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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的馬列邪說；政治上，中

共只能說是俄國人所建立之共產

國際下的一個遠東區小老弟。中

共建政後，言必稱老大哥，實則

俄國人扶植的兒皇帝；文化上，

中共倒行逆施，反傳統、毀道

德，五千年傳統幾乎毀在其黨專

政時。中共殺中國人最在行，可

說專殺中國人，據估計，被殺害

的有一億之眾。

中共的十月一日，就是打倒

中華民國，建立蘇聯兒皇帝政權

的日子，所以，本質上那天是中

國人成為亡國奴的日子，稱十一

為「國殤日」真乃一針見血之定

論。中國人真正的國慶日，應該

是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不是中

共建政的十月一日，其理甚明。

前面說，中共信奉的是西方 
人的馬列邪說，我覺得需要補充。

試看現在世界文明國，哪國還在 
搞共產主義？光是社會主義黨派 
就足以使其步入衰運。如果中共只

搞北歐式的高福利、高稅收之社會 
主義也就罷了，中共實則搞的是最 
壞的資本主義加上最壞的共產主義，

極制度上之最劣者，以搜刮民財。

政治上，中共不是古代皇朝

宣示武力的同時，習近平再

度喊話一國兩制，老調重談的堅

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領導。

相隔九天，也就是十月十

日，中華民國歡度了建國 108 年

國慶。當然不可能出現閱兵，

最多就是學生組成的儀隊遊行。

國慶的主人理所當然的是全體國

民，以各類方式慶祝國家的生

日。遠在南臺灣的屏東晚間施放

國慶煙火，吸引人民的參與。

蔡總統在國慶演說中提到，

拒絕「一國兩制」是 2300 萬臺灣

人最大的共識；「中華民國臺灣」

6 個字，絕對不是藍色，也不會是

綠色，是整個社會最大的共識。

她呼籲臺灣要團結，「一定可以找

到彼此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中共的那個「國慶」，適逢香

港人民覺醒起義的時刻，港民稱

之為「國殤」。香港反送中運動，

暴露了中共流氓惡霸的嘴臉，其

黑幫治港的模式，更在 70 國殤日

給全世界人上了一課，看清何謂

共產黨。

其實，中華民國的雙十國慶，

那才是中國人真正的國慶。雙十 
國慶意味著，幾千年的家天下皇 
朝被終結，中國人開始建立一個 
等同於西方模式的民主共和國。 
孫文先生推翻了滿清，並不是要

建立一個孫氏皇朝，並不是「以

一獨夫取代另一獨夫」。我們回

到時代背景來看，最初的獨立建 
國運動是美國，他們汲取了「天賦

人權」、「主權在民」、「三權分

立」的概念，而有了獨立宣言。而

後，革命的風潮吹回法國，然後推

翻了路易十六，其中又有拿破崙的

復辟與歐洲保守勢力的重新抬頭，

但是，民主的浪潮已不可遏止。

中國的革命可視為全球民主化

浪潮當中的最後一波東方巨浪。最

初也沒有甚麼「主權在民」等民主

思想，較多的成分或許是滿漢間 
狹隘的民族主義，漢人要趕走滿

人，這樣的情緒大於民權本身。

清朝末年，要民智未開的人

民接受共和，能夠理解革命深

義？那真是談何容易。保皇黨自

有一套讜論，好像保護慈禧太后

就是愛大清了，愛大清就是要保

慈禧。袁世凱顯然是這種人物，

對於共和之信道不篤，註定了他

走回頭路，搞帝制去了。

總之，中國人在支持立憲改

革，或是推翻滿清間，擺盪了幾

年。最後，孫文整合了幾個革命

勢力，或許得到外國的支助，總

之是迎來了辛亥革命，這就是中

華民國臺灣所慶祝的雙十國慶，

他的意義代表的是推翻專制，建

立共和，中國人結束了幾千年的

皇朝，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民主

共和國。

中共所謂的國慶代表的又是

甚麼呢？學術上，中共信奉的是

十月一日，習近平用擴大閱兵的方

式，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慶祝所謂建

國70週年的國慶。不意外，這種窮
兵黷武的方式，或許可收一些鞏固

內部統治的短期效果，可是，對於

民主法治的其他國家來說，這樣的

閱兵在外交上是反效果。

的家天下。家天下若得明君，賢

臣輔政，則是一個大的治世。當

然，皇朝末年，祖制隳壞，小人

當政，那自然便改朝換代，這是

中國一亂一治的循環之理。中共

則是政治制度中最劣者，為黨天

下，黨者尚黑，幾大家族把持分

贓，互相內鬥又維持恐怖平衡，

聖賢才智無法上位，滿朝文武都

無德。反貪腐幾年，共產黨自己

證明了他的從政黨員素質與道德

低劣，這種政治制度，正是禍害

中國人道德心性主因。政治之不

清明，人心自然無從教化，看不

見未來，全民一團黑矣！

所以，今日中共建政 70 年，

猶然底氣不足，膽寒心虛，必須

閱兵以壯其膽，為甚麼？他心知

肚明，他不是中國五千年來一以

貫之的正統政權，他統治的正當

性是沒有的，來自於老百姓的無

力反抗，與在此基礎上所獲致之

其他國家的承認。從傳承上來

說，中共非但沒有絲毫中華文化

的傳承，實際上說，中國五千年

文化也沒有哪一個朝代敢於反過

來迫害自己的文化，當成四舊來

破除。這是自絕於列祖列宗之罪

惡的漢奸政府，早已失去民心，

不配當家主政。

目前，它隨時可能倒臺。尤其 
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他歷來用的

「恐怖統治」與「錢權收買」都 
不靈，香港年輕人根本不吃他那

套。中共害怕的就是人民不怕他，

不怕就無法使人心生畏懼，統治 
的成本就會提高，所以，香港問題

上，中共是被點了死穴了。這時

候，他還要秀肌肉，其心態完全是

弱者的邏輯，示強以掩蓋心虛。

雙十國慶日，許多香港人升 
起中華民國國旗，唱著中華民國 
的國歌。人家慶祝國慶，都是民 
間自發，發自內心的，民心向背，

昭然若揭。中共舉辦的國慶，臺 
上所謂的「三代同堂」之領導人，

氣若游絲，面無人色，似乎在舉 
辦喪禮，哪有半分喜氣？或許他們

內心都知道，大勢已去矣。現在是

能撐一天是一天，這個黨，這個 
政權能活過 70 年已經是奇蹟了！

中華民國臺灣，當年是蔣氏

來臺的小朝廷，復興之基地。這

是自孫文革命以來，唯一流傳

的中華正朔政府，也是中華唯一

實行民主共和之地，但是，臺灣

頂住被中共的排擠，真正多難興

邦，而有一番小康之世。政黨輪

替三次，中華民國已經是一個民

主法治國，公民社會很成熟，經

濟發展水平很高。 108 年國慶

日，也是國民政府播遷來臺 70 年

了。這 70 年，兩岸人民活在不

同的體制當中，歷史已經證明，

中華民國臺灣的體制是符合人性

的體制，華人是可以行民主法治

的。相反的，中共還在鼓吹民族

情緒，窮兵黷武的要崛起，它帶

給世界的是災難、禍害與笑話。

所有中國人歷經 70 年的苦

難，都是中共帶來的。認清這個事

實的，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否

認這個事實的，就繼續當中共治下

的奴隸吧！香港反送中運動，我們

看見未來的希望，那是革命之火，

宛如當年推翻滿清的那把火，又在

百多年後燃起。中華民國的國慶，

就是當年革命之火的精神，如今傳

薪至香港，即將全國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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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日VS十一國殤日

大閱兵紅二代坐花車 引來輿論發酵
北京「十一」大閱兵過去半個

月了，一個天安門廣場上坐花車

的紅二代方隊遊行細節引起的熱

議還在發酵。有說法認為，習近

平「用花車將一些人推向高潮」是

埋有伏筆，而紅二代早已被認為

並非鐵板一塊。

是拼爹還是另有埋伏？

10 月 1 日，北京舉行規模

龐大的閱兵儀式，展示包括洲際

彈道導彈等新型武器。閱兵式的

奢華及勞民傷財是人們議論的焦

點，此外，還有一個焦點則是花

車遊行中被民眾戲稱為靈車的紅

二代花車。

閱兵儀式結束後的花車遊行

中，有 10 萬名當局「精心挑選」

的「群眾」和 70 組花車參與，習

近平及前中共黨魁毛澤東、鄧小

平、江澤民，及胡錦濤的大型畫

像被人高舉穿過長安街。

據閱兵當天的中共央視直播

可見，一批所謂紅色後代也坐在

花車上，有的是上將以及上將領

的後代，有的是老一輩所謂「無

產階級革命家」的後代，各自舉

著父親，或者爺爺，或者叔叔，

或者舅舅生前的照片。

這個「致敬方隊」名單有一大

串，比如：毛澤東孫子毛新宇、

薄一波兒子薄熙永、劉少奇女兒

劉婷、周恩來侄女周秉德、鄧小

平女兒鄧琳、葉劍英女兒葉向

真、楊尚昆兒子楊紹明、陳雲女

兒陳偉力、李先念女兒李小林、

朱德之孫朱和平等等。

法廣 12 日刊文稱，有人說

這是「做花車拼爹」，「這坐花車

的，不都是八旗子弟嗎？」

也有人指出這個紅二代方陣

存在「矛盾」，比如習近平現在高

舉毛的旗幟，卻把鄧小平女兒鄧

琳請來，薄熙來還住在大獄，但

薄一波的另外一個兒子薄熙永來

了，毛澤東孫子毛新宇據說在習

盛怒之下，讓他在公開場合消失

了，這次也特意請來。

文章還說，這個方陣還有一

個特點，有不少人的父親是毛澤

東的犧牲品，本身是最高閱兵者

的習近平，其父親習仲勳即遭毛

迫害；文革一號敵人劉少奇家人

也被請來了，劉少奇就是被毛發

動之文革害死的，死時名字也是

假的；羅瑞卿兒子羅箭也被請來，

羅瑞卿文革遭毛拋棄，跳樓自殺

未遂，還有陶鑄的外孫也來了，

毛發動文革，陶鑄也被打到，這

些都已眾人皆知。

彭德懷侄子孫彭宇也來了，彭

德懷在 1958 年廬山會議向毛提意

見，就大躍進寫了一封〈萬言書〉

忠告毛澤東，被毛打成彭德懷反黨

集團，文革中又被紅衛兵害死。

近年被揭表面堂皇，內裡魔

鬼，在文革中不離開毛澤東一步的

周恩來，因無後嗣，由侄女代表來

了。毛的秘書、搞意識形態極左的

胡喬木，他家也有代表出席。

副國級以上沒有親屬參加這

項活動的也有十幾人，其中有陸

定一、萬里、谷牧等。

不過，遊行中只是特別邀請

了一些紅後代參加，指定的都是

上將以上的後代，其他的後代都

被三六九等了，更別說將軍以下

的後代和參加過戰爭的老百姓後

代了。

網上流傳的〈任志強評議花

車〉文章（未能核實是否真的任志

強）認為，閱兵花車上坐紅二代，

這是用高級紅的方式，暴露出低

級黑背後的邏輯。

該作者稱：「大約是因為社會

上有一股強大的不同聲音，對其

具有威脅，這股力量中包括許多

高官的二代。之前他曾將大於他

影響力的一些人消失，現在他則

用花車將一些人推向高潮。」

作者認為，中共當局這樣做

的目的是，「一是用此來滿足這些

人的要求；二是將這些人拉到自

己的船上；三是讓這些人知道我

的權力；四是讓這些人知道沒我

就沒有你們，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五是讓社會知道，傳位是這個社

會的制度，而非獨我之行，使其

擁有合法性；六是讓這些人成為

其的擋箭牌，轉移視線；七是以

此讓反對的聲音中少了重要的支

撐，尤其是這些人中許多人都深

知其過去，用這種方式讓這些人

感恩而不再對抗；八是向世界展

示自己和中國的制度基礎，讓人

民相信是八旗打下的天下。」

太子黨並非鐵板一塊

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

俞正聲、王岐山等中共所謂紅色

後代進入政治權力核心層，加之

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反腐得到部分

中共紅色後代的站臺與支持，「紅

二代」成了一個吃香的政治名詞。

但坊間更願意稱之為太子黨。

「紅二代」當中歷來不是鐵板

一塊，比如最終被習近平拿下的

薄熙來，他與習的衝突已是公開

的事實，另外，江派二號人物曾

慶紅也是「紅二代」，他長期被視

為江派多次對習政變的幕後人物。

在 2013 年 7 月，一次紅二代

聚會中，左派代表孔丹（中信集

團前董事長）與改革派代表秦曉

（招商銀行董事長）當場爆粗差點

打起來，事件被在現場的胡耀邦

兒子胡德華曝光。

習近平反腐並沒有對紅後代

過多觸動，除了在權鬥中扯下一

個薄一波之子薄熙來落馬，尚未

文∣林中宇 有中共紅二代因貪腐身陷囹圄。

但紅色後代的特權奢侈和腐敗，

其實也是中共官場的一部分。比

如也是紅二代的前中共常委曾慶

紅家族，腐敗、洗黑錢等醜聞早

已曝光，但至今與當局相安無事。

不過中共體制內，也有一些

政見溫和，傾向自由派觀點的紅

二代，有些是因為父輩在中共政

治鬥爭中落敗而受到排擠。

其中，胡耀邦被視為中共改 
革派旗幟，其後人如胡德平、胡 
德華稟承父意，近年力主政改，

推崇普世價值，不時遭保守派借

題發揮，警告報復，所以這次閱

兵，胡耀邦後代的名字，並沒有

在閱兵相關報導中被提及。

近兩年中美貿易戰中，也有

消息指，習近平與鄧小平後代為 
首的另一幫紅後代之間裂痕增大。

2018 年 10 月，習近平完成了廣

東考察之行，在講話中罕見不提 
鄧小平，被認為是中共內部異議

浮現的表現。而網絡上流傳著一

份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講話稿，則

點名提醒當權者要「實事求是」、

「保持清醒的頭腦，知道自己的分

量。」其講話中力挺「鄧小平理

論」，但沒有提「習近平思想」。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指出，

「在紀念改革開放 40 週年之際，

中國最具權勢的兩大家族之間的意

識形態和個人分歧顯現了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