，很多老年人的行為卻常常令人側目。「廣場舞」、「暴
走團」擾民引起投訴已經不是新聞了。2017年6月，洛陽廣場舞老
人同年輕人爭奪籃球場，不惜對籃球少年揮拳相向。各式各樣的
「碰瓷（訛詐）」手法花樣百出，受害者有冤難申，有苦難訴，造
成「老人不敢扶，兒童不敢護」的社會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
車上撞想訛取賠償，還理直氣壯地說，「我這不是老了嘛！」意思
是自己年齡大了，做別的事做不了，為了弄錢就做這種壞事，自己
還覺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車上因為一女孩不肯為其讓
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現了老頭戶外集體
買春的不堪情景。
 
有人調侃說：「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這樣的事情
絕非偶然。中共建政後出生的幾代人，漸漸步入老年。他們成長的
年代，恰好是共產黨發動的一次次政治運動的時代。這些人不但沒
有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反而被灌輸了中共的階級鬥爭學說，骨子
裡是邪靈埋下的「恨」。他們親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搶，有些



人自己就是「紅小兵」、「紅衛兵」。他們的種種不文明舉動，無
非是延續了年輕時候中共培養的行為模式。

 2）奸猾早熟的孩子
 
中國很多小孩子在家長和社會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現了與年齡不相
匹配的早熟。他們什麼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的小孩子直言不諱
地說：「長大後做貪官。」
 
某電視劇裡有一段小孩與大人的對話。前反貪局長的兒子，還是個
小學生，說他們體育課要想踢球，就得行賄，他都交了錢最後還是
連個替補也沒當上，氣得鼓鼓的。他自己也有生財之道，同學要抄
他作業，他一次收費五塊，行情不好的時候收費三塊。小小年紀，
就有了與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不花錢辦不成
事，現在都這樣。」這是電視劇裡的情節，爲了不破壞中共的「主
旋律」，這些反映陰暗面的東西極其有限，現實中的故事只能比這
更厲害。
 
某14歲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網路，其「表演」下流猥瑣，網絡評論
說他的表演「騷氣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會覺得
噁心反胃。14歲，本應是天真爛漫、長身體、學知識的年齡，卻
被糟蹋得沒有人樣。最可怕的是，這樣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
捧，讓人情何以堪！隨著道德的下滑，近來大陸直播平台出現了小
學生等未成年人脫衣、裸體直播。有一名自稱2005年出生的小學
生在與調查者微信對話中稱，她做裸體直播不為錢，就是為「好
玩」；她還自豪地說，她在她們班裡粉絲最多。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共鼓吹物慾、刻意毒化的社會風氣，
造成了千百萬這樣的少年，誰又有能力消除其惡果？

 3）兩性道德崩潰
 
貞潔的兩性道德，正常的夫妻關係，是神規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
要組成部分。《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性關係的紊亂，是一個國家衰亡的先聲。
 
羅馬帝國的衰亡，龐貝古城的被毀，跟性道德崩潰關係極大。聖經
中記載的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座被上帝毀掉的城市，也充斥著淫邪之
事。中共的前三十年，在社會上推行禁慾主義，高級領導幹部卻淫
亂成性，據說被毛澤東玩弄的女性達千人之多。
 
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共雖然在政治上仍然緊抓不放，但在私生
活領域卻有意放縱民眾墮落。中共深知，只有把民眾變成自私、冷
漠、貪婪、淫邪的個人，他們才無興趣也無能力關心公共領域，中
共就可以隨便折騰了。各級黨官的包二奶、養情婦自不必說，普通
百姓也推波助流，造成兩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種各樣的色情場所遍
地開花，地下紅燈區林立。按摩、洗腳、髮廊、會所……全世界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有這樣名目繁多的色情場所。據統計，中國妓女已
多達2,000萬，其中職業妓女就有400萬。中國的所謂門戶網站，
甚至中共的官方網站新華網、人民網，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圖 
片、視頻比比皆是，想迴避都迴避不了。
 
為了反映當今中共官員淫亂生活的糜爛程度，網民曾對全國官員諷
刺性地設立了包二奶大獎賽，並選出九項冠軍，如包養情婦多少的



數量獎，情婦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質獎，還有什麼學術獎、青春獎、
管理獎、揮金獎……中共官僚的荒淫無恥，可見一斑。
 
以中共對社會的極端嚴密控制，如果真想掃黃，絕不可能聽任色情
氾濫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釋就是，讓中國人的性道德崩潰，就是
中共的既定政策，也是共產邪靈最終毀滅人的重要手段。
 
史學家認為，社會的淫風、羅馬人的縱慾是古羅馬帝國滅亡的重要
原因之一。中國社會的全面淫亂跟古羅馬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近
年來某些大城市的離婚率甚至超過50%。性病、愛滋病的氾濫，是
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惡果，因為政府的掩蓋，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
角。淫亂帶來的更多社會惡果正在吞噬著中國社會。

 4）各行各業全面墮落
 
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正常社會中有三種人不能墮落：一是教
師，二是醫生，三是法官。教師教書育人，告訴下一代如何辨別是
非、善惡、美醜；醫生救死扶傷；法官匡扶正義。這三種職業都需
要信仰和操守，他們的敗壞將會使社會機體大面積腐化。
 
其實，關乎社會機體健康的何止這三種職業。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
源，使社會整體道德墮落沒有底線。觸目驚心的制度性腐敗和政府
黑社會化使中共官員成為人類社會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
說：「你別跟我講法律！」本來應該為人師表的老師猥褻、強姦女
學生；本來應該用客觀中立的研究推動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福祉的
學者、科學家利用公眾對學術頭銜的信任，出賣良心，助惡為虐。



曾經被稱為「白衣天使」的醫生成為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的殺人惡
魔。
 
就拿曾經被稱作「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的道德水平理
應代表這個社會的高端吧。可是，學術領域反而成為腐敗和弄虛作
假的重災區。學術領域的道德淪陷可以說把中國人技術創新的路給
堵上了。2015年3月英國BMC出版社撤回的43篇涉假論文中，有
41篇出自中國學者；2015年8月，知名學術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
（Springer Nature）撤回64篇論文，這些論文全部來自中國；
2015年10月，著名學術出版商愛思唯爾（Elsevier）撤回5種期刊
的9篇學術論文，全部來自中國。2017年4月20日，施普林格·自然
一次性撤消旗下雜誌《腫瘤生物學》（Tumor Biology）2012年
至2016年發表的來自中國的107篇文章，這些文章被認為涉嫌同
行評審造假，也就是系統性有組織地學術造假。
 
今日中國竟然出現了世界歷史上都聞所未聞的一些「職業」，上文
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較低檔的一種。2017年7月，東北大學
畢業生李文星，誤入傳銷騙局，命喪天津，年僅23歲。各界關注
此案，更多的暴力傳銷騙局浮出水面。電信詐騙、金融詐騙、把拐
來的孩子弄殘上街乞討賺錢、職業乞丐使用QR碼、收銀機乞討、
殺人賣器官，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令人聞之色變心驚。

 5）周期性的集體腦殘
 
1989年之後，中共為解決其周期性的統治危機，又故伎重演，製
造敵人，挑動群眾鬥群眾，煽動邪靈植入中國人身上的「恨」，挑
起仇外、排外情緒。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駐南斯拉夫領館被炸事



件，發動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
2017年反韓。大量年輕人被鼓動甚至是在中共基層組織或者特務
機構的組織策動下，走上街頭，打砸搶燒，砸毀中國人的日系車、
韓系車，圍攻法國超市，砸肯德基。
 
這些人被稱為「愛國精神病突發」，港媒則稱呼這些咋咋呼呼、動
輒罵人「漢奸」的群體為「網路紅衛兵」，譏諷中共「終於養蠱成
功」。
 
最為荒謬可笑的是，中共為了在網路時代繼續操控輿論，培養了大
批所謂的「網路評論員 」、「輿情引導員」。因為傳說發個帖子
賺五毛錢，這些人被稱為「五毛黨」。比五毛黨更進一步的是「自
乾五」，即不領薪水、「自帶乾糧的五毛」。近年又湧現出了一個
新的群體，盲目維護中共的年輕網民，被稱為「小粉紅」。
 
這些可悲的年輕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湯，又
無法看到紅牆外真實的一切，只好任憑「集體腦殘」、「愛國精神
病」周期發作。

 4、末世景觀

 1）糞坑文化
 
中共在破壞傳統文化的同時，代之以國教化的邪教，在封閉環境下
給中國人洗腦。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國門打開了，但是中共並不
想把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現給中國人，反而引進了大量西方、日本、
港台不好的東西。中共通過對網絡、衛星電視、出版物的封鎖，控



制什麼樣的東西讓中國人看到，什麼樣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
社會、西方的變異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地引進中國，加上中共的
黨文化，各種污穢骯髒的「文化」開始沉澱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
之內。這造成了黨國的文化環境如同一個很久沒有清理的糞坑，進
的都是穢污。這個糞坑文化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隨著時間的流逝，
沉澱了原教旨共產主義、經過多次混合變形的黨文化、中共有意蒐
集散播的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各種糟粕、西方的變異生活方式等等，
這些穢物隨著時間的沉澱和發酵越來越厚重，使人更難以擺脫。
 
這個封閉的糞坑文化對人侵蝕力很大，只有極少數有條件的中國人
能夠親身體驗外面的世界，或者通過各種手段了解各種真相，能夠
相對污染得輕一些。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可能擺脫這個糞坑文化，從
出生到成年的漫長歲月中，都被迫在這個糞坑文化中生活，不能接
觸正常的人類社會和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使得很多中國人的判斷力、智慧、思想以及視野，都跳不出這個
糞坑文化的範圍。沒有普世價值和傳統文化的參照，使很多中國人
喪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從道德角度進行獨立思考的勇氣；其一切
思想行為價值觀等等，都以糞坑文化裡的標準為參照，不知道人還
有作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們一旦跨出國門，面對揭露中共邪 
惡、鼓勵中國人退黨、團、隊的義工，甚至無法理解這些人的動
機，不相信有人不爲名利，冒著嚴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傳播真相
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
 
當代中國人身上的種種惡劣習氣，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創造的這種
封閉的糞坑文化所反覆循環薰染造成的。「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其臭。」因為長時間浸泡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多人對此渾然不



覺，甚至樂此不疲，根本無從想像不同的社會文化，更不要說清洗
破除中共的糞坑文化了。

 2）行屍走肉
 
中共除了要求小學生集體入隊、中學生集體入團以外，對黨員還要
求他們不斷「重溫入黨誓詞」。也就是要求他們「拜邪靈」，而且
是不斷地拜，直到他們徹底成為「黨的馴服工具」，不再具有人
性。
 
共產黨在破壞了一切信仰之後，把共產主義作為一種信仰，強加給
中國人。但是共產主義是一種邪教，改革開放以後，從普通黨員到
黨魁都沒有人信仰共產主義了。傳統的信仰被打倒，共產主義的虛
假面具被戳穿，各種各樣的思想乘虛而入，占據了中國人的心靈。
 
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擊人殘存的最後一點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攜
幼、慈善捐款、見義勇為，但因為害怕被訛詐、被欺騙，只好視而
不見，置若罔聞。造成了現在的很多中國人不光沒有了神性，甚至
連人性都沒有了。
 
人除了物質生活的追求之外，人還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什
麼樣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尋我為什麼活著，乃至生死福禍等
等終極問題的答案。在自由社會的人，即使沒有宗教信仰，通過
「自由」、「正義」等正常的世俗價值的追求，也能部分滿足人的
精神需要。而在傳統斷絕、政治高壓的社會裡，人們滿眼見到的是
假的、虛的、惡的橫行，只能把精神需求轉向頹廢墮落。於是很多



人成了徒具人形的物質空殼，不具有絲毫的人的思想行為、倫理道
德。這樣的人，只能被稱為「行屍走肉」。
 
這不是「發展中的問題」，更無法「通過進一步發展解決」；這是
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整體陰謀的一部分。

 3）末日心態
 
一個心中沒有希望、徹底失去對神的信仰、失去對善良、對公正的
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個走向毀滅的民族。現在中國的整個社會
環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幾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也沒有人敢
說自己信神，因為怕被別人笑話、排擠、打擊。
 
沒有了精神信仰的中國人，開始瘋狂崇拜金錢，拜物教成為新的宗
教。成千上萬的少男少女把自己的偶像呼為「男神」、「女神」。
某些「大腕」的演唱會上，歌迷、「粉絲」如癡如醉，如瘋似狂，
痛哭流涕。有的歌星、影星道德敗壞，卻被當作神一樣崇拜。有些
年輕人不惜重金，到處追星。當人們普遍使用「神」來稱呼自己追
捧的性感偶像時，你告訴他「神來了」，他會說什麼？
 
除了瘋狂追求金錢、物質之外，很多人還表現出驚人的墮落、頹廢
、叛逆。他們酗酒，吸毒，賭博，亂性，沉溺於網絡遊戲和社交媒
體，耽讀玄幻、恐怖、靈異小說，把自己看得五迷三道、瘋瘋癲
癲，用瘋狂和迷亂填補自己空虛的精神世界。
 
中共高層也一樣具有這種毀滅性的末日心態。中共國防大學防務學
院院長朱成虎揚言：如果美國介入台海戰事，中方將首先使用核



武，把美國數百城市夷為平地，即使中國西安以東遭到摧毀亦在所
不惜。他在內部講話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儲核彈，滅掉一半以上的
人類。當然，中共黨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國平民的生命。一旦有
核戰，他們可以躲進早就爲自己準備的防核工事。
 
瀰漫全社會的末日心態造成了對生命的嚴重漠視，這既包括朱成虎
這樣對他人生命的漠視，也包括許多人對自己生命的漠視。「得過
且過」、「過了今天沒明天」、「及時行樂」、「過把癮就死」，
在末世絕望中無底線行樂。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兒園的
令人髮指的變態虐童事件只是這種心態的一個反映。

 4）無緣得度
 
現在的很多人對中國傳統文化一無所知，對中共的歷史也一無所
知。他們沒有文化，不懂歷史，不講道德，沒有是非觀念，不相信
神存在，頭腦裡只有金錢、權力、慾望。跟他們談起神，他會覺得
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喚醒他們，他們也不會相信了。
 
神造人，而且給人規定了做人的標準。如果失去了這個標準，在神
的眼裡那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屍走肉，根本不能稱為人。共產邪
靈就是要糟蹋人，現在很多中國人被中共邪黨已經變異得沒有人樣
了，神已經不把這樣的人當人了。沒有了神的佑護，人會加速地墮
落下去，直到有一天，人徹底不能要的時候，只好被銷毀。
 
真的是危險至極！

******



共產邪靈由「恨」構成，在長期運作中，它給中國人的身體內灌注
了一層「恨」的物質，「恨」衍生出暴力、殺戮和種種暴戾之氣。
只有良知和人性復甦，才有希望去除這種「恨」的物質。
 
為了毀滅全人類，共產黨破壞了中華傳統文化，把人變成非人，把
一個曾經文明美好的國度，變得國已不國。
 
神慈悲於人。生命來自美好的天國世界，神不願看著他們這樣被毀
滅，因此不斷發出慈悲的呼喚。讀懂天象，體會神的慈悲，才能看
到得救的希望。
 
解體中共，全面清除共產主義在人間的各種表現，回歸傳統，守住
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