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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站在 2020年往回看，我

們得承認，是我們會錯了「偉大

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意。

鄧小平有機會，但卻沒有否

定毛澤東，而是做出了對毛澤東

三七開，功大於過的評價，還有

後來鄧小平在「六四」中鐵了心

要作總射擊師，反映出他的心態

是一致的。他說這話的真正意思

是，不管黑貓、白貓，只要是我

黨家的貓，就行了。黨不能只掌

權，黨還是要吃肉的。

所以，中國人如果以為黨是

在說，這是你家的貓，要為大家

捉老鼠，那往輕說是自作多情，

往重說是致命錯誤。如果你犯了

這個錯誤，還要去提醒黨兌現這

個錯誤，那麼黨會叫來坦克車幫

你改，讓你在履帶下，體會黨的

「愛護關懷」。

貓捉老鼠，從來只是為黨而

捉，至於小民們，在黑貓、白貓 

橫行的社會，能有點湯喝那就是恩

賜了。在過去 40年裡，貓富了，

富得流油，成了天下第一富貓，以

至於那些想分一杯鼠羹的國家，

紛紛「百邦來朝」，在一片大紅

色中，觥籌交錯，推杯換盞⋯⋯ 

紅色，是醉人入夢的顏色。

也可以說是美國人的天真幼

稚，他們居然能把一位無產階級

革命家，錯當成了一位自家德州

牛仔哥，只因為他臨時戴上了一

頂牛仔帽？就是這個牛仔夢，讓

美國每年奉獻幾千億美元逆差，

20年無怨言。

而小民們，也有湯喝了。準

確說，是 6億小民每月有了 150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

是好貓」，這是鄧小平最早在

60年代就說過的話。毛澤東去世
後，鄧小平掌權，中國人曾一時

充滿希望，以為在30年荒唐血夢
之後，終於可以回歸真理了。

美元的湯錢。李克強在兩會閉

幕後的記者會上講，「有 6億人

每個月的收入也就 1000元（人

民幣），1000 元在一個中等城

市可能租房都困難，現在又碰到 

疫情⋯⋯」。

6億人，足以組成一個「紅窮

國」了，這會是世界第三人口大

國，超過現在第三人口大國美國

幾乎兩倍，而這個國家的人均收

入卻是排在全球 190多個國家的

第 140位往後，還要比很多「百

邦來朝」的國家窮很多，這是真

實的數字，不是夢。

在偉大的復興夢中，居然隱

藏著這樣一個喝湯大國，一方面

夠夢幻，一方面，也更是夠現

實，但並不出人意料，若是沒有

這個龐大的「紅窮國」，從哪來的

天下第一富貓呢？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

鼠就是好貓」，這句話中有兩個

陷阱：第一，老鼠並不是為小民

而捉；第二，稍微深想一下就

明白，其實從來也沒有黑貓、

白貓，有的只是黑妖、白妖。看

清現實，可能痛苦，但那是自救 

的必要。

岳飛有句名言「文臣不愛

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八百多年後的紅朝大員們，卻是

不論文武，既愛錢又怕死，一朝

的官作到這個份上，可謂前無 

古人，而這個天下亂到甚麼程 

度也就可想而知。滿朝文武藏 

綠卡，半壁江山養紅顏，是對 

紅朝官場的生動描述，想來多 

數的官場中人也的確就想這樣 

悠哉的終了一生。但是中共體 

制的絞肉機本質決定，即便是 

體制內的自己人，也向來少有 

善終。所以既愛錢又怕死的體 

制內官員們，卻隨時面對要錢還 

是要命的終極抉擇，而給他出 

難題的偏偏就是他所為之賣命 

的黨。在要錢還是要命，這種大

是大非的問題上，相信他們每個

人都會毫不猶豫的保命為先。然

而對照他們的所為卻發現，雖然 

多數人心裡想的是要命，幹的事

卻是末路狂奔，唯求速死。

所以然者，我想無非出於兩

種原因：一種是基於過一天算一

天的末日心態，更懶得去思考要

錢還是要命之類的燒腦問題：另

一種則是自作聰明，打著既要錢

又要命的算盤，最後人才兩空。

所以，相對而言，世衛譚德塞倒

是更聰明一些。

自從川普宣布停止援助世衛

後，世衛被世界晾在了一邊。不

過，近日譚德塞反水一事讓世衛

再次被聚焦。相關新聞中說，6月

8日，世衛組織召開記者會，《中

文∣宋紫鳳 國日報》（China Daily）記者就

中共發布的防疫白皮書，問世衛

組織有何評論。按套路，這類問

題拋出，就是等著譚德塞高調讚

揚，給黨媒提供炒作素材，好拿

回國高調報導，成為大國戰疫受

到國際肯定的明證。但這一次，

譚德塞的表現出人意外，先是遲

疑數秒毫無反應，然後示意旁邊

的助手來回答問題。助手不鹹不

淡的說了一堆，總歸一句：目前

要專注於阻止疫情惡化，而對於

中共的防疫白皮書，隻字未提。

這是疫情以來，譚德塞第一

次沒有再為中共唱讚歌。——不

知道體制內官員們除了綠卡與紅

顏外，是否注意到了發生在十萬

八千里外的這一幕？

眾所周知，美國作為世衛最

大援助方，僅以去年為例，提供

給世衛的資金就高達 4億美元。

但譚德塞能夠坐上世衛總幹事的

位置，則是借力於中共。——這

就是為甚麼譚德塞作為世衛總幹

事，對中共言聽計從的原因。

然而，自川普 4月分宣布終止

對世衛的援助後，這迎頭一盆冷

水，讓譚德塞的頭腦從高燒狀態

有所降溫。又經過兩個月的冷卻

後，才有了 6月 8日世衛記者會 

上的這一幕。想來，譚德塞大概

是想明白了一個問題，雖然中共

能把他扶上世衛第一把交椅，但

美國的參與才是世衛組織具有實

際意義的關鍵。簡言之，美國退

群，會使世衛名存實亡，而中共

扶持譚德塞的目的是為了通過他

操控世衛，一旦世衛沒有了操

控利用的價值，他這個世衛總幹

事也必然成為中共的棄子。到那

時，不僅世衛不會從美國那裡得

到資助，他這個總幹事也不會再

從中共那裡撈到好處。

譚德塞大概是看清了這一

點，於是從對中共俯首貼耳，忽

然一百八十度轉彎，要與中共保

持「社交距離」。

所以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與世

衛之間的微妙關係，可以打一個

形象的比喻，世衛就好像人的機

體，譚德塞就好像是寄生蟲。寄

生蟲在人體內，以損害人體健康

為代價實現自我生存。但是，一

旦人體真的死亡了，寄生蟲也會

無處寄生。寄生蟲生存的本身就

是毀人與自毀，對於寄生蟲而言

這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命題。

同樣的比喻也適用於紅朝體

制內官員。中國社會就好像人的

機體，中共體制就好像寄生蟲，

依靠從社會中吸血，實現自己

的生存，並同時腐蝕著社會。但

是，一旦這個社會垮掉，體制也

就無處寄生，只有同歸於盡。

事實上，體制內官員們的處

境要比譚德塞被動得多，因為對

於譚德塞，中共最多是棄之不

用。而對於體制內的人，中共要

做的是拉其殉葬。

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被中

共糟蹋到自然生態、人文生態大

敗壞、道德大崩潰、天災人禍成

為日常的程度。而面對這樣一個

已經被徹底榨乾的載體，寄生者

們不僅再無好處可撈，還將承受

自造的惡果。譬如病毒面前，

譚德塞反水 韓正上黑名單 誰還在做夢！
人人平等，霧霾面前，人人呼

吸⋯⋯這些，都是中共無法幫你

買單的。

奇怪的是體制內官員卻比譚

德塞樂觀得多。那種盤算著既要

錢又要命，「兩手抓，兩手都要

硬」的人，是大有人在。似乎只

要下一個倒下的不是我，就是從

一個勝利走向了又一個勝利。然

而對這種樂觀精神構成挑戰的則

是不斷增壓的生存危機。當中國

社會被榨乾時，體制本身也到了

垂死之時，而斷尾求生則是其最

常用的續命手段，於是體制之內

人人危矣。

遠的不說，今年的中共病毒

疫情中，中共體制內的甩鍋大戰

則是明證。不僅部門間互相甩

鍋，地方間互相甩鍋，各層級間

也在甩鍋。在與中共病毒直接相

關的鏈條上，上至頂層習近平，

下至基層石正麗，都加入甩鍋運

動，每一個人都怕自己成為替罪

羊被推出去。然而危機四伏的當

下，並不只有一個疫情危機，在

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各種危機

中，誰能保證你在一次次的角鬥

中一直幸運到最後？更何況，人

不治天治，以讓他人先死而換

得後死的人，你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

當然，還有一些體制內人士

已將資產轉移海外，親屬也已移

民海外，自認為找到退路，上了

保險。可是當中共的危害被世界

認清，以至全球正義力量都在圍

剿中共時，這條退路也被堵死。 6

月 10日，美國國會提出的一份制

裁議案中，包括政治局常委韓正

在內的兩名正國級官員，及五名

正省部級官員赫然在列，就是一

例。議案一旦通過，將依據《全球

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對被制裁

人予以拒發美國簽證，凍結在美

海外資產等處罰。

所以，對於既愛財又惜命的

人而言，不妨看看譚德塞和韓常

委。那邊，同樣愛錢又惜命的譚

德塞卻要與中共保持社交距離。

這邊，紅朝正國級大員韓正尚且

不免被列入制裁提案。只要想清

楚箇中原因，應該不難明白，與

其在體制內做發財保命兩不誤之

類的空想，不如早日脫離體制保

命為先。而在這方面，成功的先

例不是沒有。

如 2005年，前中共官員陳

用林出走澳洲，他獲得澳洲永居

權時感慨立言說：「在我的有生之

年，我會為中國人民擺脫共產專

制制度做出貢獻。」還有更多人是

以三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

織）形式解體中共，選擇新生。

可以說，如果你能站出來與

中共決裂，將中共的惡行公諸於

世，那麼你就是英雄。如果你不

具這樣的勇氣，至少可以遠離

中共，能離多遠就離多遠。如

果你真的無法在形式上完全脫離

這個體制，也要在執行上級的命

令時，把對準人民的槍口抬高一

寸。因為在大審判面前，上級命

令、國家政策、組織紀律都不能

作為托辭。唯有如此，才能在天

滅中共的大勢下，免於為中共殉

葬的命運。

李克強真相 
李 克 強
真 相 最富的貓和最窮的人

郝海東和葉釗穎夫婦站出來

了，作為家喻戶曉的名人，他們

的轉身，對中共士氣打擊極大，

如果把黨的折損換算成金錢，至

少會有數千億，與某些政治局委

員的財產相當。

所以，郝海東夫婦公開退出

中共體制，站到自由正義的一方， 

至少是一次副國級的轉會。

中國的體育機制和前蘇聯、

文∣秦就石 東德等體育大國一樣，搶金奪銀

只為給黨國增光添彩。再往前，

1936年勇奪奧運獎牌總數第一的

大國，納粹德國也是同樣。

接力傳遞奧運火炬，就是在

那一屆奧運會由納粹黨發明的。

奧運火炬仍在，但上述的國家，

卻早就改朝換代。邪惡政權早已

化為煙塵，它們能逞凶一時，但

終究是歷史過客。

名利二字，最能夠遮擋人的遠

見，導致人們出賣靈魂給魔鬼。在

中國，運動員只是黨國的打工者，

但是頂尖運動員們，卻也能名利雙

收，獲得遠超普通人的財富地位。

郝海東夫婦就是這樣。

中國，從來不是「竟無一人是

男兒」，名利沒有壓垮郝海東，

他此次站出來，是真正的愛國愛

民，盡顯男兒本色。

人非禽獸，做人是有道德要求

的，這是人類文明中本質的東西。

人往往不是完美，但關鍵時刻的選

擇，卻足以定性這是一個怎樣的人。

副國級的轉會 擋不住的進攻 此刻，郝海東又成為了前鋒殺

手，這是一次對邪惡憤怒的進攻，

可說是他至今最漂亮的一次，這就

是定義人生的時刻。強權壓不住人

心，面對正義的爆發又如何阻擋？

郝海東身體素質好是天生的，

很多人即使再努力，也成不了亞洲

第一前鋒。但這次選擇，卻是在道

德層面，無關某項天賦和出身。

誰也逃不掉，都要做選擇。這

個大時代中，這種選擇被推到每一

個人面前，這無關人的出身、財

富、地位，這是道德良心的選擇。

身體天生好的不止是郝海

東，有人也能夠扛很大重量不換

肩走遠路，但起決定性作用的是

道德勇氣和遠見，不是家庭出身

和一時的權力地位。

郝海東不是一個人，不知道

還有多少郝海東，郝海東的反

共，反映出的是一大群中國社會

菁英當下的心態。

真正的中國人，是無法用金

錢地位收買的，這也是對當局信

心打擊最大的。當局在 2016年把

三個自信增加到四個自信，經過

這幾年不斷升級的黑天鵝和灰犀

牛，不妨冷靜自問一下，對這條

絕路到底有幾分自信？

謊言之上的自信，終究要坍

塌，一場虛幻凶險的 70年大夢，

已到夢醒時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