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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報導，從印度政府得到的

消息指，衝突中，至少有 20名印

度軍人及 43名中方軍人死亡。

雙方士兵們死於最野蠻的原始

打法，鐵棍、石塊，滿是鐵釘的木

棍狼牙棒，痛苦也許還超過了熱兵

器瞬間的殺傷。

中南海的那些人，是感覺不到

痛的。因為活在馬列世界裡的人，

心從來是冷的，只剩下工具和鬥

爭，甚於寒冰。

最痛的是他們，兩個大國中的

幾十個家庭，印度官方已經通報，

葬禮已經舉行，所以 20個死難印

度士兵的家庭已經得到噩耗。中方

有多少士兵死去？不知道，死難士

兵的父母得到消息了嗎？恐怕還沒

有。但是，痛苦遲早會到。

從可以抱在懷裡的幼童，到風

華正茂的青年，每個家庭為之付出

了多少心血，又寄託著多少希望，

這一晚，永遠成空。

印度的士兵們，絕大多數都還

有兄弟姐妹，對這些喪子的父母

們，是不幸中的萬幸。

2020年，平均年齡 29歲的 

印度是世界最年輕的國家，有 50% 

的人口在 25歲以下，65%的人口

還不到 35歲，是無可爭議的年輕

人最多的國家。

但是，中方的遇難士兵，絕大

多數都是家中獨子，誰將照顧和陪

伴這些父母們的晚年？

中國大陸正在以最快的速度

步入老齡社會，2019年的新生人

口只有 1460萬，比 2018年降低

4%，是 1961年有統計數字以來

的最低。今天，中國大陸人口的平

均年齡是 38.4歲。

中國人說，三十而立，四十不

惑。按照平均年齡，中國大陸，應

該快要進入不惑之年了。

但是 2020年，中國人正在感

受著幾十年中最大的困惑。在內

有控制不住的中共病毒（SARS-

在一個時代要翻篇時，就會大事

不斷。6月15日一夜之間，在中印
邊境，有幾十名士兵死去。

Cov-2），前景黯淡的經濟；對外有

戰狼外交，四處樹敵。在這種大環

境下，中印邊境出事，也是必然。

看看北京的大閱兵，在強權者

的眼睛裡，看到的是一隊隊的士

兵，看到的是權力的延伸。但若是

清醒的人，看到的會是一個個脆弱

的家庭，這裡的每一位士兵，就是

一個家庭的全部未來，每一位士兵

的死去，都是一個家庭的滅頂之

災。所以，讓任何一位士兵去白白

送死，都是極大的犯罪。

中共四處出擊和樹敵，極可能

還會再發生更嚴重的事件。對每一

個中方士兵來說，千萬要冷靜清

醒，要在事件中最大限度的保全

自己，別被戰狼的「愛國」宣傳帶

動，因為你是父母家庭的全部希

望，千萬別相信黨會照顧你們的家

人，70年來，黨的所謂承諾從沒

有兌現過。

中共治下，也從來沒有甚麼不

可分割的國土，只有黨的政治算計

和交易，國土只是籌碼，今天用你

的鮮血換來，明天就可以白送回

去。 70年裡的歷次戰爭，無關國

家民族，更無關正義，只是某個

人、某個小團體的血色政治算計。

中南海馬列人的世界是冰天雪

地，每一位活著的士兵，都要保護

好自己，千萬不要枉死在這嚴寒熔

逝前的一刻。

6月 17日，楊潔篪和蓬佩奧

在夏威夷會面，會談無果而終，除

了楊潔篪表明會履行「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之外，雙方在涉及香港、

疫情調查、南海和新疆人權等其他

重大問題上都沒有進展。

表面上與人把手言歡，後面廚

房裡卻在磨刀煮水，就等時機到

來，把對手下鍋。縱觀世界近代歷

史，暴政國家和他國談判，只是為

了爭取磨刀時間。

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布

爾什維克蘇聯，都是玩這套手段的

前輩，最後把自己玩了進去。蓬佩

奧和楊潔篪會談沒有其他共識，說

明蓬佩奧代表的美國看穿了這手

段，拒絕再玩下去。

蓬佩奧這個人，是典型的「兩面

人」。在美國，他是 1986年以第一

名成績畢業於西點軍校的優等生，

1994年，又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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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博士學位，是靠自己的出眾才

華，一步步幹到國務卿職位的人。

但是在中國大陸，中央電視臺

宣布他是人類公敵。說起來，他還

是當今第一女兒習明澤的學長，習

明澤 2010年到 2014年也在哈佛大

學讀書，學的是本科心理學專業。

黨媒一宣傳，別說學長、學

妹，就是親父子，也立刻變公敵，

這種事中國大陸人民在 70年裡見

怪不怪，中南海那班人，更是多有

切身少時記憶。

刀還沒磨好，水還沒煮沸，

對方就不玩了，這是夠煩心的，

本來是許諾要有兩個一百年的大

Party的，但現在 Party上的下

不放下「初心」 就要離開地球
酒菜要泡湯了，這還怎麼開？最

近網上有一張熱傳照片，習近平

面對一個大坑出了神，想的可能

就是這個。

在過去 200年中，人類社會

裡出現了各種奇思怪想，在很多國

家進行了「艱辛探索」與「偉大實

踐」，結果是人民付出了沉重血淚

代價，多少人物在一時風光之後，

跌落大坑。

破壞力前所未有的兩次世界

大戰僅僅相隔了 25年。這之後，

美國自由理念主導了世界，地球

上 70餘年無大戰。多少中、小國

家軍事力量不值一提，卻能長享太

平，這是幾代地球人的幸運。在美

國 200多年，在世界 70多年，這

種自由理念通過了實踐檢驗。

不管某種主義在紙面上如何

自信，甚麼行得通，甚麼行不

通，有心人看得清楚。中國人要

走甚麼樣的路？ 80年代的中國

大陸民眾，還有黨內胡耀邦、趙

紫陽那一批人，在幾十年的折騰

實踐後，他們看到了問題所在。

胡、趙的思路是想通過改變黨，

來擁抱地球，拿到地球綠卡，但

是黨碾碎了他們的夢。

如果要保黨不放，留戀黨內的

特權地位，那就只剩一條路：去改

變地球，這就是中國夢的實質。

問題是，黨綁架了 14億人，

但地球上有 70億人，況且地球也

還不是孤零零的，中國人說，上面

還有老天爺，美國獨立宣言說，上

面還有創世主，改變地球是不可能

完成的任務，要改變地球，結果就

是自己加速離開地球。

去年有一部由戰狼主角主演

的影片，叫《流浪地球》，《人民日

報》稱讚這部電影弘揚了中國核心

價值觀，宣揚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部電影的名字有意思，無

意中合乎了共產黨的算計，它巴

不得綁架地球去流浪。但是，中

共綁架不了地球，地球也更不會

去流浪，當下這場大戲的終局，

就是它會獨自去一個黑暗恐懼、

骯髒之地，償還其對數千萬中

國人欠下的命債。中共將自己去

「流浪」，但地球絕不會同行。

士兵死於石塊 痛的不是他們

在美國的抗議騷亂中有兩種

人，一部分是和平的抗議示威者，

他們的行動是受法律保護的，他們

在行使公民權利，和平抗議從來都

是美國大眾支持的，這也是自由社

會的構成要素。

還有一部分是在夜晚降臨時，

趁亂進行打、砸、搶的人，這部分

人道德低下，蔑視法律，偷竊別人

財產，危害他人生命。他們的舉

動，和悼念被害的黑人、追究責任

者沒有絲毫關係。

美國一些地方實行宵禁，出動

國民衛隊，就是針對這部分人，美

國政府並沒有禁止白天的遊行集會。

美國是一個法治社會，個別警

察出現的過度執法，在司法獨立和

新聞自由的框架下，都可以得到解

決。現在肇事的警察已經被拘禁和

指控。而另外 3名在場的警察也

已被開除，如果他們的行為也觸犯

文∣夏聞 了相關法律，也會被司法指控。

同樣，這 4名警察也不會被

無端懲罰，一切都會以他們的行為

觸犯了何種法律為準，隨著司法進

程的展開，這一切都會得到答案。

讓美國強大和有吸引力的是她

的法治，能夠讓這個社會平穩運轉

近 250年的是她的法治，這是美

國最本質的東西。

大洋這邊的中共，隔海為美國

所發生的騷亂叫好，它不是為美國

公民擁有和平示威的權利叫好，它

只是在為後一種暴力打、砸、搶幸

災樂禍。

中共把美國視為敵人，是 70

年不變的，前 30年，中國大陸人

民處於赤貧，但卻被「教育」著要

去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美國人

民。後 40年，美國接納中國大陸

進入國際經貿體系，中共大小官員

們得到了令人咂舌的物質利益，於

是就更怕中國人被法治「傳染」，

導致自家遭到清算。

人和人的思想是很不同的，有

勤奮的、有懶惰的；有為他人成功

叫好的、有嫉妒別人發狂的；有修

心向善的、也有完全被慾望驅使

的。即使是在一個正常社會，也總

會有一部分人因為種種原因不如

意，甚至仇視社會。

更可怕的是，近 200年來，

在傳統道德信仰變弱失效時，更是

出現了種種變異的理論，給這部分

人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鼓

動他們去「鬥爭」、去「顛覆」。

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等極左組織

就這樣應運而生。

共產黨的一整套世界觀，就是

要去鼓動社會上的流氓無產者造

反，顛覆社會秩序。在人類社會的

大轉型中，共產主義乘虛而入，不

但在一些國家攫取了政權，還污染

了全世界。

世界各國因此而付出的生命和

苦難代價，早就無法用數字衡量

了，越是和傳統割裂的國家，就越

大洋兩邊的「流氓無產者」
容易被它傷害。

美國是幸運的，在共產主義出

現之前，就已經建立了成熟的自由

法治體系，有正常的解決社會矛盾

的渠道，所以不管共產主義思想如

何煽動，美國的流氓無產者始終是

一小撮，美國的主流大眾，始終有

一定程度上的對共產變異理論的抵

抗力。

在美國現在的福利社會裡，

打、砸、搶的暴徒們衣食無憂，早

就不是甚麼無產者，但其心態和行

為卻都是流氓。而現在的中共官員

們，雖然從來不是甚麼無產階級，

但其被馬列主義馴化出的品性，也

確實是流氓不改，不輸當年。

美國是過去 70年中的世界警

察，中共恨美國，那是因為流氓總

是痛恨警察。但如果美國也是流氓

國家，卻更非中共之福。當年中共

和蘇共爆發衝突，蘇共已經決定對

中共進行核打擊，因為流氓是不會

考慮平民傷亡的，幸好最後關頭被

世界警察阻止，否則，今天很多中

國人不會活在這個世上。

當然，流氓有兩大特點：一個

是永不感恩，再一個就是眼光短

淺，流氓只能理解流氓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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