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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报 
  

首先，要向本报的读者们，从事左派运动、宣传的同志们

和与剥削压迫作斗争的的工人同志们，表示由衷的致敬。 

本报诞生于中特革命火焰愈演愈烈的环境下，有很多人了

解了特色本质和共产主义思想并参与了一些左派无论线上还

是线下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今的目标是宣传共产主义

思想进行运动并建立先锋队。目前，本报的主要方向是刊登

一些建立组织、宣传、防范特色的方法和对中国当前现状的

分析。本报的次要方向是刊登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文章；

对现状分析的文章、工人学生运动或其他重要事件和对一些

无产阶级革命报刊、组织（自愿情况下）进行索引。总之，

主旨就是促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和斗争的方法。 

目前本报编辑部人数仍然较少，故可能文章质量不太高，

并且更新速度不一定快。因此，我们欢迎任何革命左派加入

本报编辑部进行编辑。如果您有作的稿件也可以投稿，只要

是左派即可，并不分各种小派别。如要加入或投稿请联系邮

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不胜感激。 

关于订阅问题，本报欢迎任何从事左派运动、为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做贡献的人或组织前来订阅。如需订阅请向

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发一份题目为订阅的邮件。  

mailto: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mailto: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邮件内容建议说明自己或组织的其他联系方式（推荐写，

不写也行）。在新期制作完毕之后会通过邮箱发到订阅所用邮

箱内。关于联系方式之类会进行保密。另外，本报欢迎各位

任意形式的二次传播。最后，祝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早

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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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刊号：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现在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复杂的。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只需要面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帝

国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也只需要面对内

部走资派。在现在，我们要面对的敌人却是一个可以说是世

界第二大的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这个任务不是一般的艰巨。

一些同志对此持悲观态度。但并不代表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实

现了。恰恰相反，我们的工作反而会受其扩张而变得容易。

资产阶级越扩大，相应的，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会更加的扩大，

并且肯定是会始终大于资产阶级的。 

目前，中国被中特垄断资本集团严密控制。中特垄断资产

阶级集团的控制几乎深入了每一个小区、每一个村落。几乎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被中特集团控制。像“天网”工程，

“网络长城”，之类都是他们的“杰作”。在当前的帝国主义

政府的控制下，对于我们同志的宣传运动等各个方面都进行

了控制。在这种封锁下，我们的斗争方式必定是要和旧时代

的方式不一样的。组织、运动、宣传都是要专门应对中特集

团，对其“量身定制的”。 

中特集团的统治基础是垄断资产阶级，靠其宣传机器来蒙蔽

无产阶级，靠其暴力机器来镇压无产阶级，靠资本诱惑内鬼 



 
工贼来破坏无产阶级。这种行为是令人唾弃的。但我们要

摆脱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就必须要清楚其爪牙。这也是

本报创办的目的之一，普及一些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组织方

法规避方法等。 

我们的力量现在或许很微弱，没有先锋队，没有运动，没

有宣传机器、暴力机器。但随着中特集团越来越丑陋的剥削

嘴脸被无产阶级民众一个又一个的知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

派的队伍会越来越大，无产阶级运动会越来越多，直至最后

的胜利！ 

我呼吁能阅读到本文的读者放弃网左习气，投入到革命的

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或其他的工作中。为中国的革

命运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20/02/25《燎原》编辑部 工华-星火 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邮箱 

  



 
、分析文： 

卑鄙的言论封锁永远吓不倒革命群众 
  

随着中特垄断资本集团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压迫的事实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和力量是愈

来愈壮大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反动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

压迫、言论封锁甚至拘捕也是愈来愈多了。他们害怕我们力

量壮大，却不想改变自己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丑恶面貌。而

是变本加厉。难道这样就能让无产阶级停止组织斗争向资产

阶级投降接受压迫了？不！无产阶级现在、以前不会投降，

也永远不会投降！当然，在中特垄断资本主义集团的宣传攻

势下，有不少无产阶级信了他们的鬼话。“反对左派是反对境

外势力”。难道他们真的是在怕所谓的“境外势力”吗？不！

他们在怕我们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怕我们革命群众！他们在

怕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阶级，无产阶级！他们为了防止我

们发声，防止我们翻身，可谓是丧心病狂！ 

在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羊皮的中特国内讨论“中国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的原著都能被封，甚至，有些同

志还被中特当局因讨论社会主义内容被拘留/管制！网络上

讨论都要这样管制，现实中行动他们肯定是更加的封锁。中

特当局更加的封锁压迫下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起来反抗！实际

上，中特当局这般反应恰恰也显示了他们这些  



 
垄断资本家们不敢面对也不能面对我们无产阶级的呼声！

只能靠管制。 

他们那些住在别墅里，喝着茅台，数着工人的血汗却还在

变本加厉剥削工人的资本家们以为以为通过言论封锁、拘捕

革命者就能成功的压倒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是吗？不！就

算他们管制了几千个革命者，还会有千千万万个革命者站起

来，因为我们从属的正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阶级——无

产阶级！那些被剥削却还躲在屏幕后面对革命思想点举报的

视奸人们，那些自己的“中特帝国崛起”的梦想破灭还在发

疯似地向革命言论瞎叫的粉红们。他们以为砍掉几个人头就

能变成他们理想中的“世界第一的中国特色帝国”。他们以为

向垄断资本家们摇摇尾巴就能取得他们怜惜。醒醒吧！ 

中特垄断资产阶级当局言论封锁的丑恶面貌早已被人们

知晓。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要加上三倍的警惕，   

注重网络安全，线下工作安全，中特当局的言论封锁一定 

是可以突破的。他们言论封锁的卑鄙手段是永远吓不倒我

们的！这里我引用闻一多的几句话：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

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我们现在不会怕特色当局的言论管制，以后也不会怕！因

为我们无产者是杀不完的！我们的革命一定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燎原》编辑处 工华-星火 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邮箱 

2020/02/20 

 

  



 
 华尘作-分析文： 

论当代教育之异化 

  

现在的学校有两种，一种是公立的，一种是私有的。在资

本的加持下，现在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源和对优秀生源的控制

力都远不及私立学校。这导致我们常常把公立学校与差学校

划上等号。 

  

为什么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的差距如此之大？其中一个

原因是学校的环境和设施。在私立学校中，资本家有足够的

资金去建设一个完美的学习环境。因此，私立学校的环境是

非常之好的，里面的硬件也相对齐全。因此在教学资源这一

块私立学校是比公立学校要好上许多的。实际上在过去的一

段时间里两种学校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在资本的加持下，私

立学校通过设立较高的工资，将大部分的优秀骨干教师给吸

引到私立学校中去，这样，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人力方面，

私立学校都对公立学校有了绝对的优势。因此，两者的差异

性就有了。有人会问，校方如何持续满足老师的高工资？那

自然是从高昂的学费中来。私立学校的学费一学期可以轻松

上万，这导致了大部分无产阶级没有办法享受优质的教育资

源。这便形成了一种垄断，使得无产阶级难以接触到优质的  



 
 教育资源，从而令大部分的无产阶级难以通过考试这一

个方式去实现所谓的“翻身”，故而促进并巩固了阶级固化。  

  

然而，这种行为不会迅速的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导致

人民的抗议吗？对于资本家而言，这不成问题。第一点便是

通过“考试”这一模式去缓和矛盾。私立中学必然会有可以

通过考试进入的“重点班”，这让没有能力去交钱进入的人有

了一个渠道——考试进入私立学校学习。这和高考的目的如

出一辙，通过提供一种通过“努力”的方式去缓和阶级矛盾，

或许存在少量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进入重点

班，但是大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儿女仍然只能够读的起公立学

校。可是，通过在教育资源和优秀生源的掠夺，私立学校的

竞争力不断扩大，公立学校缺乏好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生源，

这就使得在公立学校的学生难以通过高考实现“翻身”。 

  

实际上，私立学校控制的不仅仅是高考对于阶级流动的能

力。私立高中通过在高考的被录取人数来吸引在初中的优质

生源，私立初中通过中考来吸引在小学的优质生源，私立小

学则通过小升初的成果去吸引学生入读。这样一来，整个义

务教育中优质的教学资源便被私立学校垄断，高考便成为固

化阶级的工具和麻痹无产阶级的谎言！  



 

  
那么公立学校在老师和教学资源方面没有办法与私立学

校比，那么可以用什么方式打破在高考模式下私立学校对优

秀生源的垄断呢？ 

  

答案是“衡水模式”。 

  

“衡水模式”是高考制度的产物，而在这个古人的东西下

——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模式下，这种教学模式是可以很

好的与拥有优质教学资源的私立学校去竞争的。 

  

资本家的子女一出生就有着非常出色的教学环境，他们可

以轻轻松松的学出好成绩。但是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我在

某一阶段所学的东西是固定和有限的。资本家的子女在掌握

优秀教学资源的情况下会很容易学习这些，而无产阶级子女

们没有好的学习环境和教学资源，但是他们也能通过不断的

死记硬背，通过消耗大量的时间去平衡这种资本带来差异。

这种模式确实给私立学校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是显然，这

根本无法解决问题。我们之前论述了导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后代所受教育不平等的来源是因为资本，试图通过时间去抵

消这种资本带来的差异无异于我拼命赚钱就可以成  



 
 为资本家一样的这种说法。或许在早期这确实是有着成

功的可能性的，但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这种可能性将不断

缩减，直到没有。此外，无产阶级的子女们在这种高强度的

集中的学习下失去了创造力，成为了我们所说的“考试机器”。

这也实现了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的控制，不过这个原因是因为

高考制度带来的，资本家则是这种原因的第一助推者和收益

者。 

  

但是这同样压迫着私立学校向这方向走，也就是私立学校

也使用“衡水模式”。这样一来，公立学校几乎不可能再有与

之竞争的方法了，而这样受苦的便是这种教育下的学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能读私立学校的不一定全是资本家的

子女，也包括小资和无产阶级的子女。而资本家毕竟是少数，

所以私立学校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小资的子女和用血汗钱供

着的无产阶级子女。而为了抵抗公立学校的“衡水模式”，私

立学校也会采取这种模式，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培育了一批

没有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人。这种人非但没能看清自己受到

压迫是来源于资本对于教育的异化，反而还会帮着资本家来

压迫自己和人民，甚至仍然希望通过不断工作来成为“成功

人士”——资本家。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因为 

 



  
他们的生活环境告诉他们的——不努力就没有好学校念。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无产阶级也没有比高考还有效的方去很

好的改变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们会养成一种剥削合理的世界

观（实际上这个观念是由很多因素形成，此处只论学习环境

对其的影响）。而第二点原因是教材方面的引导。 

  

可是为什么政府不去提高公立学校的教学资源，限制优质

生源的流入呢？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对 GDP 的助力。私立学

校收入高，很容易就让当地的 GDP 变得很好看，一好看，便

有了履历去博得更高的职位。未来怎么办？谁在乎呢？等问

题严重了当时扶持私立学校的官员也早已得到他想要的一切

了。这种出卖未来而让现在获取高收益的行为是一直存在的。

而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从私立学校中获得更多的“额外收

入”，因此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对私立学校的扶持是一笔极

好的买卖。正因如此，私立学校的迅速崛起甚至在部分地区

实现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垄断，甚至有“读了公立学校就断送

了未来的言论”，现在看来，也确实如此。政府不是不作为，

而是和你对着干，在这样的环境下，公立学校的未来实在难

以预料。 

  



 
  

那有人就会问了，为什么资本家要把环境搞臭，政府也不

管，难道不会祸害到自己吗？此言差矣！我们要有国际视角，

中国的教育环境臭了，他们可以出国呐！甚至可以请私人教

师单独教学。而且资本家来剥削我们，需要知道天文地理物

理化学吗？反正是有着无穷无尽的办法的。 

那么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失去了独自思考的能力，

而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是无产阶级，这样也就不难解释为什

么总有人会在被资本家压迫和剥削的同时去支持他们。这就

将高考这一可以改变命运的东西变成了谎言，而且在认知方

面对无产阶级实现了控制，从而导致阶级固化。也让在这种

教育环境下的无产阶级无法团结。 

不过在现实的毒打下，总会有些人醒过来。资本家肯定会

去抑制这种情况发生。于是，政府便通过弘扬儒家学说来麻

痹无产阶级，强调一些已经过时的道德观。这就是在资本下

被异化的家庭，而教育的异化则为这种异化提供了保障。 

  

以上是资本对于学校内部的教育的异化。 

  

有人认为这种环境不是资本导致的，而是应试教育导致的，

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素质教育。实际上，应试教育在这种  



 
 情况下，无产阶级反而更容易获得“翻身”的机会。如

果是素质教育，便是全面的，多方位的，对于教育资源的需

求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所需的条件中，

教育资源的比重大大上升，而我们很清楚，无产阶级是难以

享受到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的。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导致学生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仍难以“翻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一个很显然的事例就是教育部所说的减负。实际上我们很清

楚学生的负担还是很重，你把学校里的负担减轻了，家长的

焦虑，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却没有解决，这样使得各种私立的

培训机构得以侵入，实际上还是没有减轻负担。所以将现存

的问题一味的归根于教育体制和选材制度上是不合理的。 

  

在这种环境下，家长将长期处于焦虑之中，因为各种不平

等是极其显然的，而这种焦虑势必会影响到孩子。而是什么

样的家长会长期处于这种焦虑之中呢？显然是无产阶级比较

多。而老师的负担实际上也会加重。“衡水模式”累的不仅仅

是学生，也包括家长，老师。而长期坚守在高三的老师的工

作压力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这样必将造成不少问题，尤其

是在于学生沟通方面的缺失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而在这

种环境下的学生，他们已经习惯了竞争，习惯了考试，习惯

了被动学习，习惯了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他们认为剥削是  



 
 正常的，在工作时老板的高要求是正常的，老板的各种

政策也不会主动思考提出疑问。他们认为这才是正常的世界，

那些被淘汰的人只不过是所谓的不努力的“废物”。在这种异

化的教育下，造成了许许多多的被异化的人，而中国又有着

独特的家庭的制度，这令学校教育对人的异化程度达到了一

种非常恐怖的境界，同样也造成了数不胜数的悲剧。 

《燎原》编辑部-华尘 作 转载请联系（可以通过编辑部

邮箱进行联系） 2020/2/21 

 

  



 

  我怎么成了一个马 

    ——本人真实回忆录 
其实以前，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现在，我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天朝强大的宣传机器，我在很小的

时候，就听到了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词语。

然而我社会阅历几乎为零，文史方面的知识太匮乏了（小学

时我仅仅知道单纯的历史事件，即知道事件的表象而不知道

意义）。对于这些词语，我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仿

佛也能听懂———哈，这一定是好的东西。 后来也听了许

多人解释，我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了一般人的

庸俗理解，就是这么几个关键词——公有（当时并不清楚是

生产资料公有）、计划经济、大锅饭、虚无的大同、意淫般

的美好、 共产党领导以及颜色是红的（果然是庸俗的理

解）。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知道的唯一正确的事居然是 —

—天朝绝非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据我所知，这天朝，红倒是

挺红的，其他却好像一头都不占，而且天朝社会与资本主义

的米国社会并无本质区别（我当时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理解就

是“谁有钱谁是老大”）， 难不成天朝是个假的社会主义？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不过那时，我并不觉得资本主义是

“万恶的”。 初一那年，我在图书馆找到一本介绍马克思主

义的小册子，觉得有趣，就怀着玩儿的心态读了起来。这 



 
下我知道了“资本主义”“剥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等词语的大概意思。同样是抱着玩儿的心态，

我把字典上这 些词条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于此同时，我

对马克思产生了极大的偏见，因为我没有理解它。比如，

“资本家剥削工人!”（什么？你们用着老板的工具居然不想

给他钱！）“要革命!”（什么?你们这么暴力！）“要公有！”

（什么？你们要大锅饭养懒人！）“共产主义最后会实现！”

（什么？这简直是空想！）当时我看了点皮毛，没有理解，

就把马克思当成了一派胡言。后来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世界观，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

兽。时间长了态度有所缓和，不再视其为洪水猛兽，只当它

为一种普通的学说而已。初二读了 1848 小册子，顿觉耳目

一新。初三至高一上学期，也读了一些跟马有关的东西， 

开始觉得马也有几分道理。但是在转折之前，我总是无法完

全接受它，因为我的世界观使我始终不能认同这几条观点： 

1、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2、资本主义是存在根本问题

的。 3、人分阶级，并执行自己阶级的意志。 4、资本家拿

到了本不属于它的东西。 我对这四条形成了一些问题：为

什么这样说？或者更右些：凭什么这样说？能否很好地解决

这四个问题，是能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好在我高一

下学期遇到了一个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给我指点迷 



  
津，我又及时地系统地学习马的原理，并且勤加思考。资深

同志的指点、系统马哲的学习、认真用心的思考和结合现 

实的观察，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由量变转化成了质变，

那四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了： 1、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以

前的我受庸俗的人性论影响，形而上学的看待世界，认为即

使物质达到了那个高度，人的觉悟依然达不到，共产主义只

是空想。 然而我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明白“世

界是不断发展的”“事物的前途是光明的”，所有人的思想觉

悟一定能提高到那个高度，而且不止。所以共产主义不是空

想，它是现实的。 2、资本主义是存在根本问题的。 参见

马列之声的视频，不再赘述。 3、人分阶级，并执行自己阶

级的意志。 我想，这可不见得。古代尚有贤君良臣一心为

民，地主资本家也不都是周扒皮，不会一天到晚就想着剥削

别人；很多被划为资产阶级的人也不是恶人，而且企业家确

实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然而我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

装，我知道判断人是否进步，看的不是他的“心地”如何，

因为这个东西是看 不出来的。但是人的所作所为却能反映

他的“心地”，毕竟人不只是自己的人，更是社会中的人，

他这个人到底如何，应该通过他在社会中的行为和影响来判

别，而不是通过他那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内心世界”。不

错，剥削阶级中确实有好心肠的人，但是他们并没 



 
有做出同被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的事。日常发善心也

好，慈善也好，改良也好，终究不是解放，所以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唯物的世界中忽略他们的“心地”，而看他们的行为

是否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一致。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不论

他们的“初心”如何，反正他们的行为落了地，其实际上还

是有利剥削阶级自己的，所以他们还是在执行自己阶级的意

志。另外，即使他们中间有开明者，也无法做出真正解放的

行为，因为他背后是整个阶级在牵制他。皇帝也不是可以为

所欲为的，他还是要看大地主们的脸色。 4、资本家拿到了

本不属于它的东西。 我原以为，工人的工资已经够买他们

的劳动力了（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确实够了）老板的利润，

难道不是他的聪明才智和提供的生产资料所应得的吗？在凶

险的市场上驾驭自己的“企业号”何其不易？自己的“企业

号”组织这么多人来工作，不是对社会的贡献吗？如此辛苦

的企业家们，不应该得到一些钱吗？ 然而我这时用了马克

思主义的经济学：价值（除了自然事物本身具有的）只能是

劳动创造的。一句话，钱生钱是错的！不仅钱不能生钱，土

地和机器也不能。所以资本家当然是剥削了。其实从情理上

讲，剥削并 没有什么，但唯物的的世界是否向前发展，可

不讲情理。社会的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巨著已经证明，资本

主义上升期过后，剥削就是阻碍社会前进的，所 



 
以我们先进的人才要消灭剥削。 以上困扰我（相信也包括

许多我们未来的同志）的四个关键性问题已经解决，我茅塞

顿开，有如醍醐灌顶，终于大彻大悟，皈依了马克思主义。

至此，我也是“马门弟子”了，有了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引，

我将努力成为一个真正先进的人，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惭

愧的是，我悟的太晚了（已经高一下半学期了）。我现 在高

二，可以说，我只有不足一年的党龄，跟很多同志相比，实

在是落后。 回看我当年的对马的看法，简直充满了傲慢与

偏见。其根源仍是对马克思主义了解的太少，缺乏系统的学

习。 当年我认识了很多公知，自己也说过有公知倾向的言

论。现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攻

击者们都没有好好学过马克思主义，进而片面理解甚至是歪

曲马克思的理论，用拙劣的手段去诽谤一个他们自己所不清

楚的理论。所谓偏见，无非是源于无知的偏执。当下很多公

知对马克思主义不甚理解，不过是他们没有去系统地学习马

克思主义而已。 我可以由非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相信更多的人也会由非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 

 《燎原》编辑部-冯恣 作 转载请联系（可以通过编辑

部邮箱进行联系） 2020/2/21 

  



 
 慕华作-组织安全： 

关于网络上的安全防护的一些建议 

为了应对反动派在网络上及物理上的控制、封锁及攻击。

我建议在革命工作、宣传工作及其他相关工作中工作的同志

做好网络安全防护，将以下几点牢记于心：  

1. 使用多重代理浏览网络，如 TOR（无法使用可挂梯子）。 

防止敌人利用 IP 侦察等方法获取地理位置来获取同志的物

理位置并进行攻击。（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建议组织工作尽量

使用 VPN）。 

2.  工作账号与平常使用账号完全分开，两号最好不要加

好友，普通账号不要涉及相关内容，账号尽量不要发布生活

图片。并且使用时建议使用多重代理。防止敌人通过账号等

方式来对同志进行攻击。  

3. 用户名等建议更换，且一定不要和生活中使用用户名有

关联。头像之类也如此。一些需要使用手机或邮箱等信息时

使用临时手机。 

4. 邮箱建议用 protonmail之类墙外邮箱。通讯可以使用 

XMPP之类。（最好不要用 QQ，如果用 QQ的话不要随处公开账

号或群号等）。 

付款相关建议使用比特币或者 PayPal 等，切莫使用支付宝 微

信（尤其是绑定手机，银行卡，身份证的）此外某些  



 
 需要地址的也尽少写。 

最好不要安装国产输入法，尽量安装谷歌拼音此类的。国

产输入法可能会检测你输入的信息。  

文件上传时建议加密，密码可以在其他地方约定（如邮箱、

XMPP之类） 

词中间加数字空格并没啥用。条件允许可以在安全平台约

定词语表。定时更换。 

《燎原》编辑部-慕华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 

2019/10/01 

  



 
 慕华作-组织安全: 

应对“喝茶”的一些技巧 

  （本文有些地方参考于品葱《如何应对被国安喝茶》） 

近期，中特垄断资本主义对我们的革命工作破坏是越来越

多了，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段，比如“喝茶”。他们妄想靠这种

手段破坏无产阶级的组织运动，实际上并不然，我们无产阶

级革命的队伍不可能因为他们这一点卑鄙的手段就停止前进

的。为了防止我们内部的一些人因没有规避技巧而被其破坏，

特写此文作科普建议用。 

首先，如果你真的被国安上门喝茶了，这至少说明你在左

派的工作很出名了，或者说明你的安全防护工作没有做好/有

人泄露情报。假如国安查不到你的身份住处自然就无法让你

喝茶。所以网络安全、组织安全方面还是需要注意的。需要

进行内部排查并确认。 

回归正题，在被找上门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能找上左人的一般都是维稳部门。算国安的最低级部门了，

如果找上你的话不一定有所谓的确凿证据，大概率也就是市

级省级的。他们甚至都可以被策反。 

国安对内的人数一般很少，并且技术手段也不是很高。他

们能知道的数据基本都是现实中的，如果你的保密工作做的

不好还包括你的 QQ号，邮箱，XMPP账号等。 



  

他们喝茶的主要目的是让被喝茶对象做左派组织的间谍提供

情报、制造分化和调查所谓“违法情况”。 

综上所述，国安的能力并不是毁灭性的，只要你不是他

们所谓的“头目”，那么他们的情报不会是特别全面的、也

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 

首先，在被谈话和通话时要注意录音。并且国安想要上

门时可以进行拒绝。国安没有传唤权。他们在谈话中会频繁

运用谎言、威胁等。他们说出的一切话都很可能是假的。他

们还会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一些信息。 

第二，尽量不要说出任何一点信息，包括你的和其他人

的。过去的都不记得了，其他人的都不知道，现在做的和以

后规划都是没想好。确实有关的嗯一声就可以。注意，不能

说假话。 

第三，他们提出的非法需求如做间谍这些都要严词拒

绝，不能敷衍答应。 

第四，要让国安出示其警官证，并仔细拍照记录。还可

以问一些其个人信息。 

另外，国安还可能伪装成其他工作人员跟你谈话，因此

都要提防。 

谈话过程中，甚至可以来策反对方，因为对方对特色本

质了解甚少，可以让对方感觉在一条阵线上反对特色。 



  

这事最好的。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尽快结束即可。避免被抓

到把柄。总之，要抓住主动权，不要被动。不要正面回答问

题，不要答应对方的不法请求。这样。 

《燎原》编辑部-工华-星火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 

          2019/03/02 

  



 
 慕华作-组织安全： 

对左圈一些“文字加密法”的评析 

 

  为什么会有这些“文字加密法”？都是什么样的？ 

由于中特垄断资本主义当局的言论管控进一步加深，使同志

们在 QQ之类的即时通讯软件上的言论被进一步监听甚至被破

坏。为了通讯的安全性，一些同志选择了放弃 QQ这个阵地而

取 XMPP、电报代之。另外一些同志还是留了下来，但为防止

被监听就发明出了了各种“文字加密法”来保证通讯安全，

如现实中使用汉字发送电报使用的电报码、取汉字的 UNICODE

码然后用摩尔斯电码加密、甚至还有用土耳其文拼写汉字的

Şembizm码。 

  这些编码的优点是什么？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编码的确使用简便，适用范围广，最后

一个还有很好的隐蔽性。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应用。甚至还可

以作为一些算法加密的显示字符长期使用。 

  这些编码的缺点是什么？ 

首先从加密安全性来讲，这些转换法的转换工具、学习教程

都是公开的，假如网警通过群文件或内鬼获取了加密方法，

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被整个中特言论管控机器所得知。届时这

些加密法不仅是没有加密性了，甚至还有可能变成左人的  



 
识别方法之一。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该使用什么加密方法确保不被监听？ 

当今，密码学已经非常成熟了，运用 RSA、AES等加密方法加

密出的数据如果没有密码几乎无法破译（超级计算机破译一

条需要几天）。在很多数据交换法下甚至能在网络上加密传输

密码。显然，这种方法的安全性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运用 OTR

技术的 XMPP讨论是安全的，HTTPS（HTTPS的网页信息也是几

乎无法破译的）另外，Telegram 貌似也是加密传输的。因此，

如果需要安全性建议使用这些软件。 

这些加密方法有什么缺点？ 

首先，在安全性上是没有缺点的。但由于 XMPP的使用人数少，

几乎大多数都是左人在用；在 Telegram更甚，不少目田都在

用，因此虽然探测不到你在讨论什么，但能发现你是在使用

XMPP 或电报收发信息，就有可能有嫌疑。这是个问题。但因

这种监听方法研发难度较大，应该要研究几个月甚至一年，

而且只要稍微更改 XMPP软件就可以规避，因此现在不用担心。

左人直接使用 OTR 的 XMPP 或 TELEGRAM 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实在不行加一层 VPN+TOR。 

  对于更安全通信方法的一些思路。（设想） 

要确保通讯的加密性还要确保通讯的隐蔽性。我觉得可以使

用 RSA或 AES加密之后按字转换成汉字\外语词汇 



 
用 RSA 或 AES 加密之后按字转换成汉字\外语词汇然后再

加上一些语法性内容来伪装或许就能同时具备隐蔽性  

和加密性。如果同志您对密码学和各种语法学有研究，我觉  

得可以考虑下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如果有什么建议可以给编  

辑部邮箱发邮件。谢谢。  

《燎原》编辑部-工华-星火作 转载请联系编辑部  

2019/03/05 

  



 
卢德学社致各位的宣传信 

各位同志： 

      你们好！这里是卢德学社，若是你对马克思主义有兴

趣、或者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愁找不到组织，那么本社欢

迎你的到来！本社自建设起一直致力对马列毛主义进行宣

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到来。我们支

持各成员的对马克思主义或社团活动、建设提出的各自的见

解，也同样支持各成员之间的相互讨论；我们鼓励各成员在

线下的进行活动，以将我们的理想带入现实！若已加入组织

的也欢迎与我们联系，共商合作事宜，使我们能共同行动起

来！联合起来！ 

                        卢德学社社长班迪耶拉.罗莎 

                              于 2020年 3月 5日作 

联系方式：(QQ)3151583191 

 

 关于其他事宜： 

 如需订阅，订阅方法请见第二页。 

 另外，本着促进中国左派联合的精神，从事左活动的组

织如需进行宣传都可在本报刊登宣传稿，直接将宣传稿发至

编辑部邮箱即可。另外，如果有什么文章也可以刊登的。 

本报编辑部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mailto: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