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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憲政精神的政權，連招牌都是 
假的。

美國人的世界觀其實也簡單，

就看你是不是普世價值所認定的憲

政國家，就在價值觀上，你是不是

一個文明國。如果你是文明國，那

我們就是朋友與夥伴，可以合作與

協同。前提是我們運作的邏輯是相

同的，所以我們可以互相信任。如

果你不是呢？那就看你這個政府是

不是危害到美國的國家安全與利

益，甚至會看你是否違背美國的價

值觀。

香港反送中運動，讓美國與

全世界民主國家正視一個簡單的事

實：就是中國並不是一個文明的國

家，距離現代普世文明的均標甚

遠。其次，中共在美中貿易談判中

所表現出來的屢次背棄前約的行

早在此前，美國參眾兩院多名

重量級議員已就香港問題表態，措

辭強硬，突顯美國人民對於香港市

民一面倒的支持。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共和黨）

領袖米奇．麥康奈爾警告中共：對

香港抗議活動的任何暴力鎮壓都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參議員盧

比奧則認為，香港問題突顯中共是

邪惡的專制主義者。盧比奧說，共

產黨違反了對於香港回歸的所有承

諾，這代表他們即使和美國簽訂協

約，也同樣不會講誠信。

我個人認為，講的最一針見

血的是五角大樓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的中國首席戰略家羅伯特．斯

伯丁。他說：「美國政府會支持香

港。不僅僅是來自政府，而且還有

美國國會和民眾；而且不僅僅是美

國，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他們都

看到了中共把施加於中國大陸民眾

的（惡法）強加於港人，他們也

看到了港人的和平抗爭。」

羅伯特還說：「它深深的懼怕

美國的憲法，因為美國憲法的創建

是為了防止在我國境內的任何一個

機關擁有絕對的權力。一旦這個理

念在中國人民的思想和心靈中建立

起來的話，它將是中國共產黨心上

的一把刀。」

我認為，有必要深入詮釋羅

伯特先生的這段話。如眾所知，美

國是一個憲政國家。衡量一個國家

是不是現代的文明國家，就看他是

不是一個憲政國家，中國顯然不是

憲政國家。我指的憲法，不只是那

部文字上的憲法，而是這個國家從

每個人民到政府的整個運行邏輯。

現代憲政國家幾乎是奉行「主權在

民」，權力是分立而制衡。更重要

的是，他是公民社會，公民既承擔

社會的義務與責任，同時也是這個

國家的主人，這樣的公民擁有自主

權，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

中國並不是憲政國家，關鍵

「人民共和國」幾個字都是騙人

的。就說 Republic 這個字，字面

翻譯就是「重新—公眾化」，就是

說，你掛上這個字，就代表你是一

個公眾治理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由人民公眾一起治理，是嗎？

中國是共產黨一黨專政，是一個違

G7峰會各國領導人26日就香港議
題，發表聲明重申《中英聯合聲

明》存在與重要性，支持香港自

治，並呼籲避免暴力。

為，各種說話不算數，以及國家級

的專利與知識產權的竊盜，再再突

顯中共的確遠不是個文明國家，雖

然美國一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

之腹」。

中共為了打擊香港人民的反送

中運動，其手段也被看清。除了繼

續抹黑反送中運動，其他如動用黑

社會，還有在海外搞大外宣，宣傳

反送中運動為港獨。其留學生還大

罵髒話，突顯其素質之低劣。就在

這兩天，他們逮捕了幾名年輕的代

表性人物，無非是製造恐怖氣氛。

他們全面鋪天蓋地的打壓，就是不

肯走出來和市民理性對話。可以理

性和平解決的問題，為甚麼非要搞

得這麼腥風血雨？

羅伯特先生說的精采，中共領

導人就是害怕美國憲法所代表的意

義，就是國事為大眾所共同治理。

記得 100 多年前，孫文先生

就說過一樣的話，政治乃眾人之

事。他要建立的是一個合眾國，就

是 Republic of China。孫文先生

是廣東人，當年的革命志士多是廣

東人。孫文說，香港給了他革命思

想的啟蒙。這位廣東人看見美國、

英國的憲政，心嚮往之，於是推翻

滿清，建立民國。可是，中國人豈

是那麼容易被啟蒙？時值今日，中

國人還是奴隸思想居多，很難讓憲

政思想生根，讓人民從奴隸變為公

民。這個質變不完成，中國人如何

改？如何真正富強？

我個人以前寫過多篇文章，

我認為美國的文明根基在於基督信

仰。他們對於人的尊重來自於聖

經。孫文先生也是基督徒；臺灣的

李前總統，也是基督徒。他們都信

神，都有天下為公的精神。香港反

送中運動中，我們也可以看見這批

具有真正公義精神的人，不畏中共

的威嚇，硬是捍衛正義。

班農先生說，香港「反送中」

運動中年輕人表現出來的勇氣，讓

他想起了美國 1776 年獨立運動中

那些堅韌不拔的愛國者，沒有這些

愛國者就不可能有今天獨立的美利

堅共和國。我則想起當年那些推翻

滿清的先賢先烈，只是他們推翻

了滿清，現在中國人還在共產黨

的洗腦與統治下，無法真正獲得 
自由。

今日香港的年輕人一樣英勇的

與共產黨搏鬥。香港雖彈丸之地，

卻是革命的原鄉，美國已經不袖

手，英國也有正義聲援。憲政國家

都會維護這種合眾國之精神，維護

一地之民的自主呼聲，當香港爭到

自由那天，全中國會被喚醒，14
億人也將獲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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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運動彰顯自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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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最大分歧不只在貿易 更在於意識
美中雙方在貿易戰中有著不可

彌合的距離，但這並不是雙方最大

的分歧。美中最大的，最根本的分

歧是意識之分歧。這一分歧在今夏

川普總統會見 27 位受宗教迫害的

倖存者則可以看出。這 27 人中有

4 人來自中國：維吾爾穆斯林、藏

傳佛教徒、法輪功學員與基督徒。

「在美國，我們始終明白我們的

權利來自上帝（神），而不是來自

政府」，川普總統對這些倖存者說：

「你們每個人都因信仰遭受了巨大的

痛苦，你們每個人現在都見證了在

全世界推動宗教自由的重要性，我

將永遠與你們並肩站在一起。」

川普總統所言的，代表了「宗

教寬容」這一普世的價值。然而，

這種宗教寬容的精神得來並不容

易，這是人類社會理性化的結果。

因為，歷史上宗教間打擊異己、異

教可說是司空見慣，史不絕書。然

而，就在今日，宗教間的矛盾衝突

雖然還是存在，但是，宗教寬容的

態度也慢慢成型。不同宗教間，可

以互相包容，不必爭個你死我活，

這無疑的是一種進步。川普總統

本身是基督徒，他卻願意和「異教

徒」們，並肩站在一起，推動全世

界的宗教自由。我想，這是美國之

所以強大的原因之一。

有人批評川普總統，說他「歧

視」伊斯蘭教徒。我想，它針對的

是非法入境的伊斯蘭教徒。身為美

國總統，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他

有權力阻止非法入境的人。將川普

總統的這一行為和中共的行為相提

並論，是相當不正確的。因為，中

共是無差別的迫害境內的各宗教信

徒，所採用的方式是極端殘忍的，

包括了虐殺與活摘器官，這已經超

越「歧視」的範疇，直接是「反人

類」的國家級犯罪了。

中共迫害宗教的惡行可說是

罄竹難書。筆者約略分幾個層面來 
探討。

第一個層面是精神層面，也是

最根本的層面。就是中共他是徹徹

底底的無神論者，他是反基督的，

反一切天、地、人、神的邪惡政權。

以前的宗教衝突與戰爭，那

是不同信仰間的事。我的神不是你

的神，因此而爭戰起來。當然，這

種戰爭其實也不該發生，因為神是

教人為善，以善化人心，度化眾生

為目的的。撇開這個不論，宗教之

間，井水不犯河水的情況是大多數。

可是，中共對於宗教是全盤

的迫害。他本身不信神，甚至否定

神，於是一切與神有關的文化、理

論、教義等，他們是一種仇恨的情

緒，從根本上否定神。所以，他們

對於宗教的打壓，絕不是像過去

「崇儒滅佛」，或是「興道滅佛」之

類的。他是全面的否定人類宗教，

套句現在的話，就是他對於宗教的

迫害是「無差別迫害」，只要你是

一個信仰，不管你信的是啥，它必

滅之而後已。

今天中國境內的宗教，只要中

共的權力所及，他必然要對你施加 
迫害。中共本身是「西來幽靈」，這

個見諸於共產黨宣言的名詞本身就

饒富宗教意味。他其實不是幽靈而

已，他是紅色邪靈，企圖在全世界覆

蓋血與火的嚴酷，也就是，從精神

層面來說，中共對於宗教的迫害，

其實是對於神的汙衊與敵視，只要 
中共不滅亡，這種迫害就不會停止。

第二個層面我們得從宗教本身

來探討。宗教代表人類對於宇宙萬

事萬物的終極關懷。人類對於生從

何來，死往何處去的追尋與探索，

西方的哲學家、神學家或修道士，

無不渴望得到最後的答案。這樣的

傳統，西方從中古以來受到基督教

文明的影響，就孕育出了宗教。從

西方宗教的概念上來說，當代宗教

有濃厚的基督教世界的基礎，核心

內涵就是「人與神的關係」，也就

是造物主與被造者的關係。

嚴格來說，中國傳統上並沒

有西方意義的宗教。中國人對於人

生意義的終極關懷是和天地人的秩

序聯繫在一起的，整個中華文明就

是人生的終極關懷，他本身就是神

傳的文明。從禮儀、文字、政治等

等，中國人生活的文化體系就涵蓋

了「人與神的緊密關係」。

西方三大宗教都是一神論。可

是中國人敬天祭祖，幾乎是泛靈的

信仰，萬事萬物皆有靈。而且，中

國人有明確的修煉傳統，就是一個

人可以修佛、修道而成神登仙，民

間文化都是這樣一個概念。儒教在

中國，變成了「士」這個階層，成

為入世的一個群體。佛、道兩家則

是有離開世俗修行的，也有在廟裡

修行的。而且佛道思想融入了中華

文化中，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中

國人沒有政教分離或合一的問題，

皇帝本身兼具兩種身分，一種是天

子，一種是帝王。政即是教，這和

西方宗教有根本上的差異性。

由於中華文化的包容性，中國

人向來不排斥外來宗教，佛教是印

度傳來的，唐朝時傳入景教、伊斯

蘭教。明末，耶穌會教士來傳教，

後來基督徒也紛紛來傳教。中華文

化本身對於外來宗教，一向是採取

寬容的態度，兼容並蓄之。

中共呢，一向以中國唯一合法

政權自居。但是，他其實不是中國

人的政權，他是蘇維埃政權。他和

傳統中國人包容外來宗教的特質截

然不同，傳統中華文化是把外來宗

教給吸收了，就像佛教成為中華文

化的重要一環一樣。中共則不然，

中共不只迫害外來宗教，而且在那

之前，他已經把中國人自己的宗教

給迫害殆盡了。

中國人敬天祭祖，中共呢？根

本上否定天、地、人、神，毛澤東

要與天鬥與地鬥，還其樂無窮。他

們把傳統的神傳文化當成「四舊」

來破壞，幾乎五千年留下的文物與

古蹟都被砸了。不僅如此，他們殺

害僧人與道士，勒令尼姑與和尚還

俗而後通婚，他們對於中國的宗教

迫害打從 1949 年就開始了，甚至

更早之前就開始了。

也就是說，中共迫害宗教徒不

是最近的事。他也不只是迫害「異

教徒」，他的存在就是要毀滅神與

人的這種「天人合一」的關係。

中共先把中國人自己的文化體

系給迫害了。由於這個緣故，當代

中國人的信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民國以前的中國人和這一代中

國人是屬於「不同的中國人」，前

者接受著神傳文化的薰陶，後者則

是被有意的塑造成共產黨的徒子、 
徒孫。

第三個層面是，中共對於世界

的危害。如前所述，中共本身就是

敵視神的。可是全世界各民族都有

其傳統信仰，如果任令中共擴張，

各國的傳統信仰文化必將遭致共產

黨的摧殘。二戰時，德、日、意這

些國家之反共，就是他們反對共產

黨之擴張。試想，日本萬一被共

產黨統治，哪還會有神、道、教？

哪還會有天皇？神、道、教都要信

黨了，是不是？看看西藏、看看新

疆，中共就是這樣搞的，他讓你的

教從此信黨，歸共產黨管，而不是

歸神管。看看中國大陸的和尚，吃

肉、喝酒不稀奇，抱著女人招搖過

市等等。把宗教敗壞了，人心失去

了最終的關懷與希望，於是整個社

會道德下滑，完全失控。共產黨如

文 |宗岳 今是騎虎難下，這些毫無信仰的百

姓，全社會道德的失控，讓其根本

無法統治下去！

就在川普總統會見法輪功人

士以及其他被中共迫害者的同時，

法輪功修煉群體在世界各地舉辦活

動，提醒各界法輪功被迫害已經挺

過 20 年了。這個源自於中國古老

傳統的修煉法門，因為中共的迫害

使得其內涵不為人們所周知，許多

人僅以氣功或是宗教視之，其實，

都不是準確的理解，他是中國古代

那種高深的修煉法門，讓人圓滿的

同時，其附帶作用是能夠使得社會

精神文明也跟著提高。

當年中共內部也做過研究，深

知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

害」。是的，國家社會的繁榮與昌

盛繫乎人心，共產黨那一套敗壞人

心，使人們成為毫無性靈的經濟動

物，失去了人生終極關懷，純粹追

逐眼前的名利色情，這是社會的毒

根。法輪功教人向善，成效卓著。

誰能夠教化當代十幾億中國人呢？

我們可以將中共對於法輪功的

迫害視為中國人的厄運，不單單是

人權或是文明議題而已。假若法輪

功沒被迫害，從 1999 年後，又更

多人修煉「真善忍」，那中國當今

會是甚麼樣子？恐怕中國面貌已經

翻新，再現漢唐盛世都是可能的。

遺憾的是，中共當年做了錯誤的選

擇，這個民族正承受著錯誤選擇的

苦果。

如今川普總統要站在神的一

邊，這是多大的善！正氣在回升，

這個惡貫滿盈的中共惡黨，已經坐

在烽火危城裡，面臨神聖的圍剿。

宗教復興意味著人類的覺醒，人類

將從無神論裡走回神的懷抱，那將

帶來一個全盛的時期！我們生活在

這個關鍵時刻，正在見證神的歸來

與文明之復興，善哉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