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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的省思：歷史在重演

這一天，在法國，一家巧克

力店售賣的巧克力復活節小兔，統

統戴上了由白巧克力製成的口罩。

這一天，在德國，一位叫克里斯托

夫‧諾爾的牧師在戶外佈道，他

的對面不是站滿廣場的人群，而是

車輛排成的方陣，信徒們都坐在各

自的車內，那情形看起來更像是閱

兵式或汽車展。這一天，在澳洲，

各地教堂都一改傳統，提供網絡直

播，供信眾們在線做禮拜。

——由於疫情的關係，這一

天的復活節變得不同以往。特別

是在這一天結束前，美國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更新數據告訴我

們，除去中國、伊朗、北韓幾個

疫情深重卻被掩蓋的盲點外，全

球感染人數超過 185萬，死亡人

數超過 11萬。——復活節紀念

神的復活，帶給人希望，但這一

天的復活節，讓人們真切的感受

到，死亡與復活如此接近，現實

與希望何其遙遠。

歷史總是在重演

公元 33年，耶穌被釘死在十

字架上，第 3天，耶穌復活。然

而，神雖然復活，人卻未清醒。

在耶穌復活之後，對基督徒的迫

害持續了 300年，羅馬人的道德

也淪喪了300年。正是在這期間，

大瘟疫四次降臨，將那個強大的

羅馬帝國從地球上抹去。那 300

年間，有多少個復活節如今天一

樣，人們是在對瘟疫的恐懼與對

神復活的記憶中度過。

那300年間，瘟疫時隔幾年，

十幾年，幾十年就會捲土重來，

每一次都是差不多的劇情：大批

的人不斷死去，神職人員與王公

貴族也不能倖免，一些人在絕望

中縱慾，另一些在絕望中祈禱。

並且，所有的藥都施之無效，而

當人們只能聽天由命時，瘟疫竟

又突然消失——是的，人們似乎只

能在瘟疫來臨時知道它來了，在

瘟疫消失後，知道它走了，除此

之外，人們對它一無所知，更遑

論醫治。

歷史總是在不斷的重演。今

天，當中共一步步侵襲世界時，

一場大瘟疫則以中共病毒的面貌

再次出現，波及全球。這一場瘟

疫與歷史上的瘟疫何其相似。雖

然這一次，人們在研發針對中共

病毒的疫苗，也推出了專治藥瑞

得西韋、奎寧等，但並不是每個

人都能被治好，而沒有經過醫治

的人，亦有可能不藥而癒。無論

是自癒者，還是治癒者，其前景

如何皆是未知，一些康復者被發

現免疫系統已受重創，或者永久

帶毒，只是不知何時復發。

雖然節奏飛快的現代社會，

亂人耳目的物質世界，讓人常常

想不起神，但人畢竟曾是神的子

民，當人們意識到現代社會耳目

之所及能給人慾望的滿足，卻無

法在危難中提供解救的時候，還

是會想到向神求助，特別是在神

復活的節日裡。所以，川普總統

在這一天號召人們在疫情之下要

「轉向神，尋求他的指引、安慰和

希望。」英女王也在復活節祝辭

中說：「在這個黑暗時刻，人類比

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復活節。」

而此前不久，澳洲總理莫里森

（Scott Morrison）面對這次病毒

疫情向神祈禱的視頻在網絡上亦

廣為傳播。

祈禱不是求 
羅馬大瘟疫中，留下了諸多

人們向神求助的紀錄。羅馬人在

尋醫問藥無果之後，求助各種神

靈的保護。他們祭拜羅馬人的醫

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祭拜太陽神

阿波羅、祭拜智慧與戰爭女神彌

涅耳瓦，以至祭拜其他民族的各

種神，但是大瘟疫卻愈演愈烈，

人們不知問題出在哪裡 ?

在同時代的記載中，我們也

看到大篇幅的關於羅馬人道德墮

落的內容。當時的羅馬人道德淪

喪、縱慾淫亂、冷漠殘忍、窮奢

極欲，特別是在對基督徒的迫害

中，在鬥獸場中殺人取樂的羅馬

人如同魔鬼。

千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回顧

歷史，一目瞭然。羅馬人求神無

果的原因是他們只在形式上求

神，卻不知道要在思想上、行動

上真的改過自新，棄惡從善。他

們不知道神的保護並不是單憑跪

拜祭祀就可以求來的。無論你的

祈求如何迫切，如果這一切並非

以改過自新為前提，那所有的求

都只是一顆只想索取不想改過的

骯髒的心，而神又豈是被人心所

能收買或欺騙的。

所以，大瘟疫中勿忘向神祈

禱，但祈禱卻不是無度索取和要

求，而是虔心懺悔。正如羅馬大

瘟疫中，雖然大批的人在死去，

但也有人聽從基督徒的勸善，向

神懺悔，改變自私的心，不做不

道德的事，拒絕與惡者為伍，結

果不藥而癒。

走出瘟疫之路 始於哪裡
讀史可以鑒今，對照今天。

人們在復活節這天紛紛向神祈禱

與求助，可謂善莫大焉。然而這

還不夠。我們的祈禱中，除了祈

求神保佑我們的家人、朋友、同

事、國家之外，一定要在所有的

善願之前加一個前提，那就是要

從道德上做深刻的反省，並在行

為上遠離邪惡。

大瘟疫時的羅馬人，諸多的

不道德中，迫害基督徒是其最大

的惡行。因為這直接導致了道德

的崩潰與社會的坍塌。而倖存下

來的羅馬人，無不是從這個最大

的惡行開始反思，加以改正，最

後轉危為安。對照今天，我們談

及如何從善時，就先找到邪惡之

源，從最大的邪惡開始拒絕它、

遠離它，走出瘟疫的救贖之路始

於此刻。

那麼，甚麼是今天的最大的

惡，看看這場中共病毒導致的疫

情吧，它是從誰的治下開始出

現，誰在最初時隱瞞疫情任其傳

播，誰在疫情深重時伺機謀利，

誰用疫情當成宣傳工具，誰在

對內借疫維穩，誰在對外借疫謀

霸，誰在疫情中不改變對信仰的

迫害，誰在疫情中不讓人信神卻

拉人入黨⋯⋯

疫情之下，中共的種種表演

雖然邪惡無底線，但反過來講，

這不正是讓人看清中共之惡堪稱

萬惡之源嗎？更何況，中共自起

家以來就在用無神論從根本上切

斷人與神的關聯，用進化論將人

際關係扭曲為弱肉強食的鬥爭，

用謊言來欺世，用鬥爭為手段，

用暴力為威懾，用假惡鬥黨文化

替代傳統的美德⋯⋯

然而，當人們看過了中共的

邪惡表演，從它三反、五反、文

革，到六四鎮壓學生，99年鎮

壓法輪功，從迫害西藏人，到迫

害新疆人，再到如今的疫情亂象

後，仍不能拒絕與中共為伍時，

又如何指望神的解救。

病情之下 人在選擇
更何況，今天中共治下的道

德亂象比之羅馬瘟疫時，走到了

更遠。瀋陽的楊媽媽粥店掛出慶

祝美日疫情的標語，中國大媽在

澳洲的超市裡往香蕉上吐口水傳

播病毒，英首相染疫後 44萬中國

人點讚，如此變態低下的行為雖

然是中共長期洗腦毒害的結果，

但如果受害人自己不想改變，依

舊助紂為虐，那不也就是中共的

一分子嗎？

同理，在疫情傳播世界的當

下，各國都與中共存在一個親疏

遠近的關聯。無論這種關聯是意

中共病毒（又稱武漢肺炎）肆虐

全球的時候，人們迎來了復活

節，在4月12日的這天。

從 4月 13日開始，俄羅斯農業部 

將向其國內市場投放 150萬噸國家

儲備糧，約占所有儲備糧的 83%，

目的是滿足麵粉、烘焙行業以及

畜牧業的需要。

從 2018年的數據來看，主要

大米出口國包括：印度、泰國、

越南、巴基斯坦，4國出口量占全

球大米出口總量近 70%，其中越

南大約 700萬噸，占 14.5%；主

要小麥出口國（地區）為俄羅斯、

美國、歐盟、加拿大和烏克蘭，

占全球小麥出口總量的 72.8%。

越來越多的國家採取限制出

口的措施，中共官媒卻連續數天

發布中央級別部委的信息，說中

國糧食儲備充裕。對於落入塔西

佗陷阱（Tacitus Trap）的中共

來說，百姓已經不信任其所說的

信息，各地都出現了搶購囤積糧

食的事情。塔西佗陷阱是一個政

治學理論，得名於古羅馬歷史學

家塔西佗，意指倘若公權力失去

連日來，越南禁止大米出口；

哈薩克斯坦禁止小麥、土豆等 11

種農產品出口；塞爾維亞宣布，

暫停出口葵花籽油等農產品；埃

及決定，未來 3個月內停止各種

豆類產品的出口；柬埔寨禁止白

米和稻米出口；俄羅斯農業部對

糧食出口建立臨時配額，4月 1

日∼ 6月 30日，小麥、黑麥、大

麥和玉米等出口量不得超過 700

噸。此外，俄羅斯農業部還表示， 

其公信力，無論如何發言或是處

事，社會均將給予其負面評價。

4月 7日，官媒新華社發文

〈盲目囤糧有害無益〉稱，「盲目囤

購糧食，實非明智之舉」；「面對

不理智的囤糧行為⋯⋯要堅決打

擊造謠生事、惡意囤積、哄抬價

格等違法行為，向社會釋放對造

謠傳謠嚴懲的明確信號。」

現在中國 3億∼ 4億的農民，

生產的糧食，還不夠 14億人的需

求，一個農民養活 4∼ 5個人，

還捉襟見肘，中國每年還需要進

口 1億噸的糧食。去年中國長江

中下游地區遭遇大洪水，北方遭遇

旱情，中國糧食儲備已經受打擊。

而在中國發生的蟲害正對夏

糧產生威脅，中共農業農村部在

3月分確認，去年曾造成重大蟲

災的草地貪夜蛾（又名秋行軍蟲）

今年已經再次爆發，目前估計其

數目比去年同期激增 90倍，造成

中國新一波的糧食危機。

官媒發明確信號  示糧食危機

中共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愈演愈 
烈，除了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

之外，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 
生組織（WHO）這三大國際組 
織已聯合發出警告：如果國際社

會不盡快採取措施，「預計4月至
5月就會出現糧食供應危機」。

識形態上的，還是經濟合作上

的，只要與中共走近，就是與邪

惡走近，必然招致不祥。而疫情

傳播世界之初，伊朗、意大利、

韓國這些與中共走得近的國家受 

禍最深，而臺灣雖然離中國最

近，卻疫情最輕，這些現象足以

發人深省。

疫情之下 人在選擇
羅馬瘟疫時，有基督徒冒著

被政府迫害的危險，在瘟疫中穿

梭於羅馬的大街小巷，傳遞救人

的福音。今天的中國，有方斌、

陳秋實、趙凱、張文斌等一批正

義之士付出被抓捕的代價，站出

來揭露疫情真相，號召全民反暴

政，他們所傳遞的正是這場瘟疫

中能使人得救的福音。

中國之外也是一樣。有親吻

中共血旗的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

之類的人，而武契奇在親吻血旗

後，就傳出其長子染上中共病毒

的消息，於是他親吻血旗的舉動

被人們稱為「死亡之吻」。

但也有人不僅能認清中共本

身，且對中共陰影下一切暗黑勢

力亦洞若觀火，如美國前白宮戰

略顧問史蒂芬．班農就是這樣的

人。前不久，班農在WarRoom

頻道節目中針對美政壇親共大老

基辛格說：「你是有罪的，⋯⋯

你從中共那裡拿到了沾滿鮮血的

錢。」班農還警告所有基辛格主義

者說：「所有華爾街那些與中共做

生意的人，所有與中共做生意的

大公司，所有與中共合作的智囊

團，你們拿了沾滿鮮血的錢，所

有這些事實馬上都會真相大白，

整個世界都會對你們進行審判，

因為你們和中共這些魔鬼一樣

壞——事實上，你們更壞。」

要看清，這場疫情是針對中

共而來，遠離中共就能遠離疫

情。並且，隨著中共病毒傳播世

界，不只是中國人，全世界的人

在疫情之下，都要面對「去中共

化」的問題。

神性的甦醒就是神的復活

人們在一年一度的復活節慶

祝活動中，除了表達感恩、喜樂，

也在一次次的備份、重溫、加深

對神的記憶，唯恐這份記憶失落

在塵世的浮躁與喧囂中。然而，

祈禱不是索取，懺悔要落實於行

動。今天的我們要走出瘟疫，就

要誠心反思自己的過錯，不再違

背神的教誨，用行動上的棄惡從

善遠離中共來請求神的寬恕。當

神在我們的心中復活，深藏在我

們生命深處的神性將從此復活！

還有人禍的因素在起作用：

在 2019年，中美貿易戰正酣，

中共鼓勵農民種植大豆，並予以

一定的補貼，導致農民一窩蜂的

種植大豆而放棄其他農作物的耕

種，直接影響今年的總體糧食供

給；4月 1日，有中國民眾提議

「建議先讓消防隊接管糧庫，然後

再清庫存」，「消防員要快速入駐

糧庫，及時滅火」。人們對糧食

儲備的質疑並非是空穴來風。因

為中共官員盜賣國家儲備糧庫糧

食的新聞，在過去幾年被中國大

陸媒體廣泛披露，官方一對糧庫

清查，各地就發生「意外火災」。

另外氣候的原因也對糧食產

生關鍵作用：南北極海冰融化阻

斷洋流，並進一步導致氣候異常，

從而對糧食的產出有重大影響。最

近五年是有紀錄以來全球最熱的

五年。特別在 2019年，溫度比平

均水平高 2攝氏度以上，包括：澳 

大利亞、阿拉斯加和俄羅斯北部、 

歐洲和非洲南部的部分地區。

冰川加速融化形成的巨量淡

水就會被注入到南極和北極海域。 

當淡水加速流入極地海洋之後，

就會阻斷大洋的洋流，當洋流被

阻斷之後，靠近墨西哥灣和赤道

附近的暖濕氣流就難以流向北緯

40度∼ 50度的中高緯度地區。

同時，當淡水大量注入海洋之 

後，會帶來海平面的加速上升，

導致地殼應力的劇烈變化，從而

引發密集的地震。

中高緯度地區是世界上經濟

最發達的地區，也是最主要的農

作物輸出地區，因氣候因素導致

農作物出現大減產，結局就可以

預料。

澳洲南極計畫（Australian 

Antarctic Program）研究團隊 3月 

31日在科學期刊《全球變化生物

學》（Global Change Biology）

發表研究報告，也提到類似的理

論：氣候變化將影響全球，「它 

會影響全球海洋傳送帶，那是一

個持續不斷的深海環流系統，會

將海洋熱力帶到地球各處，而南

極洲融冰又會使全球海平面的加

速上升」。

糧食因氣候原因減產，那麼

人口眾多的亞洲國家對糧食的需

求就會成倍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