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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紫鳳 
圖｜公有領域

疫情下的省思：修昔底德留下的不是「陷阱」，而是一部「啟示錄」

「修昔底德陷阱」簡單說就是

新大國崛起，對現存大國構成挑

戰，現存大國再對新大國作出回

應，一來二去，於是戰爭不可避

免。這一提法頗合中共胃口，因為

在這一提法之下，你無論持何種觀

點，都已經把中共擺在一個「國」

的位置，而抹去其「匪」的本質，

全然不顧中共根本不具合法性，不

能代表中國的這一基本常識。

且不論此「修氏陷阱」論是

否真的可以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鐵律，只說今天將這一理論套

用中美關係，則不只是對中共的

認識不清，更是對正義與邪惡的

混淆。中共滲透美國學術界多

年，此類悖論的出現應該說不足

為奇，甚至不值一駁。然而，時

隔 10年，某教授在 4月 22日的

一次視頻會議上再次提出這個修

氏陷阱，雖是冷飯重炒，卻也賦

予其「時代新意」，那就是在疫情

肆虐全球，中美關係緊張的新背

景與大環境下，雙方更要注意克

制，以免落入修氏陷阱。

可以說，這樣嚴重跑偏的討

論與現實的中美關係完全錯位。

眾所周知，中共病毒肆虐全球，

禍首即是中共，全世界也都在這

個過程中有了一個認清中共的機

會，都在這場正邪較量中選邊

站，美國也是其中之一。在這樣

一個關鍵時刻，「修氏陷阱」論無

疑是起到了一個混淆視聽，為中

共救火的作用，這就好像警察捉

賊的關頭，有人遮道急呼警賊一

家當和平共處，不是認識不清，

就是別有用心。然而，這一篇非

是想對警賊一家之類的悖論有所

議論，但修氏陷阱的提法卻讓我

想到另外一些事情，覺得值得思

考與分享。

修昔底德的「啟示錄」

還是要從修昔底德說起。古

希臘人修昔底德因為他的歷史著

作《伯羅奔尼撒戰爭》而名留千

古。所謂修氏陷阱論，其實與修

昔底德關係不大。某教授只是取

修氏書中的一句話「雅典實力的

增長，引起了拉刻代蒙（斯巴達）

的警惕，於是戰爭不可避免。」 某

教授取這句話做為其大國戰爭論

的理論源頭，並用作者的名字將

其命名為「修昔底德陷阱」。所

以，修昔底德的書中其實並沒有

甚麼「陷阱」，然而在疫情之下，

重讀這部書時，雖然沒有讀出來

「修氏陷阱」，卻似讀了一部「修

氏啟示錄」。

修昔底德的書中記錄了 2400

多年前，堪稱古希臘文明代表的

雅典城邦從盛極走向衰亡的這段

歷史。有意思的是，這段時間的

古希臘，發生了很多事情與疫情

下的今天有著諸多的相似。

由於當時的雅典人修昔底

德是從戰爭的角度來記錄這段歷 

史，所以人們會很直觀的認為雅典

的黃金時代是由斯巴達人以及那

場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結 

束的。然而，這個結論並不準確，

準確的說法是，雅典的黃金時代 

是被斯巴達人、戰爭，外加瘟疫、

地震、海嘯、神諭一起結束的。

而造成雅典衰亡的諸多要素

中，瘟疫、天災的作用似乎更大

於戰爭因素而在衰亡雅典的過程

中首當其衝，特別是在初期階

段，尤其如此。當時雅典在希

臘諸城邦中海軍實力最為強大，

陸上作戰雖稍遜斯巴達人，但其

防禦工事卻是易守難攻。所以雙

方第一年的交戰，斯巴達人海陸

兩面都無功而返，這樣的戰爭從

一開始就進入了漫長的消耗戰狀

態，並且以雙方雄厚的實力，恐

怕再耗上一百年也打不出個所以

然來。然而，戰爭的第二年，公

元前 430年，一場奪命瘟疫降臨

雅典，這場瘟疫對雅典的殺傷力

遠過戰爭，無論海軍、陸軍、將

軍、平民，雅典人無差別的不斷

死去。在如此劇烈的重創下，才

有了後來斯巴達人的勝利。

雅典瘟疫在今天重演

然而，從修昔底德的記載

中，我們看到造成雅典衰亡的瘟

疫與今天的中共病毒疫情有著驚

人的相似。

此前，在〈病毒七大特徵 全

息成象驚人對應〉一文中，我們

介 紹 過「中 共 病 毒」（SARS-

Cov-2，武漢肺炎病毒）特徵之

一，就是極具偽裝性。就是說，

這種病毒可以偽裝成沒有症狀，

使感染者看起來像健康人一樣。

也可以偽裝成各種症狀，使感染

者看起來像是患了一般感冒、急

性腸胃炎、急性咽喉炎等。正如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

任彭志勇所說：「這個病有很多假

象」。而臺灣兒科醫師陳鉉煒則

用「偽裝者」來形容這種病毒。

而根據修昔底德的記錄，我們

知道雅典瘟疫時，一些患者最初被

以為是得了某種其它病，但最後發

現是患了瘟疫。也有一些看起來很

健康的人，沒有先兆的就突然被瘟

疫攻擊，而這也就意味著今天疫情

下常見的無症狀感染。

此外，雅典瘟疫與中共病

毒疫情都是症狀多樣多變，很

多症狀難以解釋。修昔底德的

記錄中，出現胸口劇痛、高燒、

口渴、抽搐、皮膚潰爛、失眠、

失憶等一長串難以盡述的複雜症

狀，然而這些還只能算是較常見

的，可以總結出來的症狀，事實

上還有更多的個案所表現出的特

別症狀沒有被一一記錄。

中共病毒亦然，感染者除

了常見症狀之外，還有很多不同

的個案表現。如，湖北武漢市中

心醫院兩位染疫醫師胡衛鋒和易

凡，感染中共病毒後膚色變成深褐

色。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尼夫 

（Masha Niv）教授發現，中共病

毒患者不僅可能會喪失嗅覺、味

覺，有的人還失去了觸覺。西班牙

研究人員發現，某些感染者竟會在

腳上出現類似水痘的病灶。而紐 

約州近期出現的兒童炎症綜合症 

亦被認為中共病毒有關聯。

此外，雅典瘟疫沒有專治藥

物應對，身體強壯與身體柔弱的

人都同樣被感染之類的情況，也

都在今天的疫情中出現。

天災、異相同時降臨

除了瘟疫之外，修昔底德還

留下了關於天災的怵目驚心的記

錄，如地震以前所未有的強度和

廣度多次發生，海嘯也發生多

次。海水灌入沿海的城市，將

居民捲入海底，雅典人的軍事要

塞被沖毀，有的船隻被撞碎，即

便在海水退去後，一些陸地不再

露出水面，永遠的成為了水下世

界。此外，還有大旱與饑荒如影

相隨。修昔底德還記錄了日食這

一異相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頻率接

連出現。

對照當今，各種天災與異相

更是頻繁出現在瘟疫的發源地中

國。今年上半年還未結束，四川

已發生五次地震。 4月 1日，四

川大涼山森林大火再度復燃，同

日山東省多地都突發大火，濃煙

蔽日。而繼北方多地下雪或冰雹

後，今年 4月，地處南方的湖北

宜昌、四川攀枝花、雲南紅河州

也天降冰雹，屋頂車窗被砸毀、

莊稼被砸壞、冰雹小則如雞蛋、

大則直徑超過成人手掌。又如 2

月 14 日深夜至 15 日凌晨武漢

出現驚人的雷電交加天氣，被民

眾形容為無數冤魂在武漢上空哭

自哈佛大學某教授於2010年提出
「修昔底德陷阱」論，並用其形

容中美關係後，這個新概念一夜

走紅。

嚎。 從 5 月 4 日 晚 至 5 日 晨，

更可怕的雷電天氣再次出現，據

「湖北天氣」官方微博公布的監測

數據，湖北 12小時內出現 14萬

次閃電。多地同時伴有暴雨、大

風、冰雹，從流傳出的視頻看，

黑夜中的武漢天打雷劈，宛如世

界末日。

神諭早已預言了一切

雅典走向衰亡，早已在神諭

中被預告。根據修昔底德的記

載，戰爭爆發前，雅典人中一直

流傳著一句話：「與多利安人的戰

爭將會爆發，死亡隨之而來」。

所說的多利安人，即是斯巴達

人。而斯巴達一方在戰爭爆發

前，也曾向神卜問，他們得到的

答案是：只要他們全力以赴，就

會贏得勝利，神會與他們同在。

反觀當今，古今中外都有相

關的預言指向了今天。如，廣為

流傳的《陝西太白山劉伯溫碑記》

中的預言，提到豬鼠年（2019∼

2020年）將有瘟疫與饑荒流行。

又如今年 1月初，當中共肺

炎還並不廣為人知時，一位猶太

拉比平托對外宣稱，他在安息日

看到了一個可怕的景象，他在錄

音演說中對信徒說，「這個世界將

發生令人震驚的事件⋯⋯，它將

被加載史冊，成為歷史上最慘的

事件之一。」 2月時，平托發表聲

明，他所預見的災難，正是中共

病毒疫情。

再如年僅 14歲的印度知名占

星師阿南德（Abhigya Anand）

早在 2019年 8月就時曾預言，人

類自 2019年 11月會遭遇重大災

禍，並在 2020年 3、4月達到高

峰，而中共病毒的爆發時間與高

峰時間皆與此相符。

雅典衰亡是對今天的啟示

修昔底德的書中，我們看到

一個疫情肆虐、災異頻降、神諭

流傳的雅典，以及它不可逆轉的

衰亡結局。今天，更大的瘟疫

在肆虐，更多的災異在頻發，

更多的預言在流傳，只因一切尚

未結束，所以結局還有待揭曉。

然而，疫情之下，全球因認清中

共而出現的去中共化的大潮正在

無可阻擋的向前推動，而這一切

的歷史走向也就躍然而出，那就

是中共累累罪惡的被清算、組織

形式的被清除、意識形態的被清

洗，一言總之，天滅中共。

所以，如果說修昔底德的書為

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留下了甚麼前

車之鑒，當不會是所謂陷阱論，而

是一部天滅中共的啟示錄！

其中各界比較關注的 GDP增

長目標，在 2015年以前，北京當

局設置具體數字作為預期目標。

從 2016年開始，由於中國經濟

不斷下滑，其設置有彈性的 GDP

目標，2016年 GDP增長預期目

標 定 位 在 6.5%-7%，2017 年、

2018 年均設置在 6.5% 左右，

文∣天鈞政經 2019年的 GDP預期增長指標設

定在 6%-6.5%。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沒有提

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李克強

解釋稱，主要因為全球疫情和經貿

形勢不確定性很大，中國發展面臨

一些難以預料的影響因素。

不過，這分政府工作報告中

是存在一些官方心理底線，或者

說是心理預期的。現在，我們來

把隱藏的信息揭示出來。

首先，今年財政赤字率擬按

3.6%以上安排，財政赤字規模比

去年增加 1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時發行 1萬億元抗疫特

別國債，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

措。上述2萬億元全部轉給地方，

建立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直

達市縣基層，強化公共財政屬

性，絕不允許截留挪用。另外，

今年擬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 3.75

萬億元，同比多增 1.6萬億元。

需要注意的是財政赤字率微

妙表述的深意，使用了「3.6%以

上」的提法，是「以上」而不是慣

常使用的「左右」。根據中國財

政部 5月 22日公布的信息，2020

年財政赤字規模為 3.76萬億元。

財政赤字率 =(財政支出－財

政收入 )/GDP×100%

武漢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

濟，2020 年 一 季 度 GDP 同 比

增速為－ 6.8%（2019年一季度

GDP 是 213433 億 元， 同 比 增

長 6.4%），全年 GDP總量將比

2019年的 99.1萬億元低，根據

計算公式，今年財政赤字率超過

5%是北京當局的心理底線。

另外，官方對於收入和支出

的定義不符合國際通用的財政標

解密李克強工作報告中暗藏的信息

「兩會」在武漢肺炎疫情的陰影

下召開了，5月22日，中國國務院
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報

告約9500字，為40年來最短的一
次。往年政府工作報告字數多在

1.5萬字以上，例如，2019年政府
工作報告是1.6萬字，2018年政府
工作報告是1.75萬字。

準，如果根據國際通用財政標準

計算，2019年的廣義財政赤字率

為 6.5%，那麼今年的財政赤字率

將會更高。

彌補財政赤字可以通過發行

債券、增加稅收（如房地產稅）、

減少支出等方式彌補。中央政府

發行的是國債，地方政府發行的

是地方政府債券。另外，增發貨

幣是彌補財政赤字的一個方法。

但是，這會對經濟產生惡果。

另外一個底線則是 GDP問

題，雖然沒有提出GDP增長目標， 

但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城鎮新

增就業 900萬人以上（2017 2019

年新增城鎮就業目標是 1100萬

人），城鎮調查失業率 6%左右。

經濟增速與就業息息相關，經

濟學界的研究表明，GDP增速每

增長 1個百分點，新增就業為 200

萬人，但如果 GDP增速每下降 1

個百分點，則會減少就業 400萬

人。如果沒有一定速度的經濟增

長，穩就業和保居民就業無從談

起。那麼新增就業 900萬人以上，

所對應的GDP增長要超過 4%。

比起總量目標，眼下迫在眉

睫的是就業等民生問題。今年高

校畢業生 874萬人，還有超過

600萬的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還

有去年因經濟下滑失業、現在因

疫情失業的群體，就業壓力巨大。

中國國家統計局第一季度的

公布的失業數據存在滯後性，很

多企業雖然復工但沒有復產，還

存在很大的隱性失業風險。尤

其是民營企業現在的情況很不樂

觀，民營企業創造了 50%以上財

政收入；60%以上的稅收；70%

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就

業，民營企業占全部企業的 90%

以上。但是尤其「國進民退」的情

況日益嚴重，政策和信貸等資源

被官方傾斜向國有企業，大量民

營企業倒閉也連帶造成失業潮。

中美之間沒有「修氏」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