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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京市民傳出的視頻中看，

5月 21日的北京，下午三點多的

天色，已如傍晚七、八點；下午四

點時，已經伸手不見五指；同時雷

電暴雨，門頭溝一帶還下起了冰雹。

雖然經過中共幾十年的無神

論洗腦，民眾在意識中對天地神

明的敬畏已經相當的淡漠，但面

對這樣極端反常的天象，特別是

對身臨其境的人而言，那種震撼

還是別有不同，有人說這是要改

朝換代了，有人說這是天滅中

共，有人說這是天怒人怨。

庚子年來異相多

其實中共國自建政以來，就

一直天災連連，近一、二十年更

是災異頻降。而今年，逢九必亂

的中共撐到 99歲的庚子年，不僅

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

病毒）肆虐全球，各地災異頻繁

程度更是前史所無。

在上一篇〈疫情省思：修昔底

德留下的不是陷阱，而是啟示〉，

我們曾列舉了上半年發生在中國

的部分災異事件，錄之如下：今

年上半年還未結束，四川已發生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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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象與人類的關係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中，

所有的災難，包括：從反常天氣、

自然災害到水火刀兵、毒蟲猛獸

等，只是形式不同，強弱有差，

但都屬於天象變化的範疇，並與

人事有著某種聯繫和對應，這在

中國傳統文化中叫「天人相應」。

所以我們在史籍中經常看到

一類記載，如上天發生日食星

變，人間發生水火災荒時，執政

者們會誠惶誠恐，憂心忡忡，天

子詔求直言、三公辭職請罪、地

方官深自內省等等。因為天災意

味著為政不德，或有重大過錯，

被上天警示，如不及時改正，還

將有大難臨頭。這就是歷史給今

天的人奠定的一種文化認知：人

與天是有連帶的，人要重視天象

的變化，沒有自然而然，萬事必

有其因。

現代人在現代觀念的影響

下，往往把這種認知視為迷信、

不科學。其實中國古代在絕大部

分時間中，其科技文明都領先

於世界，很多成就今人亦難以企

及。所以，古人對宇宙、對生命

的認知，我們不能簡單的把它歸

於愚昧、迷信、不科學。事實上，

很大的一種可能性是，並非古人

不知科學，而是我們不知古人。

舉個例子：北宋理學家邵雍

深於易學，他的傳世之作《梅花

詩》精準預言了身後一千多年的歷

史。《邵氏聞見錄》裡記載了這樣

一則故事，說邵雍與一位客人路

過洛陽天津橋，這時傳來杜鵑的

叫聲，於是邵雍慘然不樂，客人

怪而問之，邵雍說：「洛陽舊無杜

鵑，今始至，必有所主。」客人

問：「當主何事。」邵雍說：「不

數年，天子將用南方士人為相，

變更制度，天下自此多事矣！」客

人又問：「聞杜鵑何以知此？ 」邵

雍說：「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

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

禽鳥能夠最先感知地氣，如今，

南方的杜鵑出現在北方，這說明

南方的地氣已經到了北方，這是

天下將亂的徵兆。」後來宋神宗

熙寧年間，宋神宗果然起用南方

人王安石推行變法。變法利弊同

存，備受爭議，確如邵雍所預言

的，天下自此多事矣！

上面的故事中，杜鵑與王安

石變法，看似毫無關聯，那只是

事物的表面上沒有關聯，而在深

層，這個宇宙自然社會萬事萬物

都有著彼此的聯繫。同理，那些

被視為是災異或祥瑞的現象，與

人事之間的關聯，往往在深層，

而不在表面。我們不能因為不知

其深層的道理，就對這種關聯性

一概否定。

這裡說的是中國傳統文化

中，對宇宙生命的認知。事實

上，在現代科學中，也有著相同

的對宇宙生命的認知，現代科

學發現，生命的局部會保留有整

個生命的完整信息，這叫生命的

全息性。那麼，將思想再放開一

步，人生存在宇宙自然的大環境

中，人是不是也是宇宙自然這個

大生命的一部分呢？如果是的，

那麼人，以及由人組成的人類社

會這個局部生命，與宇宙自然這

個整體生命之間是不是也就有了

一種對應呢？那麼這種源於生命

全息性的對應，在傳統文化中，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天人相應」的

一層表現。

所以，人世間有大事發生的

時候，宇宙自然或者說天象也會

有一種變化。反之，當天象變化

5月21日，作為兩會序幕的政協會
議開幕會於北京時間下午三點召

開。素有「政治花瓶」之稱的政協

會與「橡皮圖章」之稱的人大會，

除了一年一度的擾民、作秀、雷人

提案之類，再無看點，更何況今年

的兩會因疫情關係姍姍來遲、草草

收場，然而，開幕當天卻天降異

相：白晝如夜、風雨雷電，成為兩

會有史以來最大看點。

時，往往人類社會也有相應的變

化發生。

兩會異相的啟示

再說今年北京兩會的異相。

古人將天體稱為三辰，也就是

日、月、星，日為三辰之首。北

京兩會白晝如夜，暗無天日，可

以說是各種星變災異中非常嚴重

的一種；此外，異相出現的時間

正值兩會開幕，而兩會是中共規

格最高規模最大的會；異相出現

的地點又是首都北京，所謂京城

要地，首腦所在。所以，此次災

異之變直指中共，當無疑意。

對照人事，中共在庚子年的

疫情中隱瞞真相，掩蓋事實，造

成疫情肆虐全球，數百萬人被感

染的悲劇。且兩會期間還通過

了「港版國安法」，加重對香港

抗爭民眾的迫害。然而中共在疫

情中造假、甩鍋、作秀、無視人

命等劣跡表現，以及在香港撕去

畫皮後的惡鬼相，一方面使自身

經濟受到重創，政治危機加劇，

一方面也使全球對中共有了更清

晰的認識，並由此引發去中共化

大潮，使得中共在國際上被四面

圍剿。可以說，這場災異之變所

對應的正是中共不得人心，以及

紅朝氣數已盡，一言總之，天滅 

中共。

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

中國有句古話，叫「君子不

立於危牆之下」。懂得順天知命

的人，看問題會有前瞻性，從而

能夠未雨綢繆。譬如此刻，在天

滅中共的天象之下，只有遠離中

共才是全身之道。中共逆天叛道

99年，罪行罄竹難書，億萬生靈

塗炭，然而對於另一部分還活著

的人而言，中共的每一樁惡行，

都是人們認清中共的機會。如果

能夠及時醒悟，選擇良知，包括

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不再

與其為伍，這樣，才有可能在下

一次災難發生時，得到上天的護

佑，這樣的人，哪怕身處紅朝危

牆之下，也能不在其危險之中。

自從紐約州 4月 20日再次升

級限制之後，要求非基本服務行

業的員工 100%要待在家裡工作。

效果如何呢？到今天禁足令已

經實施了這麼長時間了，媒體報

導，紐約 66%的新住院患者是在

居家隔離之後，又在家中染疫，

紐約州長表示震驚。可能有人辯

解，紐約州出現這種情況也許還

有別的原因。

封城沒能阻擋住疫情傳播

最近，在此次疫情中，最先

封城，而且是用最嚴厲的手段封

城的武漢，又爆出疫情消息。因

為有幾個小區突然出現多人無症

狀感染，所以武漢市政府要求所

有小區的居民在 5月 12日開始同

時做核酸檢測。更有人透露，此

次武漢市政府做這個決定不是因

為幾個小區出現無症狀感染，是

因為武漢市高三應屆畢業生從 5

月 7日開始復課，復課前體檢發

現有一千多名學生的核酸檢測顯

示陽性。武漢市封城如此之嚴，

之前街道上根本看不到有學生在

外面走動，那麼這些學生就是居

家感染，在封城最嚴厲的城市中，

如此長的隔離，多少個 14天都過

去了，病毒竟然還在，這麼多人

是居家感染，那麼封城的作用可

想而知，病毒還是無法控制。

如果有 1000多名學生被檢測

文∣吳侃 出是無症狀感染者，那占這次復

課的 57800名學生的比例就不可

小看。

禁足令越來越受到質疑。因

為不是紐約州一地在執行禁足

令，很多地方都是採取這個措施。

在中國大陸，如此嚴厲地管

控，這麼長時間的封城隔離對病

毒都不管用，那麼其他國家那些

禁足令不就跟撓癢一樣，除了干

擾人們正常生活，給民眾帶來更

多麻煩，對病毒仍是無可奈何。

人們應該認真思考，目前這

種禁足令到底有多大效果？大家

該如何面對疫情？因為目前顯示

禁足令與群體免疫方式比較，並

沒有明顯的效果，並沒有明顯地

阻止感染病毒人數下降，但是已

經造成經濟停滯，如果繼續執行

這種措施，後果是甚麼？

在瘟疫中，人們面臨雙重威

脅，病毒帶來的感染造成死亡，禁

足令給人帶來無異於自殺的管控。

長時間的禁足令 
給人精神帶來不良信息

本來現代醫學對於這場瘟疫

就顯得無奈，還沒有開發出有效

的治療藥物，疫苗也沒有。此時

人們對病毒是一種無奈、恐懼。

但是，當局做法加重了人們

的這種恐懼心理，封城除了給民

生帶來困難和痛苦外，還給人帶

來精神上的恐懼，面對突如其來的

病毒不知所措，全社會處於恐慌，

人們悲觀、茫然、無精打采，不

知道甚麼時候疫情會過去，不知

道甚麼時候才是個頭，靠躲避來

逃避疫情帶來的威脅，所以人的

情緒會出現問題。

其他實施禁足令管控的地

方，也或多或少的因禁足令出現

問題，人們形容禁足令就像是鴕

鳥一樣，不敢正視和面對可能的

威脅。知道自己遇到危險，只是

把頭藏起來，但卻把整個身體作

為靶子暴露在危險中，其實更危

險。媒體報導，實施禁足令容易

使人無奈、厭世，因此出現自殺、

抑鬱、酗酒而死亡的人數，比往常

增加很。甚至有估計，因禁足令 

讓人失望而死的人數可能比現在 

因病毒而死的人數要多很多倍。

常言道：七分精神三分病。從

醫學角度來看，人的精神能夠對

疾病和病毒產生影響。禁足令讓

人產生消極和恐懼心理，使人精

神垮掉了，加重人的悲觀情緒，

反而加重病情，助長疫情蔓延。

長時間禁足令 
對社會來講就是自殺

到目前為止，禁足令對企業

和投資人帶來的損失，可能比病毒

給他們帶來的損失還要大，而且禁

足令對社會機體產生的影響可能更

難於恢復，這種對經濟的影響不是

疫情帶來的那種衝擊影響，那種衝

擊是在自然狀態下產生，是短暫發

生的，其產生和恢復都是在自然狀

疫情社會主義 帶來更大社會危害
態下進行，而目前這種對經濟的影

響是通過政府通過禁足令強制實施

的，是人為地強制執行，強制的讓

社會機體休克，停止運行，禁足令

直接影響到各個行業、各個方面。

清醒的人已經看到禁足令是一種自

殺措施，而這種人為造成的自殺行

為更可怕，因為瘟疫帶來的死亡是

被動的，人本能還有求生的欲望，

而自殺是人的主觀所為，其可怕後

果遠遠大於目前瘟疫帶來的後果。

救助措施是疫情社會主義

對民主國家的普通民眾來

說，禁足令的後果沒有專制國家

封城那麼明顯和立竿見影。到目

前出現的問題都被暫時的政府補

貼給掩蓋了。因為有政府補貼，

目前民眾沒有像中國大陸的人

那樣，有那麼大的生活壓力，人

們在享受政府的補貼而心安。但

政府這些補貼從哪來，能持續多

久？預支政府財政，政府財政從

哪裡來？還是納稅人繳的。

政府的救助計畫使政府的財

政負債在天量攀升，而且，目前

還沒有停止的跡象。這個看似高

尚的福利救濟在摧毀經濟基礎、

吃空政府財政。這種財政負擔最

終還得落在民眾頭上，只是像信

用卡一樣的，利用透支納稅。政

府讓人們享受自己透支的福利。

老話有「救急不救窮，幫困

不幫懶」。在疫情中的這種救

治計畫，歷史上沒有。過去只有

在飢荒時、在災害發生時，官府

會賑濟飢民，幫民眾找活路，從

來沒有說讓人待在家裡發錢，誰

聽了都覺得不正常。但是今天各

國政府搞得這種賑濟，不是因為

飢荒，而是因為疫情搞得福利賑

濟，以防疫的名義搞全民福利，

不光是賑濟人，還得賑濟企業。

此時，政府的角色似乎是全

能的，但是政府從來就不是全能

的，也不可能是全能的，政府只

能在社會某一方面起作用，而不

能在全方位把持，否則，就是集

權政府。今天的政府在疫情下替

民眾安排生活和未來，只是利用

福利的溫水煮青蛙。這是今天的

人不相信神，不信天命，想自己

把持一切。但是真正改變命運必

需得是生命自身的醒悟。

政府此時的限制措施配上福

利救助計畫，必然產生貧困和懶

惰，沒有在意此時限制措施是在

侵蝕人的自然權利，增加集權，

是利用疫情搞社會主義——疫情社

會主義。

這就是為甚麼中國大陸搞那

麼嚴厲的措施，在大陸的人們反

應沒有那麼強烈和明顯，因為中

共一直搞的是計畫經濟，這套封

城把戲在它那是玩得最順手，民

眾也習慣了。

救濟福利在摧毀社會經濟基

礎。一個結果是明顯的搞垮經

濟、虧空政府。在挽救人的口號

下，給人帶來更大災難。科學發

展沒能追趕上病毒的變化，依據

科學的防疫措施是在抄襲一張錯

誤的答卷。前所發生的事情在不

斷證實古老預言的真實與準確，

走回傳統可能是更好的出路。

兩會開幕暗無天日 是何徵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