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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吹哨人沒有被訓誡，如

果發哨人沒有被失蹤，如果真相

沒有被隱瞞，這場中共病毒（又

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原

本會從源頭上得到控制。

然而這些「如果」所以沒有發

生，皆是因為真相的缺席。

疫情為何被隱瞞

進入 4月末，疫情形勢仍然

嚴峻，向中共追責的聲浪已是此

起彼伏。我們所聽到的最多的譴

責是，疫情為何被隱瞞？

是的，疫情為何被隱瞞？因

為中共在封鎖，它封住嘴巴、封

住眼睛、封住耳朵，於是封住了

真相。

然而並非沒有人努力過。這 

次疫情中，除了吹哨人、發哨人， 

還有方斌這樣、陳秋實這樣、李

澤華這樣、趙凱這樣、張文彬這

樣，敢於站出來呼籲真相，問責

中共的英雄。

再早的 2003年，那場至今

令人心有餘悸的 SARS發生時，

也曾有蔣彥勇這樣敢言的醫生站 

出來。

還有每一次大大小小的災難

悲劇發生時，都曾經有人為真相

發聲，但所有真實的聲音似乎都

只如風中殘燭，燃盡生命，拼得

一亮，卻在熄滅前發現周圍只有

自己——有時，黑暗並不最可怕，

黑暗中的孤獨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疫情為何被隱瞞」，不

只是一句追責，同時亦是反思。

追責是對中共的追責，反思是對

自我的反思。

追責指向未來，未來不只是

中共要為這場禍害世界的疫情買

單，還必將出現國際秩序重組，

全球範圍去中共化的結果。

反思則指向過去，是甚麼原 

因造成了今天我們所處的世界， 

真相越來越少，謊言大行其道，沉

默為之助力，歲月貌似靜好？！

真相為何缺席

反思並不很難，因為它並不

牽涉複雜的邏輯、高深的思辯，

它淺白到只是一個常識。但反思

又並不容易，因為它取決於我們

能拿出多大程度的勇氣與坦誠，

去面對和接受這樣的反思，那就

是，真相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長久以來我們對真相的漠視。

是的，沒有人會是孤島，當

我們漠視真相，早晚會被真相所

漠視。

從當下的疫情說起。當吹哨 

人被訓誡時，開出訓誡書的人固 

然是在執行上級命令，但他一定想

不到李文亮散布的「不實言論」，

會在接下來的半個月內演變成將 

武漢變成人間地獄的大流行病， 

更想不到他在用訓誡、拘捕來威 

脅他人不許說話時，轉過頭來， 

自己卻被病毒包圍，更面臨可能 

永遠不能再開口說話的致命威 

脅。而他之所以想不到這些，並 

非出於醫學知識或任何理性的判

斷，而全然出於因為我沒得病， 

所以李文亮口中的真相與我無關。

類似的情形非常之多，多到

就像一個老套的戲碼，不斷重演， 

再重演。去年的香港「反送中」運

動，雖然中共在封鎖，但香港青

年「反送中」的真相，以及中共軍

警和港警在香港的暴行，在網絡上

都廣泛流傳，特別是在海外，真實

的信息很容易獲得。但澳洲、新

西蘭、加拿大、美國、英國卻發

生了當地中國留學生衝擊聲援「反 

送中」香港學生的事件。然而，

那些用骯髒語言辱罵香港學生的

中國留學生，甚至連香港人為甚

麼要「反送中」都不知道，即使

真相近在眼前，觸手可得，可他

偏偏選擇漠視真相、拒絕真相。

然而，他們想不到的是，數月

後，他們中的一些人，萬里迢迢

回國避疫，卻被扣上萬里投毒的

帽子，不僅倍受歧視，更面臨因

隔離點衛生環境惡劣而染疫的風

險。而當他們通過網絡將零星的

消息發出到網上時，卻被罵成巨

嬰，不愛國。絕望之中，是否有

人意識到，愛國留學生們數月前

對香港青年的嘲笑，甚至辱罵，

與今天的絕望處境，未嘗不是一

對前因與後果！回顧當初，為甚

麼要漠視真相，原因很簡單，雖

然香港的青年人被酷刑、被性

侵、被虐殺的真相就在眼前，但

只要那件事沒有發生在自己的身

上，這個真相就與我無關。 

再如 2019年初，中共將上百

萬維吾爾人關入新疆集中營迫害

的消息曝光後，雖然轟動國際，

但亦有不少人即使在瞭解到真相

後，亦對此漠不關心。同理，因

為被關進集中營的人不是自己，

所以這個真相與我無關。

對真相的漠視不只存在於中

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海外亦然。

此次疫情被稱為中共病毒疫情，

或中共肺炎，原因之一是，凡是

疫情嚴重的地區、或國家、或機

構，往往也都與中共過從甚密。

所以然者，一種是不知中共之

惡，受騙上當；另一種是明知中

共之惡，但只要有利可圖，仍選

擇與魔共伍，一些手握權柄、自

作聰明的人，在沾沾自喜於既得

利益與精明算計時，卻不知道這

世上所有的短視與淺見無不源於

唯利是圖。更想不到，在中共劃

定的一帶一路之類的鴻圖願景

下，先於利益到來的竟是奪命的

疫情！回顧當初，為何明知中共

之惡，還要將其作為合作者予以

接納甚至擁抱，原因很簡單，只

要中共的種種惡行沒有加諸於

我，那些惡行真相就與無我無關。

然而，我們漠視真相，真相

也會漠視我們；我們漠視別人真

相，我們的真相也會被別人漠

視。因為沒有人會是孤島，每當

一座島沉沒下去，海平面就會上

升，於是每一座島都沉下去了一

點點，總有一天，整個世界都會

沉下去。所以，不要等到沉下去

時，才想到自己曾經那樣傲慢的

漠視過你身邊的真相。

曾有一萬人站出來講真相

然而，此時說到這些，也讓

我想到 21年前發生在中國的一

次史無前例的為真相發聲的大事

件，這就是被稱為「4‧25」事件

的萬人和平大上訪。

1999年 4月 25日，上萬名 

法輪功人士到北京中南海講真

相，事件的起因是 4月 11日，當

時的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的連襟

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學院辦的《青少

年科技博覽》雜誌上發表詆毀法輪

功的不實文章。有天津法輪功學

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相關機構

反映情況，希望能夠澄清真相，

卻遭到天津防暴警察的毆打，更

有 45名法輪功人士被逮捕。當天

津法輪功學員要求警察放人時，

卻被公安告知應去北京反應情

況，才能解決問題。於是就發生

了 4月 25日的大上訪，上萬名來

自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出現在

中南海的對面。

這件事，後來被證實是中共

的一個圈套，最初是由天津公安告

知法輪功人士去北京，而到達北京

後，諸多「4‧25」親歷者談到，

是北京公安將上訪隊伍帶到中南海

對面。此外，亦有親歷者回憶到，

當時有中共特務混入上訪隊伍中，

企圖挑起人們的情緒，做出激烈行

為，但是沒有人受到帶動，人們在

等待的過程中，只是靜坐、看書或

煉功。也就是說，中共原本希望製

造一起法輪功圍攻中南海的事件，

但它們沒有想到的是，雖然有上萬

名法輪功人士到了中南海的對面，

但卻是圍而不攻，只是靜候。而

且，當朱鎔基下令天津公安放人，

並表示國家不會干涉群眾煉功後，

上訪的人們於當晚陸續散去，整個

過程平靜祥和，秩序井然。

「4‧25」萬人和平大上訪，

使得法輪功第一次成為舉世焦 

點 ——在一個真相被殘酷壓制 

的國家，居然有一萬人在同一天

走出來，為了講真話，堪稱壯舉， 

堪稱奇觀！

21年前的壯舉意義非凡
當年「4‧25」大上訪轟動世

界，各界都在靜靜觀察。觀察的

角度各有不同，有人好奇法輪功

是甚麼？有人認為中國民主運動

有了新的希望，也有人將觀察的

重點放在中共，希望從中共接下

來的反應判斷它是否有改良的可

能。誠然，對同一事件的觀察，

會因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結

論。而「4‧25」大上訪做為史上

最大規模的為真相發聲的行動，

在 21年後的今天，其意義尤為特

別與重大。

意義之一：首先，「4‧25」萬

人大上訪為我們樹立了一個維護真

相，人人有責的先例。「4‧25」上

訪者提出的三點訴求中，第一條就

是釋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輪功學

員。在引發「4‧25」上訪的天津事

件中，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輪功人

士有 45個人，而去北京上訪的竟

有上萬人，這上萬人中，絕大多數

的人並不認識那 45個人 ，但他們

並不會因為被捕的不是自己，所以

覺得與己無關。相反，他們會為那

些素不相識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

叩開北京信訪辦的大門，面對有著

血腥殺人紀錄的中共政權，勇敢的

講出真相。

意 義 之 二： 眾 所 周 知，

「4‧25」上訪的參與者是法輪功

人士，而法輪功人士所遵循的

真、善、忍原則，其首要第一位

的就是「真」。今天的疫情之下，

我們已經深刻體會到當真相缺失

時，當這個世界變得不真時，我

們的處境是多麼的危險與悲慘。

從此看去，「4‧25」上訪者們所

身體力行的「真」，不也正是我們

所最需要的嗎？ 21年後，我們意

識到「真」作為人類普世價值之一

的重大意義時，21年前，已有一

萬人站在中共坦克曾經碾壓並血

洗過的地方，為維護世間的「真」

而努力。

意義之三：「4‧25」上訪者

走到中南海，用親身經歷與誠意

澄清了事實、講清了真相，但江

澤民出於恐懼與嫉妒，執意要迫

害法輪功，於是，當年的 7月 20

日，一場「名譽上搞臭、經濟上

截斷、肉體上消滅」的滅絕性迫

害正式登場。從抓捕、酷刑、藥

物迫害，乃至活摘器官，這場極

盡邪惡的迫害持續 20多年，至今

仍在繼續。但法輪功人士在這 20

多年中卻堅持不斷的在用各種方

式講真相——這種持續的講真相

行動，任何一個願意冷靜思考的

人都會為之深深觸動。一群普普

通通的中國人用行動在歷史上留

下了參照，他們對真相的實踐，

不是口號，而是行動；不是指望

英國詩人John Donne的名句：
「No Man is an Island。」讀來發 
人深省。是的，沒有人是一座孤

島。特別是在當前的疫情下，這 
句話令人倍覺冷峻。武漢淪陷 
了，於是中國淪陷了；中國淪陷

了，於是世界淪陷了。然而，從武

漢，到中國，再到世界，一步步攻

城掠地的並不只是疫情，還有為疫

情充當前鋒的——對真相的壓制。

他人，而是以身自任；不是逡巡

觀望，而是不遺餘力；不是若有

若無，而是一旦認定就會持之以

恆，永不放棄。

21年過去了，「4‧25」精神

不僅被接力傳遞，更發揚壯大，

這一群人對「真」的實踐，以及過

程中所展現出的巨大的社會責任

感、道義心、使命感，已然成為

一座豐碑。

反思遲來 卻為時不晚
所以，「4‧25」萬人大上訪

的三個意義告訴我們，沒有甚麼

真相是與我無關的。包括：反送

中的真相、新疆集中營的真相、

毒奶粉的真相、毒疫苗的真相、

「六四」的真相、文化大革命的真

相⋯⋯所有的真相，雖然那個「真

相的本身」可能與我無關，但「真

相能夠出現」這件事，卻與我們每

個人都息息相關。因為「真相能夠

出現」，這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基本

條件，是一個健康環境的首要前

提。當我們漠視別人的真相時，

我們就在扼殺真相的環境；而當真

相的環境被扼殺時，每個人都會

因為身處其中，而反受其咎。

21年後的今天，這個世界

因為缺失了真相，而正在遭受中

共病毒的肆虐。這真是這個以文

明進步為標榜的當代社會之大不

幸。然而不幸中的萬幸則是，疫

情肆虐的當下，我們還有機會 

反思。

譬如：公開站出來要求「共產

黨下課」的大陸青年張文彬，他

的勇氣之舉首先是從反思開始。

正如他在視頻中所說：「曾經我也

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紅。」

然而，當他說出這句話時，

他是做為一個為真相發聲者出現

在視頻中的，他說：「看到香港和

臺灣人民勇敢地對抗共產黨，我

也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呼籲大家

認清共產黨的真面目。」

張文彬在他的視頻中為他所 

知道的各種真相而發聲：「中國

共產黨從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 

三年饑荒、計畫生育、六四屠殺，

還有對法輪功的迫害，對西藏、 

香港和新疆人民的迫害，到今天 

它已經將魔爪伸向了全世界，而 

大家還都視而不見，甚至還在歌 

功頌德，我實在無法忍受。」

張文彬從曾經的小粉紅成為

今日的抗共勇士，他的經歷讓我

們看到，當我們講出真相時，我

們不僅是在幫助別人發聲，我們

自己也在被真相拯救。

又如：世界第一位對中共活

摘器官罪行進行獨立調查的國際

著名人權律師麥塔斯，在談到中

共病毒疫情時，直言我們現在正

在承擔對中共活摘罪行漠視的後

果。他說：「如果其他國家在對待

中共器官移植濫用問題上，能更

加積極地對抗中共歪曲事實、掩

蓋真相、混淆視聽、顛倒黑白的

做法；如果全球當初在對待中共

器官移植濫用問題時，能堅持要

求中共透明化及實施問責制；如

果當初中共面對全球的壓力，而

不得不將其醫療系統和器官移植

透明化、責任化，那麼我們現在

就不會有這場疫情大流行。」

結語

誠然，這場疫情，中共應負

全部責任，而我們的反思，正是

為了更為徹底的追責。要看到，

中共對人類的毒害，除了它種種

惡行的本身，更在於它改變人類

善良的天性。它讓人冷漠、讓人

短視、讓人箝口、讓人死於懦弱

之下。所以，始於疫情追責的全

球範圍的去中共化，當不只是形

式上解除與中共的合作，更是從

意識形態深層認清中共的邪惡，

並在行動上從傳遞真相開始否定

中共所加諸我們的一切。唯有如

此，去中共化才可能是徹底且永

久的；唯有如此，一個真相被尊

重、被響應、被呵護的真實世

界，才能重建。

沒有甚麼真相是與我無關，

沒有甚麼真相可以被漠視。因為

疫情之下，沒有孤島。一座島嶼

沉沒，每一座島嶼都在下沉。

二十一年後的今天

疫情之下 沒有孤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