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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病毒源頭 疫情並非無解

「X疾病」預言成真
2018年世衛組織預言了一種

「X疾病」（Disease X），即病原

體未知、且有大爆發危機、難以

防範的國際流行病。如今，世衛

專家、荷蘭伊拉斯謨大學醫學中

心病毒學負責人庫普曼斯宣稱，

武漢肺炎疫情「正在迅速成為第

一個真正符合 X疾病的真正流行

病挑戰」。

是的，武漢肺炎疫情的可怕

之處就在於，對於人類而言，它

有太多的「X」，太多的未知性：

病原體未知、傳播途徑多種、潛

伏期不確定、症狀不確定、治癒

可能性不確定⋯⋯

從傳播途徑講，武漢肺炎幾

乎囊括了各種傳染病的傳播途徑：

接觸傳染、消化道感染、呼吸道

傳染、血液傳染、空氣傳染⋯⋯

從潛伏期上看，疫情初期，

人們的結論是潛伏期 14天，後來

驚爆 24天的病例，再後來出現

40天，最長的是河南出現 94天

超長潛伏期病例。武漢肺炎潛伏

期到底是有規律可循，還是完全

隨機，令人茫然。

從發病症狀上看，有的人有

症狀，有的人完全沒有症狀預警

就猝死街頭。從疫病檢測上看，

檢測呈陽性的故然是被病毒感染，

後來出現檢測呈陰性的同樣也被

病毒感染的案例，而近日臺灣專

家，臺大醫院兒童感染科主任、

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黃立民更直

言，「驗不到不代表就沒事」。

從治癒情況看，目前疫情屬

於無藥可治，只是採取一些安慰

療法，所以治癒率也極低，然而

這種情況下，一些被治癒者出院

後竟又復發，讓人們對所謂的治

癒產生懷疑。而按中共專家的最

新說法是，病毒將與人類長期共

存，更加令人不知所措。

儒家智慧給我們啟示

病毒尚未搞清，中共卻來個久

病成良醫，出書《大國戰疫》，內

容不值一論，效果且看武漢，所以

指望大國戰疫顯然此路不通。未若

回歸傳統，看看祖祖輩輩們傳下來

的那些老生常談的東西是否真的不

合時宜，還是蘊藏真機。

傳統的儒家思想中有一個理

念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所謂修身，也就是按儒

家道德標準仁、義、禮、智、信

等，提升自己的修為，按現代觀

念看，這屬於精神範疇的內容。

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

是管好家、治好國、造福天下，

按現代觀念看，屬於行為活動，

可以稱其為物質範疇的內容。也

就是說，在中國古人看來，精神

與物質不僅不是兩不相關的東

西，相反，精神與物質具有不可

分割的同一性。修身之類的精神

活動能夠影響到家、國、天下的

物質表現，有甚麼樣的精神狀

態，就有甚麼樣的物質表現；有

甚麼樣的指導思想，就有甚麼樣

的物質結果；有甚麼樣的意識形

態，就有甚麼樣的物質存在。而

中國古人將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作為一種人生理念，正是

參透了精神與物質的同一性，從

而傾其一生去實踐一種由內而外、

由己及人、由微觀至宏觀、由精

神至物質的道。

那麼當身、家、國、天下在

物質層面上出現了問題時，就要

從初始的精神層面，也就是「修

身」上去找原因。所謂修身，雖

然說開來包括：仁、義、禮、智、

信等諸多方面，但概括說來卻無

非兩種，或為正、或為邪。古人

將這兩類精神用一種物質概念——

「氣」來描述，也就是正氣、邪

氣。人不能以正氣修身，就必然

被邪氣侵體，並且，後果不僅及

於自身，還將延伸到家，波及於

國，禍亂於天下。

能夠禍亂身、家、國、天下的

邪氣的表現有多種，其中一種就

是疫病。如《後漢書．五行志》中

所載疾疫是「邪亂之氣所生」、《傷

寒指掌》所載「不正之邪氣而成瘟

疫也」、《傷寒論集注》有載「病者

邪氣也」，說的都是一個意思，疫

情是由邪氣所生。所以回到武漢

肺炎的話題上，如果用古老的儒

家智慧去解讀，這場禍亂身家國

天下的武漢肺炎是由邪氣所致。

找到病源 看透社會亂象
所以，雖然我們對病毒尚有

許多未知，但未知的只是病毒的

具體表現，而對病毒的根源，並

非一無所知，相反，傳統的儒家

思想中已經揭示了答案，哪怕病

毒有一百種修羅變相，本質上都

是一股邪氣所致。所以只要找出

造成疾疫的邪亂之氣，也就找到

了驅除疫病的方法。那麼，按儒

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

社會觀，我們沿著身、家、國、

天下這條線一路查下去，確實看

到一股邪亂之氣無處不在，在每

一個環節與層面上催生著疫病的

發展，現僅列出五點，如下：

邪亂之一：從病毒發源來看，

武漢肺炎病毒是武漢病毒研究所

P4實驗室流出，且極有可能為人

工製造，多國專家對此有過分析

論述，這裡不再贅述。加之疫情

初期，中共一直掩蓋真相，導至

疫病失控，所有這些都讓公眾形

成了一個共識，沒有中共邪黨就

沒有武漢肺炎病毒。

邪亂之二：從病人救治上看，

隔離點沒有隔離的措施，病人交

叉感染，輕症拖成重症。隔離點

包括醫院缺醫少藥，有的連安慰

治療也沒有，等於讓病人自生自

滅。一些重症患者在還活著的時

候就被裝入屍袋，扔進焚屍爐

中。種種亂象，怵目驚心。

邪亂之三：從以家庭為單位

的防疫措施看，中共一方面進行

缺乏配套措施的封閉管理，引發

次級人道災難；另一方面，中共

又因限制確診名額，致使大批病

患，不是及時住院，而是被封堵

在家中，導至家人也被傳染，以

至滅門絕戶的慘劇不斷上演。

邪亂之四：從政府的作為上

看，一方面，宏觀措施一片混亂，

從封城令到復工令，自相矛盾，

朝令夕改；另一方面，具體機構

或官員趁機腐敗，以致有截留扣

押防疫物資，轉手倒賣，大發國

難財。此外，政府機構與官員雖

然對疫情束手無策，卻忙於層層

造假，甩鍋委責，邪亂之象，處

處有之。 

邪亂之五：從疫情在全球傳

播上看，中共對世界說謊，並借

世衛（WHO）之口為自己背書。

使得國際社會對疫情放鬆警惕，

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措施。疫情

擴散到世界後，中共在無可掩蓋

的情況下，還在阻擋國際專家，特 

別是美國專家進入中國，共同應

對疫情。並且，中共不止隱瞞死

亡人數，還下令各地銷毀疫情數

據。然而，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 

在疫情肆虐時，中共竟出書《大國

戰疫》，並譯為五種文字，對外出

版發行，儼然以全球抗疫的領跑

者姿態，將無恥、無知、無畏的

三無精神，發揮極致。

由是觀之，按《後漢書．五行 

志》所載，疾疫是「邪亂之氣所

生」，則武漢肺炎疫情正是由中共

這股邪亂之氣所催生。

對症下藥 以正壓邪
找到造成疫情的邪氣之源，

接下來就可對症下藥。人不能以

正氣修身，就必然被邪氣侵體，

要想擺脫邪氣，就要正氣充盈。

所以，藥方就是正氣。所謂正氣，

孟夫子稱之為「浩然之氣」，文天

祥稱之為「天地正氣」，說的都是

一個意思。 

文天祥在他的〈正氣歌〉序言

中談及他被俘後關入土牢中的經

歷。土牢環境幽暗潮溼，密不通

風，糞尿腐鼠，汙穢不堪，文天

祥將其概括為七種邪氣。他說自

己在這種環境中被關押了兩年，

卻身體健康無病，是因為他注意

修養天地之正氣，也就是孟子所

說的「浩然之氣」，這是一個很說

明問題的例子。文天祥在那樣汙

穢的環境中無病無恙，是因為心

懷正氣，精神決定物質，於是身

體健康不染疫疾。而明人張介賓

所著《景岳全書》中，所收避疫法

則為文天祥的故事提供了醫學註

解。按《景岳全書》避疫法所載，

瘟疫是存在於天地間之邪氣，「若

人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干，自

不相染。」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人

身存有正氣，才能邪氣不侵。 

精神的作用非是迷信

說到此，相信還是會有一些

朋友受到無神論的影響，認為精

神決定物質是一種迷信，對精神

與物質的同一性不能理解。也許

另一種思路可以幫您解惑，那就

是看看無神論思想的來源。這個

來源不外乎兩種，或者來源於中

共宣傳，或者來源於科學觀念。

如果是來源於中共宣傳，只需看

看中共的官員們自己是如何做的。

從毛時代開始，毛澤東本人就是

一個非常「迷信」的人，坊間有諸

多這方面的傳聞就不再贅述。直

到現在，中共體制內官員們無不

「迷信」。江澤民因做惡太多心生

懼怕而抄寫《地藏經》以求保命；

李小琳在廟為其父李鵬做法事贖

罪；孫政才被抓後，在他的家中

發現他供奉的龍袍；還有釋永信

之流的和尚，憑著裝神弄鬼的本

事，混跡官場，可見無神論只是

中共黨官們愚民的手段，而他們

自己雖然不信正神，卻跟隨馬列

邪靈，供奉狐黃白柳。

如果說頭腦中的無神論思想

是來源於科學知識，我想說這其

實是對科學的理解有些偏狹所

致。但這個問題說起來又要牽扯

得很多，所以不在此詳述。但

僅從現象上，我們知道很多了不

起的科學家，並未以科學衛道者

的姿態，將他們的科學精神與神

學信仰相對立。如：牛頓，他在

神學領域的研究熱情絕不遜於他

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又如：愛因

斯坦，也有他的一套神學見解。

至於物質豐富科技發達的當代社

會，精神支柱的力量仍不可小

視。如 2017年哈維颶風襲擊美國

時，川普與內閣成員一起祈禱，

並將 9月 3日定為全國祈禱日。

在 2019 年 12 月 6 日，全美 50

名著名的基督教領袖到白宮，為

面對彈劾和其他重大挑戰的川普

總統做禱告。這些現象我們不能

武斷的將其劃為迷信無知，亦不

應簡單視其為一種文明儀式。相

反，這些現象的存在值得我們深

思，給予我們借鑒和啟示。

紅色宣傳只能助「疫」

事實上，作為造成這場疫病

的邪氣之源中共，其本質正是一

個邪靈。這一點，《共產黨宣言》

的開篇中，它就已自報家門，自

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只

是人們多把它當成一種比喻，卻

想不到，它真的是一個幽靈、邪

靈。這個邪靈比人類更為清醒。

譬如現在，很多人尚不知中共邪

靈正是導致瘟疫的根源，然而，

不論人們是否理解精神與物質的

同一性，是否相信正氣會帶給人

好運，邪氣會導人毀滅，中共邪

靈對此卻十分清楚，所以大疫當

前，我們看到中共加緊紅色宣傳，

它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行動力遠大

於賑災防疫。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兩軍對

陣，最可怕的莫過於對敵人一無

所知，譬如眼下的這場瘟疫。

前文中，我們從五個方面總

結了中共的邪亂之象，這五個方

面，可以概括為兩點，欺瞞造假

和粉飾邀功。然而，如果說疫情

之下，中共欺瞞造假是出於習慣

性說謊，粉飾邀功是出於一貫的

無恥，那麼還有一類亂象則充滿

了另類的詭異，這就是疫情之下

中共的紅色宣傳。

從疫區民眾傳出的視頻中

看到，在方艙醫院裡，身穿防

護服的工作人員，領著患病的

人們，跳廣場舞、跳新疆舞、歌

舞昇平中，瀰漫著末日狂歡的氣

息。幾張床位上躺著病得起不來

床的重病患，工作人員卻帶領著

一大群人圍著他們高唱紅歌，亢

奮的聲音好像撒旦聲嘶力竭的嚎

叫。還有入院的病人，在工作人

員的帶領下，火線入黨，舉著拳

頭向著血旗發毒誓，要把生命獻

給黨，讓人搞不清這是救命？還

是催命？是治病？還是送死？可

以說，這些紅色宣傳與醫療防疫

毫無關係，那麼中共為何還要搞

這些形式呢？唯一解釋就是，這

不只是一種形式，而真的是在為

中共邪靈補充能量，從而邪氣高

漲，奪人性命。

如何抵制邪氣 修養正氣
那麼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

人要如何抵制邪氣呢？剛才講過

文天祥在土牢裡修養正氣的故

事，說古是為鑒今，當今身處疫

區的民眾們也要修養正氣，而修

養正氣、擺脫邪氣的第一要務，

就是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也就

是三退。第二要務，則是在行為

上要遵循良知。比如：中共造假

中，有配合中共造假的，亦有站

出來揭露真相的，後者就是能夠

在安危之間，選擇良知的，而上

天也一定會回報於他，讓他正氣

充盈，少災多福。

當下，疫情正在向全球擴散，

國際社會上的人們要如何抵制邪

氣呢？道理與中國疫區一樣，無

論哪個國家出現了疫情，人們除

了要採取通常的防護治療措施

外，都應重視以正氣修身，才能

早日從根本上擺脫疫病的侵擾。

特別是近年以來，國際社會對中

共的黨文化輸出、技術盜竊、間

諜滲透和不公平貿易等，終於有

了警覺，加之去年在香港「反送

中」運動中，中共的殘暴在國際社

會上暴露無遺，於是新一波反共

產主義浪潮在全球掀起，與之相

應的則是一場世界範圍的全民覺

醒運動。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回

到剛才的話題，國際社會上的民

眾們如何修養正氣，很重要的一

個內容則是對邪惡之源的中共有

一個清醒的認識，不受其欺騙，

更不能助其為虐，與之為伍。此

外，還要人心向善回歸傳統。說

到傳統，各個民族間傳統的價值

觀，以及今天的普世價值觀，都

是差不多的，只是表述上有所不

同，內涵都是導人向善，修養正

氣。只要遠離中共，並加強道德

修養，按中國人傳統的養生理念

講，必然會正氣浩然，邪氣不侵；

用現代科學的話說，人體的免疫

力會大大增強。

修養正氣 度過中共之劫
就在武漢肺炎疫情肆虐之時， 

又傳出草地貪夜蛾突襲雲南、四 

川 113個縣。更有數千億蝗災預

警，今年糧食安全前景堪憂。可

以說，疫病只是邪氣的一種表現， 

邪氣還可以表現為各種災害，說 

到底都是因中共邪靈在禍亂身、

家、國、天下。慶父不去，魯難未

已，中共不去，災難不息。大疫當

前，只有明確了精神與物質的同 

一性，從精神層面修養自身正氣，

抵制中共邪氣，才是解決問題的 

根本之道，從而平安度過中共之

劫，走向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