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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40年——当时主因清皇权政府闭关锁国、狂傲自大、背信弃义，招致船坚炮利、希

望平等互通的西方国家霸王硬上弓、报复性的鸦片战争——到 2020年这 180年里，中国这片

土地一路走过太多苦难。其中，部分是由外部给予的，但更多是“内斗”的自虐，如清府残酷

统治、天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拳乱、军阀战争、国共内战、、、最后到中共 CCP（China’s 

Communist Party“在中国的共产党”——该英文最初见美国国务卿 Mike Pompeo这么用）

专制七十年，一次又一次，残害生命上亿，空气污染了，水体污染了，土地污染了，人民财富

掏空了，人的精神污染了，人心彻底堕落了，中国人人格异化了，中国人走到世界哪里都异类

了——但这不是本文要讲的主题，而只提供下面话题的一个背景。 

一、百年中国两次半启蒙概览 

（一）五四运动：旨在民族救亡的第一次启蒙 

当中国大地上，历史走到清王朝末期，皇权败落到难以为继，中国人愚昧麻木到无以复加，

人民和国力积贫积弱到极致，世界却正因了英国《自由大宪章》的颁布、文艺复兴、工业革命、

美利坚合众国立国、法国大革命等等，以及众多自由平等民主法制思想学说的诞生，而一步步

走向现代文明。当时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包括庚子赔款）走出国门，见识文明世界的仁人志

士，忧心烈烈，奔走呼号，尝试引进来各种救国救民的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最终，

到 1919年，爆发其精神影响至今的“五四运动”。 

以 1919年 5月 4日为标志时间点的“五四运动”，核心时段从 1915年至 1926年，跨度

逾十年。当时志士们，目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终归失败，辛亥革命也未能如愿给中国带来期

许的民主，于是发起这场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打倒孔家店”，弘扬世界先进文明“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赛先生”（SCIENCE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以激发人们爱国主义精

神，拯救民族危亡。后来学界将这场运动称为中国现当代百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启蒙运动。 

但这场运动虽然倡导“德先生”“赛先生”，却根本诉求在于通过它们达到政治“救亡”的

目的，既没深入到“德先生”背后的个人觉醒、人权，以及“赛先生”基底的理性本质，也似

乎对这背后根底的东西没表现出兴趣。而所谓“救亡”，它当然不及枪炮来得直接。这样，“强

力”方面上不着天，“民性”层面下不着地，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不过，它批判精神、追求民

主科学的精魂倒是时至今日，百年不曾断绝。 

（二）六四民运：意欲振兴中华的第二次启蒙 

然后，六十年苦难颠簸而过，至共产党愚蠢暴虐坑民苦民杀民不算、纠错做点执政正事儿

就叫“丰功伟绩”的所谓“改革开放”的 1970年代末和 1980年代，中共严酷“文革”浩劫

之后，为发展经济，思想管制稍微松动。人们重新了解到西方世界，有识之士为着振兴中华的

崇高目的，积极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宪政思想，以图推进当时中国政治上的“改革开放”，

而掀起一场以 1989年 6月 4日天安门大屠杀为标志时间点的新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六四民

运”（或其它名称）。 



这场运动，被称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二次启蒙运动。如邓晓芒所言，一如“五四运动”，

这次启蒙仍是将目标停留于眼下政治诉求层面，同样没有从理论上，深入到普遍人性中寻找自

由平等的根据，没能在国人心目中，使启蒙思想内化为人性之必须的层次。振臂高呼的当时民

运斗士们，一腔热忱，却本身心智缺乏真正启蒙，骨子里更多是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

情怀，大多都有着一种政治权力诉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次启蒙运动，可以

是：听我的，不然让我来。 

结果：1，支持或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士手中并没掌握左右时局的权力（真要握了如此权力，

还会不会支持或投身这场运动不好假设）；2，当时普遍民众基本安居乐业或正红红火火把钱

挣，运动难有真正广泛民众基础；3，要从面上“振兴中华”，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

宪政民主，真还不如当时的邓小平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体专制制度来得直接和具有当下

疗效；4，宪政民主作为振兴中华的一种政治“技术”，一种有用则用、无效用随时可以扔掉

的手段，它背后起决定作用的自由平等人权的本质精神，即人性的启蒙，一般民众，也包括运

动参与者们，并未将其内化为他们精神结构的一部分，没能提升为人性之必须（包括后来逃亡

海外的民运人士、如今的欺民贼们可悲可耻的堕落，也跟这不无关系）。所以，“六四民运”的

失败，也是在所难免。 

当然，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六四民运”的历史意义：首先，它解放思想的精神，对于反

思“文革”和所谓“四人帮”——实则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时共产党黑暗专制——起到了重要作

用；其次，整场运动历时十年，培养了一批后来走进第三次启蒙的思想者，以及以郭文贵先生

为首的爆料革命战队；再次，“六四民运”上接“五四”精神，它播下的反抗火种不绝如缕，

不仅每年墙内六月四日之际，中共紧张戒备，而且年年“六四”香港维园的烛光会，更是明证。 

（三）新批判主义：半途而废的第三次启蒙 

然后，到 1990年代末，传统小农经济和以家庭为核心的儒家人伦秩序，为市场经济及其

规则所冲击，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经济和社会基础被动摇，呼唤着新的思想意识及其规范与

这种新的形势相匹配；同时，现代媒体与通讯和频繁的国际交往与交流，更加打开了国人眼界；

再则，一批思想者通过对“五四运动”和“六四民运”的深刻反思，思想更加成熟。一场新的

启蒙活动应时而来。（——这里用“启蒙活动”而非“启蒙运动”，是因为“运动”一语，在中

国现当代史上，尤其共产党专政以来，实在是名声狼藉；而且前两次启蒙运动的政治实用主义

心态确实太重，最终导致雁过只零落下几羽毛。根据第三次启蒙的事实特征，笔者持见：“活

动”之义更为深入和融入民众，更平民化。） 

这场启蒙活动，即中国现当代百年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启蒙，它的标志性事件，是 1999

年邓晓芒《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一文的发表。其概括性名号：新批判主

义。 

新批判主义认为，启蒙——如康德所言——是人运用自己理性，而走出自己的“未成年状

态”。启蒙不是急功近利的一时“轰动”效应，不应是运动式的，也不是情绪化或青春期的“叛

逆”。启蒙思想不是叛逆思想。启蒙也不应是由知识精英们牵着民众的手走路。 

启蒙的根本目的，是要用理性、自由之光，照亮迷蒙人性——尤其有针对性地直指这方面

“先天”不足的中国文化和它所浸染下的国人——要内化理性精神，使自由、平等、人权精神

化作国人心智和人格结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人性之必须，并最终让每个人学会据此

自我思考和判断。它要帮助国人不再如鲁迅之痛：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以后无路可走。而是梦

醒后——无论是个人思想上的梦醒，还是推翻专制、革命成功的梦醒——新批判主义意义上的

“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 

新批判主义这场新的启蒙工程，如西方启蒙运动之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是诉诸语言思

想的，反思的，是人性深度的入手和着力。其目标，是要对国人进行“人性改造”，“塑造新

人”。 



然而，这场启蒙活动，虽然社会历史条件前所未有的成熟了，民众本能地也开始有这样需

要了，却迎面是比以往更强悍、凶残的对手——控制中国政权的共产党（China’s 

Communist Party）。尤其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它利用专制权力，警察与监狱，垄断

社会公共资源，豢养所谓网络大 V、狗粮学者，控制媒体、出版，控制社交网络，从教材到课

堂严控教育，极力抵消、压制启蒙思想，甚至从肉体上控制、消灭自由思想人士；同时，通过

各种大外宣，将“长臂”伸向全球，从更大范围、更深层度，打击异见，扼杀言论和思想自由。 

举一个例子，比如邓晓芒 2013年发表文章《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第二年，编写过

多少墙内高校哲学教材的北京大学教授赵敦华，以“本刊特稿”身位，在《探索与争鸣》杂志

发表《何谓“中国启蒙”——论近代中国的三次启蒙》。但这并非一般意义的争鸣，赵敦华文

章不知是思维不清还是故意偷换概念，误导话题，以“老老实实地直面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历

史、中国的现实”为名，从“新民主主义”到“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复

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把“老虎”“苍蝇”都端上来了，完全一派官家文人的代言人气势。

这无疑对新批判主义启蒙效果都起到消解作用。 

面对如此强悍、而且愈加凶残的“长臂”共产党对手，“新批判主义”启蒙活动不能说是

宣告失败，却终究半途而废，尽管中共防火墙网络下，或隐或显仍偶尔见得着一些转弯抹角的

零星相关言语或喻指，被各种“渗透”的“爱思想”网站仍在运作、“有一种力量叫思想”的

“晓芒学园”论坛尚没被关闭。。。眼下的中国言论场，一个词：噤若寒蝉。 

不过，另一股革命之流，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 

二、爆料革命：政治革命与思想“明智”的二重奏 

自 2017年 1月 26日，郭文贵先生开启爆料革命，到现在三年时间，掌控中国政权长达

七十年之久的共产党，无一次不是节节败退，如今已是内外交困，虽然墙内仍蒙蔽着许多民众

眼睛，却在国际上早已是过街老鼠。全球自动灭共，全球联合灭共，以共灭共，已是任何人无

法阻挡的大趋势。笔者也坚信，共产党的覆灭，只是具体日期问题和方式问题，只要跟定文贵

先生的战略部署和节奏，2020霹雳年灭共已无任何悬念。 

然而正因如此，另一项紧迫任务摆在了爆料革命面前：共产党灭亡后，中国人民何去何从？

如何确保未来新中国长享民主政治，而不被某些野心家所玩弄？未来新中国如何能以全新的面

貌融入先文明国际社会？ 

文贵先生在 2019年 10月 12日的直播中，沉重反思：共产党真正的力量，不在共产党，

共产党能活到今天，跟共产党几乎没太大关系，而是所有包括“我”在内的，14亿中国人被

洗脑后的无知和自私的力量，在支撑着它。 

然后 2020年 1月 13、14日，连续两天，文贵先生又在直播中强调一个思想：爆料革命

和爆骗运动的本质和意义，是要一人一票，一切都人民说了算，不要寄希望于任何政党、政权，

任何个人；必须实现人权、民权，权力必须是公有化，财富必须是私有化；最终经济健康发展，

国强、民强、民富，获得世界的认可和尊重。一人一票  唯真不破！——未来社会政治标配

Slogan。 

而且，在以前直播中，文贵先生多次一方面肯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勤劳聪明，另一方面

一句带过的设问（大致意思，不确切处责任在本文作者）：中国这个民族为什么这样子，中国

文化到底咋回事。。。并狠批那些动不动就满嘴中国文化几千年如何如何、中国先秦这家那家这

思想那思想的人。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一人一票的本质意义，确保唯真不破“真”的原则，保障未来新中国

长久民主健康，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与现实情况里面，包含着哪些与现代文明和普识价值（或曰

普世价值）、与现代人类精神发展和人性要求（说明：本文所谓人性，均指一个人在特定文化

环境下习得的人格和精神构成，而不讨论所谓“本性”）不融洽，甚至相对立的因素？如何解？ 



就此，第三次启蒙活动“新批判主义”可以说有很深刻认识。它提问说：人性中的恶是专

制统治造成的，但专制统治又是什么造成的呢？难道不正是人性的“本恶”造成的吗？。新批

判主义似乎也开出了解药——让启蒙的原则开始与百姓每天的生活接轨：从“科学”深入到

“理性”、从“民主”深入到“人权”、对普世价值的整体把握；以“理性”对抗“天理”、以

“人权”重建“自由”、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具体请阅读邓晓芒）——但在暴虐峻严的中共

专制环境下，药剂熬制未半却“废”了。 

那么，文贵先生引领的爆料革命，对此有答案吗？有解药吗？相对于过去的启蒙，文贵先

生有什么“明智”良方吗？ 

——对了，这里笔者别于前三次“启蒙”之用语，也没用启蒙所追求的开启民智的“开智”

一语，而取了“明智”一词（“明”作动词用，如明理、明是非），来理解和解释文贵先生爆

料革命清醒民智的事实特征。原因之一，英文 ENLIGHTENMENT“启蒙”词根在 LIGHT“光

明”，本意光明照亮黑暗；汉语的“启蒙”来自《周易》第四卦蒙卦，取喻 “童蒙”初学，所

以笔者认为，更贴切的是将西文原意与国人实况结合，取“去除遮蔽，照亮理智”之意的“明

智”。原因之二，无论“启蒙”还是“开智”，都无法涵盖文贵先生爆料革命于内唤醒国人，

在于外警醒世界的双重意义和事实。 

那么，文贵先生爆料“明智”，或直接说“爆料明智”运动，具体有什么样内涵和如何运

作的呢？ 

（一）“明智”第一剂：理性精神 

1、事实。理性精神第一要义就是怀疑精神，也即要有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咱们中国人真还缺这个东西：老子静思说“道”宇宙本体我们就接受了，一晃眼指导中国人人

生两千五百年了；孔子说“仁”我们就拜倒了，至今还有人为这个字“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的高深含义争得面红耳赤；汉儒说“三纲五常”你今天还领着孩子背诵落魄秀才《弟子规》去；

共产党天天扯囊蛋杀人越货你哼唧哼唧睡得可真香。。。 

文贵先生说，别听我说什么，别理会我是“三秒”“三邪”什么人，请看“事实”——尽

管有时“很黄很暴力”。Don’t believe me, but verify（不要听我说什么，请核实我说的是否事

实）。别看一个人说什么，看他们做什么——无论正面事例如干中共不手软的 TRUMP总统，

还是负面事例如六四血馒头帮欺民贼以及潜伏的中共沉默力量。审视，无论是谁，无论说什么，

人世间的事，拿事实来。摆事实，讲道理。这就是怀疑精神，就是批判性思维的根本。苏格拉

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那么，未经审视的说辞或作态，值得信么？我认为，这是文

贵先生良苦用心之一。 

2、逻辑。中国人很聪明，很有“悟”性——可是这个“悟”，很灵性的一个词，却“误”

了很多人。我们文化倾向悟性思维、诗性思维，这都没问题。这种跳跃性、超链接的思维，有

时很好玩，用在文学艺术和创造性思维上，有时也很有趣（当然，以神秘超链接为特征的易经

八卦之类，在中国坊间也够盛行）。然而我们文化，偏偏缺的就是依据事实，环环相扣的逻辑

推理能力。 

文贵先生不止 N次说，在灭共这事上，别扯什么预测。文贵先生说靠的是情报，也即事

实——但你有没发现，情报事实在那里了，严谨的分析，即逻辑推理，才是关键。灭共路上，

文贵先生的布局，没一次走偏；对共匪的一举一动，谁见过文贵先生几次误判。包括说今天的

中美贸易协议必定会签，以及达成的条件和方式，文贵先生早在 2019年 5月 12日就说得清

楚明白。还有在美国与欺民贼之类的各种官司，哪一个不是预先经过严密推演的。再看文贵先

生每次直播，主题明确，条分缕析。看看他跟钢铁侠的对话，随便一个话题即可侃侃而来，没

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收不回来的，也没说把人讲迷糊的。这除了文贵先生本身的知识储备

和智慧外，极其重要的就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文贵先生用一个个具体事例，展示给我们的这种逻辑精神和严谨的逻辑能力，我不相信关

注爆料革命的人不受此影响——即使今天还有人不甚明白，文贵先生许多东西，必将用做未来

新中国教育逻辑教学和相关论著的实例——对了，说到这里，未来新中国，逻辑教育必将取代

中共国的思政、马毛，成为所有学科中一个非常的重项。所以，墙内尤其高校教思政马毛的兄

弟姐妹们，未雨绸缪吧。 

3、求真。文贵先生的真，体现于吃饭直播的日常生活上，体现于喜怒哀乐的做人上，体

现于看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个“子”那个“子”阳明“心学”的只言片语透消息上，更体现

于灭共行动中每一句话、每一件事经得起历史检验上。“唯真不破”——它蕴含的精神，必将

成为未来新中国新文化精神的底色。重复一遍刚才那句话：Don’t believe me, but verify（不

要听我说什么，请核实我说的是否事实）。我们对文贵先生，也要做到“Trust, but verify”（信

任，但要核实）——这是对文贵先生最大的尊重。盲信盲从，是文贵先生最讨厌，甚至是憎恶

和痛心疾首的。我们盲目听从、盲目崇拜几千年了，还嫌不够吗？ 

但怎样才能真正做到求真呢？——只问“事实”不问亲疏（怀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逻

辑”推理环环相扣看结果，以及寻根问底彻查真相精神。这，也就理性精神。 

（二）“明智”第二剂：自由精神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文贵先生说，你挺不挺郭，挺不挺爆料革命，那是你的事，是你的

自由。但别忘了，卢梭还有后半句：但人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我们一方面要不断超越、摆脱各

种身体的、不正当欲望的、社会异化的枷锁，我们还需要理性、文明的“枷锁”，正义的“枷

锁”。所以文贵先生说，但砸爆料革命绝对不行——我们说砸爆料革命旗帜和象征符号文贵先

生也不行，除非你有真凭实据说他骂人“R你八辈祖宗”了，就具体事情提出批评那是你的事。 

真正的自由，是意志的自由，也即是实现人的自由意志。当一个人的理性苏醒，拿起逻辑

工具，认准事实证据，刨根问底追问一切，他们就已经获取了自由的钥匙。这时候他们发现自

己是无可无不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如存在主义所论，直接取决于他们的自我

选择。 

文贵先生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本质意义上的自由：他选择了洁身自好，任你

美蛇缠腰他可以洁身而退；他选择了不给共匪及其走狗口舌之实，绝不从中国大陆拿出去一分

钱；他选择了强健的体能，有规律健身运动绝不给自己借口和偷懒机会；他也选择了趣味的生

活，所以偶尔臭美显摆显摆也是挺好玩的事；他相信彼岸世界的存在，所以选择了信仰；他因

为信奉自由平等、法治民主，选择了灭共，就是自己最敬爱的母亲也不可以干涉。文贵先生所

实践的，就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我们文化里，邓晓芒讲，道家有无意志的自由，儒家有无自由

的意志，但我们恰恰缺的，就是这种自我抉择的意志的自由，缺乏真正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人

的自由精神。 

然后，文贵先生说消灭共产党邪恶专制，就是为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但他一再申明，

绝不在未来新中国政府担任任何职务，绝不要任何荣誉。这一方面是他自由意志的选择，另一

方面，是他不要做救世主，不做“神人”，不是要“给”中国人民自由——而是人民自己给自

己自由，实践自己的自由意志：一人一票，人民说了算。文贵先生所做的一切，是在帮助中国

人民，帮助我们，扫除实现我们正义的自由意志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事实上，谁也给不了谁真

正的自由，给你的，只能是一条鱼——甚至左手给你，右手就给拎走，甚至还不忘给你一耳光。 

再看文贵先生对香港自由运动的支持，对西藏、新疆、台湾问题的行动，对武汉疫情的关

注和行动，他对美国精神的崇敬，一切都为了自由，都因为自由。 

（三）“明智”第三剂：平等精神。 

人人生而平等。你信不信上帝没关系，你认为说每个人都“赤条条来”有道理吧，每个人

身体构造、七情六欲，知意情心智结构一个样吧。不平等，是后天给人的附加。（这里平等，

是精神、人格的，是人权的，非为量的等同，在此就不废话了。） 



文贵先生爱自己，爱他人。首先，对待自己上。文贵先生如果要把自己弄成个 SEMI-GOD

神人，你信不信不等明天，甚至不等半夜，中国大地多少人家里今儿隐蔽处，明儿客厅正对门，

就会挂起“至神至圣救苦救难郭文贵”光辉灿烂像或名位，然后像前烟雾缭绕了，电烛一天二

十四小时一小时六十分钟一分钟六十秒长明了，一天一换清水三天一换苹果梨柿子甚至榴莲

了，人们在像前打躬作揖早请示晚汇报了，感恩戴德了，期期艾艾祷告了，水泥墩子身进寺庙

里—— 文贵先生一定又会骂人。文贵先生最痛恨的一点就是个人崇拜，树英雄，粉饰

神人。文贵先生说，跟你一样，我也同等是人，不信我吃饭直播给你看，臭美显摆给你看，只

说光屁股洗澡还不够什么时候裸奔给你看，给你讲我也会吃错给你讲玉米地的故事，再不信我

爆粗口骂人给你看——这既是一份真，也是告诉说：我跟你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

也有缺点一大堆，人之所有我都有，我们平等同等是人。 

其次，在对待他人方面。文贵先生从来称自己公司员工为同事，以家人之礼相待。同时又

不准自己家人插手公司事务，让每个公司同事有同等机会；称爆料革命战友是兄弟姐妹。他还

做了一件触目惊心的事情：把中共那一个个伟光正端坐的官老爷官太太淑女公子红顶商人们，

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剥光得啪啪啪，尿袋钥匙屎尿各种液体一大滩。。。再说美国，你不管什么

政治家政客，都首先是人，TRUMP总统也是人。 

还有个搞笑的事，一次文贵先生大概是见路德兄弟有点端起了，于是在直播中，当着向全

世界的面，调笑路德直播时放屁，还装一本正经一副没事的样子，说自己都听到了。你知道，

文贵先生一般是洗澡时才有时间 1.75倍速听路德直播，那哗啦啦水声，那速度，还能听见路

德放屁，那得多大动静——反正我是没听到，可能一个原因是我的确没机会全部观看路德兄弟

节目。 

文贵先生他是真无聊吗？不，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都同等是人，都

平等是人。明白这一点，才有了实践民主的基本心理准备和心理基础。 

（四）“明智”第四剂：独立人格精神 

关于文贵先生所展示给我们的独立人格，文章篇幅已经够长了，尽量简短说吧。当一个人

具有了理性、自由、平等的精神，个人主义或曰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的独立人格相应就

建立起来。文贵先生说，爆料革命和与之相辅的爆骗运动的意义和本质，就是人民说了算，不

寄希望于任何政党和个人，不要相信任何神人。这就是对我们独立人格的要求和践行。 

你处于社会各种关系网络的某个连接点上，但你人格上不隶属于任何人。你永远是你自己，

冷暖自知，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只有为自己负责的人，才能真正既不辜负自己，也不辜负他

人。这样的世界才会最有活力，也最和美。 

文贵先生看重九零后零零后新生代，不仅因为他们年少更有可塑性，更因为他们所成长时

代环境，眼界和所接受影响，使他们更有独立自我，更有说不的勇气和精神。 

2020年 1月 8日文贵先生在私人小飞机上吃烤鸡腿玉米馍，有这样一段话：“什么是品

味生活？你喜欢的，对你最好的，又不骚扰别人的，又能让你带来享受的，这就叫做品味生

活。”——这其实也是对独立人格的另一种诠释。只有具有独立人格，你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

什么，才有勇气和健康心态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同时，又因自己具有真正独立人格，也会尊重

他人独立的人格价值，所以“不骚扰别人”。 

而独立人格，却正是我们依附人格儒家文化传统所严重欠缺的。人无恒产，恒“心”何易。

这对于几千年吃帝王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古人，的确要求太高了（所以财产私有真的绝对

重要）。连春秋战国的所谓诸子们，个个争做帝王师，邓晓芒说，“百家争宠”，可不是吗？不

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曾经的伯夷、叔齐不知算不算做独立人格的一种表现，但要为天地立心

的张载之类就别拿来吹牛了。但今天普世文明时代，尤其面对共产党专制，要推翻共产党，在

未来新中国享有真正民主法制，独立人格精神当是我们必须补足的重要一课。 



（五）“明智”第五剂：自我忏悔精神 

人与动物之不同，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具有反思能力，能将自身对象化，站在他人角度反观

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心理。反思致使后悔。而基于正义、道德和信仰的反思，必定催生自我忏悔。 

文贵先生 2020年 1月 26日直播中说，回顾爆料革命三年来，哪些做的对，哪些做得不

对，真想抽自己脸——当然他以前也不止三五次说真想亲自己的脸。这便是反思的效果。他曾

说自己每天都要反思这一天作对了什么，什么没做好。对于一个有真正信仰的人来说，深一层，

就是一种自我忏悔精神——正如文贵先生说爆料革命成功后，要多久多久不看手机甚至不看电

视，向佛祖忏悔自己所造的各种“孽”。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自己，是不是缺乏自我忏悔精神呢？浅层说，共产党时时刻刻给我们

示范的：永远都是别人的错，自己完美的连肛门都没有；深层说，我们灵魂从来不需要洗涤，

当然也不需要救赎——或者，我们的灵魂呢？但你看看墙内国人的脸，我们逃得过白天，逃得

过黑夜，却永远逃不过我们内心灵魂的拷问。看看我们脸上那沉重，那压抑，除了外在种种因

素的施加，你不觉得更深层次，是我们内心不敢也无能面对自我、自我纠缠的折磨所致么？但

我们祖宗崇拜，信仰权位，就连畏惧的天命也都民心、人伦化了，没有真正超越的信仰，我们

可以有后悔，有悔恨，但何以、向谁做灵魂深度的忏悔去呢？ 

这种忏悔精神，也不同于吾日三省吾身之谓。不说其它，吾日三省吾身也就停留于人伦层

面。这固然重要，但我们这个玩几千年了，我们因为“三省”而真正宽容了吗？真正彼此爱了

吗？我们灵魂得到真正舒展了吗？我们灵魂得到升华了吗？不知道你们，我自己的确是没有。

阿门，啊窗，阿弥陀佛。对了，在佛教寺庙，我看见青春荡漾的少女少男，沉重如磐石的中年

男人，为儿孙求幸福为自己求福报的虔诚老女，但也许是我的偏见，我就真没见过真心去为自

己灵魂忏悔的哥们姐们。 

忏悔吧，我和我的国人。人性的不完美是我们人类至今难以逃脱的命运。因为忏悔，而灵

魂的天空风清日朗；因为忏悔，我们彼此宽容真心相爱；因为忏悔，学会自我珍视而高贵；因

为忏悔，我们的生命得以升华。——但首先，倾诉得有朋友，所以灵魂的忏悔，也请找到你超

越现实利害的、正义的彼岸对象吧。 

（六）“明智”第六剂：信仰敬畏精神 

忏悔本质上就是一种信仰。 

没有信仰，人很难超越眼前利益，而为了一切有利于生存、有利于体面的东西，彼此攀比

倾轧，互相争夺； 

没有信仰，生命如行走于云遮雾障的密林，即使寻着些路径，也如不分东南西北的地图，

到处是路，却不知通往何方； 

没有信仰，我们必然陷入现实的繁琐和泥潭，找不到超越和超脱的依据，人生注定卑微； 

没有信仰，就没了坚实的做人做事底线，人性的善意永远敌不过过剩欲望之恶的诱惑和驱

使； 

没有信仰，不可能有真正无私的爱和爱的付出，现实的付出你一定在现实的他人身上寻求

终极的酬劳和满足，不然凭什么； 

没有信仰，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担当，面对现实严峻、尤其极限的挑战，大喜大悲前，你很

难举重若轻，保持淡定，因为生命存在还有远比这更崇高的目标和价值。 

——其结果：1、生存机会主义，为了吃食和终究也为吃食的名位，一切良心原则都可以

待价而出售，如海外几乎全军覆没的当年六四民运斗士；2、生存互害模式，小骗养大骗，大

恶吃小恶，无所敬畏，无所惧怕，当今共产党中国，就是人类这种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3、

生存鼹鼠化，惶惶终日，永远在为吃食攒集藏匿——这就是数千年我们国人，尤其汉文化大众。 

信仰使我们灵魂有所寄寓，信仰使我们敬畏，信仰使我们超越，信仰使我们高贵，信仰使

我们真爱，信仰使我们坚定，信仰使我们为了正义和理想，无所畏惧。 



但这里所说的因为信仰的敬畏，却非儒家所谓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那样的敬畏作为

中国伦理文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曾有它可取的地方，却可惜“天命”终究不可描述不可捉摸，

而最终沦为如人心伦常、民意的“天理”。这样的信仰也缺乏真正的超越性，或根本就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信仰。而“大人”“圣人”规范，培养出来的却是中国人对现实的屈服和奴性。 

文贵先生一再说，将来没有了共产党的新中国，必须实现宗教信仰自由。文贵先生给我们

所展示的，无论是他说自己饭前的祈祷，每日的祷告，每次直播为 14亿中国人、香港同胞、

新疆同胞、台湾同胞、西藏同胞以及世界人民祈福，还是他的立身处事，时时处处，都体现出

一个正定信仰者的品格。而且，文贵先生对于信仰的理解更超乎一般宗教、宗派的分割。他确

信，所有宗教，都来自同样的超越界，只是在人世间不同的表现形态。我赞同他的观点。我也

相信，如果文贵先生要创立一个超越性信仰，一定是一体化的，直接连接那个共同的终极超越

界的。 

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悲的，常常也是可怕的。的确，如 2020年 1月 20日文贵先生与一

位美国朋友所议，笔者也深以为然，中国太多问题，都与国人（尤指汉文化制下）缺乏终极的

彼岸信仰有关。 

总之，较之现代人类文明普识价值而言，我们文化根子里缺乏普遍性的理性、自由、平等、

人格独立的精神元素，缺乏真正超越性的信仰，因而也欠缺了忏悔意识和忏悔精神。这是我们

每个汉文化制下中国人的原罪，谁都有份，谁都不是无辜的。再加之中共这七十年来的精神荼

毒和洗脑，使我们这份原罪变得更加深重。我真不知道，我们所遭受的一切，包括眼下肆虐的

武汉病毒，是不是那个彼岸界对我们最后的警告和惩罚。 

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最后的警告和惩罚，用作是对我们灵魂的一场洗礼。我们在这场

洗礼中，以爆料革命和“爆料明智”运动为渡船，建立起广泛的理性精神、自由精神、平等精

神、独立人格精神、自我忏悔精神、信仰敬畏精神，将这些精神内化为我们人格和精神结构不

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元素，内化为我们人性不可或缺之必须——以中国人几千年专制盘剥压榨

的政治生存环境和精耕细作才能养家糊口的自然生存环境下，所练就的聪明，养成的勤劳，以

及并不缺乏的人心的善意——中国人必将一扫华夏文明开源以来，超越性灵魂缺位，个体人格

萎缩问题，中国人将摆脱几千年来人性的桎梏，打开智慧的眼界，真正意义上理性地勤于思考，

并必将爆发出真正的活力和创造力，真正为世界文明和文明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成为

世界大家庭中，尊重人也受人尊重和欢迎的一员。 

三、“爆料明智”与以往启蒙运动之不同 

最后，再简单聊聊这次爆料革命之“爆料明智”运动，与以往历次启蒙运动或活动的异同。 

1、时代背景 

五四运动时，外以列强为患，而内部所期许的民主未能如愿到来，故仁人志士发起以拯救

民族危亡为直接目的的科学、民主启蒙。六四民运时，世界文明国家远远走到了我们前面，而

国内“改革开放”仍止步于经济改革，宪政民主仍遥遥无期，故有识之士发起解放思想的启蒙

运动，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振兴中华。第三次启蒙的新批判主义时期，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的

发展更为宽松，国内传统小农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愈加发展，要求自由平等、法制民主的社

会条件更趋成熟，因此一批有着更深刻见解的思想者发起这场以理性为指引，以改造中国人人

格结构和人性为目的的新启蒙活动。 

到“爆料明智”运动，当爆料革命之初，共产党在世界上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邪恶的

触角伸进几乎世界各个角落。而到爆料革命不足三年的今天，中共则已成为过街之老鼠，全球

联合灭共已成定局。在中共国内，自然生存环境遭到极度破坏，道德人心极度败坏堕落，政治

倒退，教育退化，社会财富几乎被权贵家族及其喽罗洗劫殆尽。正当此时，郭文贵先生横空出

世，掀起这场让共产党闻风丧胆、节节败退的爆料革命——与此同时，旨在唤醒民众、照亮民

众心智的“爆料明智”运动也贯穿其中。 



2、启蒙明智总体策略 

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号，以达到民族救亡的政治目的。六四民运，以解放思想为

旗号，以求跻身政治，振兴中华。新批判主义以理性、自由、独立人格的普识价值为皈依，以

达到“人性改造”、“塑造新人”的目的。“爆料明智”运动，则是基于爆料革命和与之相辅的

爆骗运动，将战场拉向国际，出口转内销，依托强有力的政治革命手段，来唤醒民众，照亮民

众心智。 

3、启蒙明智手法 

五四运动和六四民运，主要以科学、民主或宪政的政治性术语和口号，来煽动群众，激发

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新批判主义启蒙，主要通过讲道理、促理性思考的手法，以从人性的

深度，开启民智。“爆料明智”，较之于前三次启蒙运动，更大的特点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和

以身示范的方式，将血淋淋的事实直接塞你面前，剖开丑恶给你自己看，展示美好给你欣羡，

语言草根化，更具平民性。 

4、启蒙明智渠道 

五四运动和六四民运，主要是通过书面文字和广场宣讲的方式开展启蒙运动。新批判主义

除了书面文字途径，还更多借助现代网络和墙内有限社交媒体，通过视频讲座等，进行启蒙开

智活动。而“爆料明智”，则借助真正国际互联网和更发达开放的国际社交媒体，开创中文自

媒体革命，以及自建社交媒体和新闻平台，开展“明智”运动；墙内民众则利用智能手机，通

过各种翻墙软件，同步跟进，积极秘密传播真相，让中共防无可防。 

5、启蒙明智引领者 

五四运动、六四民运和新批判主义前三次的启蒙者，都主要以知识人（或曰知识分子，或

知识精英）为引领。其中，第一、二次很多启蒙者同时是政治人：第一次很多启蒙者后来都走

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中国建国后各级官员；第二次启蒙者政治诉求不成，被严重打压甚

至杀戮，很多人不得不逃亡海外，最后因为自身并没真正启蒙，而几乎全军覆没，堕落为今天

的六四血馒头欺民贼帮。第三次新批判主义启蒙者的中坚力量更是思想者，目光深远，不以眼

前政治诉求为目的。其中有隐忍却至今坚守者，但也有不少人为狗粮或其它缘由，中途卖掉良

知，或本来就是小骂大帮忙，混淆视听之辈。 

“爆料明智”运动的引领者，不用说，首屈一指就是郭文贵先生，一位至今证实绝对坚定

可信的引领人，一位比我们的知识人知识更广博、思想更深刻、智慧更宏阔，且具有绝对行动

力的草根英雄。他跟前两次，包括第三次启蒙者的不同在于，爆料革命本身就是绝对的政治革

命，就是要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彻底铲除共产党。它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人民在未来新中国

能充分享有自由、民主、法制扫清历史障碍。“爆料明智”就是以爆料革命和辅之以的爆骗革

命，作为依托，作为它的开路先锋和有力保障。但文贵先生一再申明，自己在这场爆料革命中

不求任何名，不图任何利，也绝不在未来新中国追求任何政治权位。如此的超越和无私无欲，

可以掌控绝对的权力却绝对不求任何权力，可以合法地从中获取巨量财富却分毫不取。爆料革

命对于文贵先生，就是一场纯粹的事业：灭共，扭转中华大地政治专制史的车轮，在中华大地

真正实现自由、民主、法制。一场纯粹而崇高的事业。一颗高贵的灵魂。一种宗教家的情怀。 

6、启蒙明智效果 

五四运动第一次较大范围唤醒当时国人对现代科学、民主文明的渴求，它播下的火种至今

不灭。六四民运上承五四，对造就新一代启蒙者起了重要过渡作用。新批判主义启蒙活动，以

普世价值为指引，反思既往，直接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精神，思想深刻，但效果缓慢，在

压抑中缓慢发酵，就目前的中共钳制和倒行逆施的局势来看，如果不是爆料革命，很可能彻底

湮灭，最后只剩一些零星火种。 

“爆料明智”运动，以爆料革命、爆骗运动为开道武器和承载，无论墙内民众还是海外华

人，也无论华人还是其他相关国家人士，只要有对爆料革命有一定接触和了解，都必定达到



“明智”的第一层效果：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凶残和邪恶居心。但尤其对于海内外华人，在

自我觉醒、照亮心智方面，真正从人性深度建立起理性、自由、平等、独立人格的精神，还有

较长的路要走，即使爆料革命成功，共产党被推翻后。这也是为什么文贵先生说“一切都是刚

刚开始”，说自己“六十五岁”是大限——我的理解：真正“明智”要广见成效，必须得有十

到十五年不懈的功夫才行。 

7、启蒙明智目的 

五四运动和六四民运，如前所述，前者直接目的在于民族救亡，后者直接目的在于推进改

革纵深发展，振兴中华。第三次启蒙的新批判主义，较之于前两次，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

启蒙，开启民智：“人性改造”，“塑造新人”，从根本上将理性、自由、平等的普识价值，熔

铸进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结构中去。 

“爆料明智”其目的则有两层，首先是要让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擦亮眼睛，认识到中共

的邪恶本质、险恶用心和种种黑暗行径。这一任务目前基本完成，尤其在国际社会上。第二层

目的，则是要开启民智，照亮中国人精神和人格上，使中国人匍匐而行数千年的黑暗，最终需

要达成的，也是第三次新批判主义启蒙活动所追求的目标。 

总之，爆料革命是要通过政治革命，扫除中华大地上，实现民主、法制的外在政治专制障

碍，而“爆料明智”则是需要照亮中国人在专制环境下养成的人性上的黑暗，剔除中国人精神

和人格上几千年奴性的毒，使中国人自己“站立”起来。这才是在未来新中国，中国人确定能

与世界先文明民族一样，享有长久自由民主法制的真正根本。自由民主法制的立国之本在于立

人，立人的根本在于精神与人格的自立。 

 

最后，补充一点，文贵先生也会同意，爆料革命之“爆料明智”能有今天的效果，除了文

贵先生本人的根本性作用外，比如战友之家、路德社、Friday Talks/小五说、木兰访谈等众

多爆料革命兴起后发展起来的，跟随爆料革命的曾经的、现在以及未来的中文自媒体及其参与

人众，以及中共国墙内秘密传播渠道的战友们，都功不可没。一并感恩。 

 

文章已经够长，原以为只是一篇小文。既然如此，不如再啰嗦一下，以一首打油小诗作结： 

 

爆料明智 

 

百年启蒙路三迁， 

不尽华夏泪心酸。 

共匪当道群魔舞， 

天昏地暗绝人寰。 

爆料革命惊雷起， 

扭转乾坤换新天。 

明智运动二重奏， 

公民之国久长安。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