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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

　　前⼏几天看明慧⽹网⼀一篇⽂文章

提到⼀一位医院的副院⻓长，99年年

在观看针对法轮功1400例例造谣

电视后，说了了⼀一句句：好像这些

⼈人不不炼法轮功就不不会死了了，净

胡扯。这位副院⻓长没有⼈人云亦

云，⽽而是独⽴立思考，因⽽而敢于

为法轮功说句句公道话。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像这

位副院⻓长慧眼识真相的⼈人，现

在已经越来越多了了。

　　慧眼识真相，需要保持独

⽴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试想⼀一

下，如果法轮功真象江泽⺠民和

中共说的那么不不好，怎么会

洪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

区？《转法轮》怎么被翻译成

四⼗十种语⾔言？

　　记得新唐⼈人有⼀一个电视

⽚片，曾经采访过哈佛、斯坦福、

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的部份

法轮功修炼者。事实证明了了：

法轮功是受到世界各个国家、

各个族裔、各个阶层⺠民众的欢

迎的。

　　慧眼识真相，也必须⾛走出

经验主义的桎梏。对于共产主

义和中共的认知，善良的⼈人们

⼀一般会认识到它是⼀一种思想流

派、邪说和⼀一个政党、邪恶之

党，但是却想不不到中共的背后

是⼀一个邪灵，即⼀一个超越于⼈人

类的邪恶⽣生命在控制它，也绝

想不不到共产主义的根本⽬目地是

毁灭⼈人类，不不仅仅是毁灭中国

⼈人，⽽而是毁灭全⼈人类。还对此

诧异的朋友建议先读⼀一读《九

评共产党》这本书。

　　还是我那位朋友提到，⼀一

位市⺠民在读完他赠送的九评编

辑部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

的》后，⻅见⾯面追着他问：“ 这书

写得太好了了，下半部什什么时候

出来啊，赶快给我⼀一本啊。”他

回答：“ 下半部是《魔⻤鬼在统治

着我们的世界》，现在还没有

连载完。”

　　中国⼤大陆渐渐明⽩白的有识

之⼠士，对于真相之渴望可⻅见⼀一

斑。

　　“ 不不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希望⼤大陆以及

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慧眼之⼠士都

赶快来读⼀一读九评编辑部的

两本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

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

世界》，独⽴立思考，慧眼识珠，

认清魔⻤鬼毁灭⼈人类的阴谋，摆

脱魔⻤鬼的控制，⾛走向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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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堵死天堂路， 
打开地狱门

3） 通过教育系统性给青
少年洗脑

　　共产邪灵既然以⼈人类为

敌，就要切断⼈人的神性之根和

⽂文化记忆。传统教育⾸首先教做

⼈人，教给孩⼦子对普世价值的理理

解和认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

养、丰富的历史知识、敏敏锐深

刻的洞洞察⼒力力，这些都是共产邪

灵实现其邪恶⽬目的的障碍。共

产党掌权之后，迅速将教育收

归国有，⽤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

识形态对⽼老老师和学⽣生进⾏行行洗

脑。

　　⽂文化⾰革命当中，千百万⻘青

少年年参与武⽃斗、串串联、打砸抢，

后⼜又被发配农村和边疆，“ 接受

贫下中农再教育”。连他们⾃自

⼰己后来都不不得不不承认，是“ 喝喝

狼奶⻓长⼤大的”。

　　20世纪80年年代以后，中共

意识形态领域略略微松绑，“ 新⼀一

辈” 年年轻⼈人对中共改良寄予希

望，但六四屠杀把他们的希望

打个粉碎。进⼊入90年年代，年年轻

⼈人⼤大多是独⽣生⼦子⼥女女，在家⾥里里娇

⽣生惯养，唯我独尊。政治⾼高压

让他们不不敢关⼼心公共事务，有

⼈人缩⼊入象⽛牙塔，有⼈人下海海经商，

有⼈人忙于考托考G。⾃自私麻⽊木

的个⼈人主义占了了上⻛风，“ 闷声发

⼤大财”成了了新的座右铭。

　　中国⼤大陆通⾏行行的课本中所

谓的“ 英雄” 教育篇⽬目，在⻄西

⽅方⾃自由社会来看完全就是恐怖

分⼦子的培训教材。有位作家直

接指出，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从

来没有摆脱残忍和嗜⾎血，在教

材中学习数不不清的残酷的“ 英

雄事迹”：“ ⽤用胸膛堵枪眼，把

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

熊烈烈⽕火中⼀一动不不动，直⾄至被烧

死。”

　　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严

密的信息封锁，很多年年轻⼈人对

真实的历史和普世价值⼀一⽆无所

知，中共有意地煽动起他们的

⺠民族主义狂热，⼀一旦当局需要，

就利利⽤用他们⾛走上街头，反⽇日、

反美，打砸抢烧，任由“ 爱国

精神病” 和“ 集体脑残” ⼤大发

作。

　　更更可怕的是，中共洗脑

“ 从娃娃抓起” ，从幼⼉儿园起

就给⼉儿童灌输毒素，进⾏行行所谓

的“ 爱国主义” 教育。⽽而中共

的“ 爱国主义” 教育是什什么货

⾊色，⼤大家都⼼心知肚明。

结语

　　如今的中国社会，人心

糜烂，社会溃败，国已不

国。所谓“和谐社会”，其

实质是和邪恶沆瀣一气、难

解难分的社会。民间回归传

统的努力被狡猾地误导，自

发的人心向善被无情地扼

杀。中共刻意制造的“一夜

暴富”的欲望，“娱乐至死”

的氛围，“过把瘾就死”的心

态，使浮躁恶毒、冷漠自私

成为社会的主导气氛。无

论官媒如何“弘扬主旋律”，

僵尸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

假话、大行其道的痞话、铺

天盖地的脏话组成的众声喧

哗才是“时代的最强音”。

有能力的纷纷移民、弃船逃

命；没门路的只好得过且过，

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明天。

　　房⼦子拆掉了了，可以重建。

家庭破碎了了，可以重组。公司

破产了了，可以再创业。⼀一代⼈人

的⻘青春浪费了了，可以寄希望于

下⼀一代。甚⾄至国家被异族征服

了了，只要⽂文化、语⾔言和历史不不

亡，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天。

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篡改，⽂文

字被摧残，语⾔言被毒化，传统

⽂文化被反反复复地破坏，⼈人⼼心

被反反复复地凌辱、扭曲、变

异，⼤大地荒芜、⽔水源耗竭、好

⼈人被杀戮、良知被消⾳音，这个

⺠民族还有重新挺⽴立的⼀一天吗？

　　为了了毁灭⼈人类，中共除了了

⼤大规模杀戮⼈人⺠民之外，还⻓长

期使⽤用“ 恨、骗、⽃斗、邪” 种

种⼿手段，其骗术的狡诈让⼈人⼼心

惊。所有骗术中最阴毒的⼀一招

是它利利⽤用了了⼈人⼼心中的善，⼜又愚

弄弄了了⼈人的善，最终逼⼈人灭绝⼼心

中的善。

　　⼈人是神造的，每个⼈人都有

神性，回归产⽣生⾃自⼰己⽣生命的天

国世界是每个⽣生命的夙愿。共

产主义利利⽤用了了⼈人的神性和对⽣生

命升华的渴望，把共产邪教的

邪恶内容注⼊入其中。传统宗教

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曰“ 天

意”，共产主义崇拜虚幻的“ 历

史必然性”；传统宗教让⼈人回

归天国，共产主义让⼈人追求共

产主义社会；传统宗教有⼀一个

教⼠士阶层，共产党声称⾃自⼰己是

“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

共成⽴立初期，⼀一些忧国忧⺠民的

热⾎血⻘青年年，听信了了共产党的蛊

惑宣传，加⼊入中共为其卖命。

但中共是个⿊黑帮邪教，许进不不

许出。这些⼈人稍稍醒悟时，早

已成为同谋共犯，只能越陷越

深，难以脱身。即使在今天，

某些加⼊入中共的年年轻⼈人仍然不不

乏善念和理理想，但在⿊黑暗龌龊

的现实⾯面前不不得不不把良知抛得

精光。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理理想

幻灭和⼼心灰意冷之时转向同流

合污、纵欲和堕落。从这个意

义上说，共产党既利利⽤用了了⼈人的

贪婪和欲望（从其党的名字就

可看出来——共产，共他⼈人之

产也），也利利⽤用了了并最终毁灭

了了⼈人的神性和向善之⼼心。

　　共产邪教的特殊之处还在

于，⼀一个⼈人甚⾄至不不需要相信

其“ 阶级⽃斗争”、“ 剩余价值理理

论” 、“ 社会主义⾰革命” 、“ 共产

主义社会” 等等教条，仍然会

成为事实上的邪教徒⽽而被邪灵

附体。这是因为⼈人在道德败坏

之后，必然有⼀一部份思想符合

邪灵，那么邪灵就会钻这个空

⼦子，附上身来。有⼈人相信了了⽆无

神论，有⼈人相信了了物质是第⼀一

性的，有⼈人相信了了⼈人死后⼀一了了

百了了、还是吃喝喝玩乐实在，有

⼈人相信了了没有绝对真理理，有⼈人

相信了了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编造

出来的谎⾔言，凡此种种，不不⼀一

⽽而⾜足。信神只需要⼀一个坚定的

正念，反神、排神却可能出于

⼀一千个不不同的邪念。俗话说，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道德滑

下来的⼈人顺⽔水推⾈舟，每⼀一次向

欲望和懦弱妥协，都会使⼈人滑

向邪魔的掌控，直到有⼀一天难

以⾃自拔，甚⾄至深陷险境仍然冥

然不不觉。这难道不不是很多中国

⼈人今天的处境吗？

　　由恨构成的邪灵，从杀起

家，靠骗扩张，以⽃斗搅乱天

下，最后⽤用⼈人⼼心灵的邪变达到

其邪恶⾄至极的终极⽬目的——毁

灭全⼈人类。在⼏几乎所有⼈人都被

物质欲望和感官享乐征服的时

候，有谁知道，邪灵正在狞笑

着，给⼈人类倒数计时。

　　 * * * * *

　　中华⺠民族是⼀一个得天独厚

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个神赋

使命的⽂文化。邃古之初，当神

创造神州⼤大地的时候，就已经

埋下了了未来危机中的转机、绝

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

能否读懂天机、听懂神⾔言，关

乎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 

 （第四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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