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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报 

首先，要向本报的读者们，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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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诞生于全球共运火焰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世界无产阶级

革命派的队伍都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的环境下。在这种大环境下，

无产阶级的组织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缺乏组织性、成员、防

范经验等问题。这些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并且是要结合目前实际

情况来解决的。为了使遇到的问题更好的解决，本着为无产阶级

奉献一份力量的精神，我们创办了本报。 

目前，本报的主要方向是刊登一些关于组织建设、宣传共产主

义思想、防范方法和对当前现状的分析等。本报的次要方向是刊

登一些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文章。总之，主旨就是刊登一些有利于

无产阶级的组织的文章和一些斗争的经验方法的文章。 

【关于投稿】 

由于本报刚刚起步，编辑部成员，投稿人数可能比较少， 知识

水平也可能不是很高，导致文章的质量和更新的速度不一定高，

因此，我们欢迎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本报编辑部，另外，如果

有所作的作品也可以进行投稿，如需加入或投稿请联系编辑部邮

箱（下面）。 

  



 

【联系方式】 

编辑部邮箱：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 

【关于转载】 

在未经注明的情况下，本报刊登文章的许可协议是 CC-BY-SA 

4.0。即创作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如果需要向某个作

者联系也可以联系编辑部邮箱。 

 

《燎原》编辑部 

2020年 5 月 4 日 

  

【关于订阅】 

本报欢迎任何人或组织前来订阅。如需订阅请向编辑部邮箱

（usnnrqffjcqv@protonmail.com）发一份题目为订阅的邮件（推

荐使用微软(Outlook)/谷歌(Gamil)/Protonmail 之类邮箱而非

163/QQ 邮箱订阅）。您的邮箱将会进行保密。此外，本报欢迎您进

行任何形式的二次传播。 

另外，如需往期刊物，也可联系编辑部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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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再继续错误下去了！ 

----我的一张大字报 

编者注：这篇文是针对极端主义者和调和主义者的批判。 

（仅代表个人观点） 

  可以说，目前中国之“左”派，已经处在崩溃边缘。在修正主义

和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下，我们随时有覆灭的危险。然而现在左

派中有两伙人，他们在实质上阻碍我们的进步和发展。这两伙人，

就是极端派系主义者和调和主义者。这一“左”一“右”，证实

我们内部当下最大的敌人！ 

  极端派系主义者喜欢”斗争”，在他们眼中，“×派”就是不

好的，必须打倒！”他们容不下任何不同派系，不同理论的人。

任何不合他眼的人都必须被他扣一个“×派”或“××主义”的

帽子，他们才善罢甘休，然后去找寻下一个目标。这是典型的“只

斗争而不团结”者。 

  调和主义者喜欢“团结”，整天活像个“老好人”，自以为处

理了“左”派的路线斗争，实则是整日“和稀泥”。左派在内部

团结的基础上的内部斗争是必须的、必要的！没有合理的内部斗

争，哪里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最适合的路线“呢？这种“和稀

泥派”是典型的“只团结而不斗争”。 

  在现在这个关乎我们发展的紧要关头，我向同志们提议： 

  



 

  “纠正左派内部以上的“左”倾和“右“倾错误，用纸笔为武

器，炮打他们的司令部！” 

  为了无产阶级的明天！ 

三泂学士 作 

2020年 4 月 20日 

  



 

致敬英勇的无产阶级烈士 

——祭为防疫工作牺牲的无产者 

编者注：无 

 4 月 4 日，清明 

    防空警报声在城市上空响起，全国人民共同悼念在防疫抗疫

工作中牺牲的无产阶级英烈。他们是新时代继承了伟大的毛泽东

思想的战士，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雄。是我们所要

学习的榜样。 

    纪念那些在第一线战斗，抢救病患的医护同志们。是他们用

他们的生命来挽救更多生命，那深夜中依然守护在病人身边的护

士同志们呐，为了救治病人而染上病毒的医生同志们。那些倒在

了第一线，为了人民的事业，为了全人类的未来而牺牲的所有医

护同志们。你们是真正的战士，是人民的英雄，是继承了伟大领

袖毛主席志向的人，你们的事迹永垂不朽。 

    纪念那些为防疫工作所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人同志们。是谁

为了能快速建立起一座座医院而昼夜不停地工作？是谁为了能保

障医疗设备供应而在工厂中加班加点？是谁为了能保障证多人的

生命安全而依旧工作在岗位上？或许我们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名

字，但是我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是光荣的工人同志们！他们虽

不像医护人员工作在第一线，但是他们用他们的力量为社会主义

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人民群众而牺牲了自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

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共产

主义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所求学习的精神！你们的事迹永垂不朽！ 

    而我们中有的同志说，纪念他们会导致民族主义，他们不应

该被纪念。这是什么？这是混淆了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行为，

是教条主义行为，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人民的行为。他们中大部

分人只遵从着一些共产主义小册子上的教条。不进行实践，将全

人类的利益轻描淡写地看作某一国或某一民族的利益，实际上完

全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这种行为和想法是相

当可耻的。我们就应当直接的果断的批判他们，批倒他们。 

    又有一些同志说，这种活动毫无意义，是在搞形式主义，他

们又不是我的家人，与我无关。这是什么？这是一种自私自利的

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将其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行为。

是本质上反动的，反革命的，脱离人民的，背叛了马列毛主义的

行为。是一种忘恩负义的，不把革命人民和革命精神当回事的行

为，有这样的思想的通知，我们就必须批判他，引导他改正其右

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将这种思想彻底根除。 

    同志们，若要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那是革命的土地滋养了

它。若要问红旗为什么这样的红，那是革命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它！ 

  



 

在百年来的斗争中，你们举起红旗冲锋，你们扛起枪杆而战斗，

你们举起镰锤。发动机器而建设。你们是最光荣的，你们是最伟

大的，你们是英雄，是烈士，是先锋。你们，是光荣的无产者！ 

    百年的斗争考验了你们，导师的精神引导了你们，社会主义

建设磨练了你们。你们接过领袖的红旗在共产主义建设上斗争着，

现在你们离开了，我们会接过你们的红旗，将为人民建设，为全

人类解放事业发扬光大，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就绝不会再倒下！ 

    毛主席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

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这脱离

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现在我们就要继承这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这敢于斗争的精神。将共产主义事业

发扬光大！ 

    为防疫事业而牺牲的无产阶级英雄永垂不朽！为人民

利益而牺牲的无产阶级英雄永垂不朽！为全人类的解放和

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无产阶级英雄，永垂不朽！！！ 

2020年 4 月 4 日 

伊万 

  



 

致无产阶级英雄 

编者注：这篇文也是发到 B站等平台宣传用的，因此用词可能比

较倾向特色，这是为了宣传方便，敬请谅解。 

英雄们、先行者们、我的同志们： 

为何我们的旗帜如此鲜红，因为你们的鲜血染红了她！ 

是百年的硝烟中，你们扛起枪炮前进；是发展的浪潮中，你们

拿起镰锤建设；是改革的狂风中，你们把身躯扎进矿洞；是灾害

的发作中，你们奋战在一线。是谁建设这个国家？是谁在保卫着

她？是你们，人民的英雄！无产者的先锋！ 

田间飞舞的稻穗，为什么那么丰实？因为，你们的鲜血，灌溉

着这片田野；高楼拔地而起，科技日新月异，为什么发展如此迅

速？因为，你们的汗水，如同江河般汹涌。 

谁是这个社会的建设者？是你们，是我们，是千千万万的无产

阶级！无产阶级的荣光比太阳还要闪耀！人民英雄的英名将永远

在刻在历史的卷头。 

无产阶级英雄万岁！无产阶级万岁！人民万岁！ 

你们的荣光绝不是谁的施舍，你们的英名绝不是谁的可怜！你

们是我们的英雄，你们是我们的先锋！你们在斗争着，为了人民，

为了千千万万无产者，你们抛头颅洒热血，你们埋头苦干！若是

谁想窃取属于你们的功劳、荣光！若是谁想剽掠这鲜血和汗水铸

就的伟业！ 



若 

是谁想要借着你们的肩膀，骑在你们身躯铸就的灯塔上高

喊：“看！我多伟大！”！若是这世上有如此恶毒、如此无耻、如

此下流而低贱且恬不知耻之人！ 

人民决不会允许！无产者决不会允许！这世上千千万万被以这

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剥削、压迫的所有无产阶级决不会允许！先烈

们的旗帜，后继者决不允许任何人践踏！ 

人民可以沉默，但沉默不是退缩！人民可以无声，但无声不是

懦弱！先行者的鲜血绝没有白流！我们明白，我们都明白！你们

想要传达的讯息，你们想要传达的精神！我们都明白！无产阶级

绝不是懦夫！ 

安心地离开吧！请放心！你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你们离开了，

我们都是你！  

                                                                  

三泂学士 

2020年 4 月 4 日 



若 

论左人目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编者注：无  

现在很明显，左人目前处在一个非常窘迫的情况。有特色当局

的打压和粉红精资和大多数没接触的路人的反对。并且左人目前

内部还有内斗，而资本家们却联合起来了。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为什么我们的道路会有很多人惧怕。很明显，

因为激进，而他们害怕激进。他们会认为我们“疯了”。说实话

我在变红之前也只是对左的道路看看，并没有打算做。我怀疑，

认为这条道路是不可行的，怎么可能没有老板呢？雇佣劳动制不

是向来就有的吗？不是一直都有底层人和高层人吗？如果要打破

阶级那就说明几千年的传统破裂，我很害怕，害怕改变，以及害

怕做出这条改变需要的牺牲。 

我相信我的想法和路人的想法是差不多的。他们也就无非对政

府的惧怕和对传统改变的惧怕，如果摧毁他们这些保守的观念，

叙述清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运转的规律和解释清楚我们道路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我想是很容易破碎路人精资粉红的幻想的。 

但是问题来了。粉红和精资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且极其

具有煽动性。而目前据我观察，有很多左人实际上是反驳不过粉

红和精资的，他们很多时候就对路人、粉红和精资抛下三个字“多

看书”然后不做任何解释，对路人的问题置之不理。甚至在粉红

精资都没急没骂人左人就开始搁这说“给爷爬”了。 



 

我想如果路人看到我们的同志是这样的，他们会是作何感想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有很多同志的理论根本不扎实啊！他们的理

论甚至不能指出粉红精资的所有错误！而路人的问题一旦答不上

来还不承认，还要路人“多看书”，这肯定劝退路人啊！或者有人

反驳粉红精资，故意用些专用的名词和术语，故意让粉红听不懂，

我想这同样也会劝退路人，并且不能把理论通俗化本身也是一个

理论不扎实没有彻底理解的表现。 

而同志们为什么理论不扎实啊，因为有很多同志几乎看完宣言

就没看过书了！而一本宣言，又能把什么讲清楚呢？里面就只说

了道路和方向，而这个篇幅根本不满足解释清楚资本主义为什么

需要被毁灭，以及历史规律。而很多同志们看完这个就开始骂特

色了，骂来骂去就无非几个：吃人、失去信仰、放弃阶级斗争、搞

特权阶级。而粉红提个 GDP 就能懵掉一堆人，然后就只能反驳个

GDP 不能代表经济。这反驳很显然是不给力的。为什么 GDP 不能

代表经济？GDP 是怎么算的？为什么计划经济要看农工生产总值？

粉红脑中的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他就会继续相信 GDP 就是

能代表经济。 

并且更让我担心的是有很多同志天天玩政治梗，一个是政治梗

容易招赵弹，一个是玩政治梗非但不能帮助同志们理解为什么某

些东西不合理，反而还会淡化同志们对某件事物的理解。 

  



 

就比如说有很多同志宁可乳稻天天淮海战役茅台牛排之类的，

也不愿意把邓某平选集看一遍然后把里面错误的地方揪出来加以

批判供新人同志学习，久而久之同志们就会忘记为啥那个人要翻

案，以及他哪里出了问题。这是绝对不行的。 

同志们需要做的不是天天在 QQ 群 B 站评论区吹水，而是需要

讨论书中哪里不理解，以及哪里需要补充。并且，遇到事情不要

只会在 QQ 群 QQ 空间骂，而是开个文档来讨论那件事，分析那件

事，并且找出原因和影响。比如这次疫情，特色当局转移视线。

就可以思考，为什么他们要转移视线？怎么对他们有利？他们转

移视线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有利于我们的宣传还是有害于我

们的宣传？等等等等……这不仅有利于群里的新人搞清情况，促

进和粉红精资的对线，也有利于自己理论的进步。 

还有和精资粉红对线的时候要注意，哪怕粉红精资先骂街，同

志们也不能骂街，谁骂街谁就说明辩论不过对方，那就输了。 

新左人有疑问万万不能回避，应该耐心解答，更不能要求其“多

看书”，这样只会让他更加反感马克思主义。 

希望同志们好好注意，不要步入歧途，如果我们继续如上述那

样的话，我们是宣传不了的。希望同志们好好学习，看到粉红精

资言论的时候不要先想着吐，而应该思考其言论的错误的地方。 

望同志们传播下这个文件。 

胡人 2020 年 4月 12 日 



 

团结与斗争 

编者注：本文可以说是对第一篇文的补充 

左派中常见的两大现象:融合与分裂，无疑来讲这两大现象都

是极端的，前者过分强调合作而忽视矛盾的客观存在，以改良主

义和机会主义者居多，试图将一个有着无数矛盾和争辩的地方改

为一个虚假的欣欣向荣的情景，在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中指出:“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

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

治上腐化起来。”这些人所追求的并不是团结，而是一种利己的

个人主义，这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溃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

从而从内部瓦解了革命组织，它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

保留它。 

    后者过分强调斗争，将内部矛盾扩大化，斗自己的同志比斗

阶级敌人还要狠。甚至将自己的同志放在了革命对立面，如左派

中大肆叫嚣的“开除左籍”，“踢出 XX 派”。很明显这是一种宗

派主义形式的内斗，抱有这种思想的往往都是一些极左的教条主

义分子，以自己为标榜，产生一种“唯我独革”的思想。这亦是

对我们的工作不利的，是给了敌人瓦解我们，分散我们，再逐个

击破的机会。本质上亦是一种右的思想，是不应该出现在革命队

伍中的。 

  



 

为此，我以我自己的拙见，针对此现象提出“团结”和“斗争”

的口号。 

    什么是团结？这里所说的团结不同于无意义的融合。我们所

提出的团结是针对共同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

提出的。也就是要求我们以明确的目标为指导，通过左派人士的

联合的力量来实现它，这里的“团结”本质上也是斗争的，是一

种在斗争中所求得的团结，正如恩格斯同志所说:“不要让‘团结’

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一切的团结也就应以合理的内部斗争为

基础，这也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 

    什么是斗争？斗争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批斗与争论。是

一种矛盾产生冲突的体现，在唯物主义辩证理论体系中所明确指

出发展是对立统一的。统一的整体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的个

体，两个对立的个体又互相关联着。在毛主席《矛盾论》中也指

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

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简单来讲，

组织如果要发展要向前推进，那么内部矛盾就是必然的，也是客

观存在的，忽视了他们而去空谈团结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背离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而要解决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进行内部

斗争，“真理越辩越明！”内部斗争不但可以明确下一步纲领行

动的方向，也可以纠正组织内错误，认清现实状况。 

  



 

但有一点为前提，不能毫无目的的进行内部斗争，或以内部

斗争为由进行自私的个人报复行为。合理的斗争是要有完善的指

导，有明确的斗争目标和对象，其中本目的是推动组织发展，解

决出现的矛盾。这也是要以团结为基础的斗争，用内部斗争的方

式维护团结。 

    关于如何团结和斗争，我有以下建议: 

    1.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以工农为主，联合进步的

左翼组织，以壮大我们的力量。 

    2.以斗争为基础团结，必要的时候组织内部应举行有序且合

理的内部斗争，以清除组织内部不良思想。 

    3.以团结为目的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应是团结而不是分裂，

应正确处理好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防止敌人趁虚而入。 

    4.内部斗争与外部斗争关系要处理好，绝不能产生斗同志胜

过斗敌人，甚至联宁敌人斗同志的现象。斗争时要时刻记清斗争

的对象和目标，内部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解，希望可以对左派同志有帮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20年 4 月 4 日 

伊万 

  



 

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呢 

编者注：这篇文是用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了解的

人进行浅显的科普的文。 

 

本文将简单的说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若要知道详细的，

可以看《资本论》)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东西，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什么呢？

打个比方:第四明是个工人，在工厂上班，然后他生产的商品

一个 100 元，然后一个月下来必须生产 40 个，好，我生产了

40 个，总共我生产的四十个商品价值就为 4000 元，然后资本

家就给我 3000元的工资，他要支付生产资料的钱即为 800元，

那么就剩余了 200元的价值给资本家，这剩余的价值就是剩余

价值，这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哎呀，你赚了 3500，而资本

家只拿了 200。这种言论是最可笑的言论，工厂只有我一个工

人吗？显而易见，生产了 4000 元价值的工人却只拿了 3500元

是不公平的。这时候也会有个问题什么叫为自己劳动(必要劳

动)和为资本家劳动(剩余劳动)？我们继续用上面的比喻:这

时候我每月需要 800 元，也就是说我生产八个 100 元的商品的

时候，我是为自己劳动，而剩下的则是为资本家劳动。这时候

又出现一个问题，工作日的问题。那么工作日是啥？ 

  



 

工作日就是必要劳动长度＋剩余劳动长度。他不是固定的，而

是流动的，但它只能在一天之内变动，一般来说，工作日的最

低界限也就是剩余劳动时间为 0，但资本家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那么我们说的几小时工作日是啥呢？就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

动的比例。资本家作为买家他们就会想办法延长工作日，而工

人也是人，他们也有别的事情啊，于是就要求资本家把时间降

到合理的时间，现在我们知道的八小时工作日，就是工人斗争

出来的，以及五天工作日(这是福特公司在 1926 年 9 月 25 日

整得，但绝不是资本家的怜悯，其主要原因是工人持续的反抗

和斗争，次要原因则是生产力的上升，为了提高生产热情。 

 

反驳一种观点：认为工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好吃懒做。这是

一个偷换概念，应该是好吃懒做就会穷，接下来的内容，大家

结合上文来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剩余劳动时间越来越长，

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原来我工作 10 小时为必要劳动，2 小时

剩余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来越短，

可能 0.5小时就有生活下去的钱了，这时候我生产的剩余价值

就越来越多，资本家获得的越来越多，我的工资也会因资本家

得多少而变动。 

  



 

（这时候资本家为了更大的利润，于是开始了扩大化生产，

工人的工资会下降，但买不完他们生产的商品，因为购买商品

的主力军就是劳动者，于是商品就会剩余，卖不完商品，但资

本家还是在扩大化生产，于是他们开始销毁商品，于是物价开

始上涨，股票开始下跌，经济危机爆发了)加上生活的开支，

于是我的钱几乎没有剩余的了，也就是没有存款，接着生产力

继续上涨，我的工资也会下降（这里打个比方，我一小时生产

一个商品给我 5元钱，后面生产力上升，我一个小时就 3 个商

品，这时候生产难度没前面的大，于是资本家开始耍聪明，于

是降低了你生产一个商品的工钱，原来一个 5 元，现在 1 个

2.5 元，假设工作量都是 500 个，那么一个工资就跌了 1250

元，但现实中肯定不会一次性就这么多，会以各种理由给你跌

下去），这时候工人就越来越穷，资本家就越来越富，而且劳

动的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 

以上就是本文的全部内容了，有不足或错误请同志们在评

论区补充。 

 

作者:第三明 

2020年 4 月 12日 

  



 

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 

编者注：无  

首先我们要搞明白，什么是发达国家，什么是不发达国家。

现代对发达国家的标准多种多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评价发

达国家的标准要看生产力，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可以称之为发达

国家，而生产力较低的，则可以称之为不发达国家。 

一件商品的价值在于其蕴含的抽象劳动多少，这句话怎么

理解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假设一件上衣可以换

一百个面包，为什么这两者可以进行交换呢，因为这两者可供

交换的价值相等，而要认定这两者可供交换的价值相等，应该

有一个作为参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蕴含在上衣和面包中

的劳动。在生产力较高的发达国家，同样的劳动时间，发达地

区的产出要比生产力较低的不发达地区高很多。假设发达国家

的一小时产出等于不发达国家的两倍，这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用

一小时换了不发达国家两小时。这正是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

吸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大多数生产力较高的地区的生产工具所生产出的商品物美

价廉，也会与不发达国家当地的工业争抢市场，比如在十九世

纪，英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的布匹运往中国市场， 

  



 

和中国当地用很麻烦的手工纺织的布匹竞争市场.老百姓

就会选择更物美价廉的英国布匹。更不用说在当地开设工厂，

用低价购买的当地原材料再以高价卖给当地工业制成品这种

赤裸裸的强盗行为了。在经济殖民以后，落后国家劳动力被剥

削，越卖力劳动，给发达国家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也会造成发达国家愈富、不发达国家愈穷的后果。 

发达国家持续繁荣的原因也在于此，欧洲在殖民地一个个

独立之后对其吸血能力衰退，便逐渐失去了世界中心的位置。

而美国凭借着世界美元体系，则一直把持着世界经济命脉，以

至于美联储一印钞，全世界都要通胀买单。 

    为啥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机器，而

更好的机器说明社会生产中不变资本组成更高，也就是商品生

产中资本占比更高，劳动占比少。那剩余价值就更少了，利润

率就更低了。资本为了维持利润率，就不得不从商品扩张转型

成金融扩张，那么这时，发达地区的劳工的主要角色就从生产

者转变为消费者。为了维持其消费者的角色其所从事的行业也

从生产可贸易的商品，转向生产在国际市场上不可贸易的商品

（例如房地产）和服务。在这种转型中，发达地区的劳工收入

看似提高了，而事实上，其更多的是被帝国主义圈养收买了， 

  



 

其看似更高的收入只来源于他们能购买更多来自不发达地区

的商品，而真正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却是一

路猛涨。 

 

2020年 4 月 3 日 

维克托 

  



 

辟除毛时代的谣言 

编者注：这篇文原在微博发的，没有进行修改 

改开，在上头看来有很多功绩啊，在他们看来还有一个功绩就

是出了很多自以为比毛还厉害的人。于是就出了很多谣言，来我

们一一辟除。 

一.“毛时代不民主不自由”：这个就很可笑了，有些人喜欢

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空话，然后说毛时代的民主集中是多数压迫少

数，资本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这就很可笑了，首先他们完全

把民主的性质搞错了，把民主从手段变成目的，变成了形式主义，

为什么要民主？因为他能让大家发言，能得到更多方法，而不是

一个单纯的让大家发言的形式。其实，稍微了解一点资本主义的

民主就知道，那不是真民主，其实是资本集团与资本集团的对拼，

而且上去的总统或首相可能也只是资本集团的傀儡罢了，这就是

某些人希望的民主吗？这不叫民主，这叫资产阶级专政，叫少数

人压迫多数人，国家是个暴力机关，不存在专政是不可能的。再

说自由，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某些人期望的自由何尝不

是绝对自由？有人说金瓶梅在毛时代是禁书，可是真正查过去了

解的过的人都知道，毛时代没一本禁书，而且他们说的禁书都可

以在北京图书馆借到，有一本书叫《科学通论》，里面出现了在毛

时代算反动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可这本书一直没被禁。 

  



 

反倒在现在，禁书很多，特别禁了那些正经书，比如说现在的

制度不好的，毛说：“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如果现在制度是正确

的，为何害怕批评呢？ 

二.毛时代人民吃不饱饭：又是个可笑的谣言 1.毛时代 27年，

从 1949 年的四亿，到 1976 年的七亿，短短 27 年增长了三亿，毛

时代还有计划生育（毛时期的计划生育是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而他们鼓吹的民国圣地，我们算长一点，从 1911 年到 1949 年，

中国人口一直四亿，而且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大清也有四亿人

口，有人跳出来说我偷换概念，说毛时期没战乱而民国年年战乱，

首先战乱的原因是因为啥？内部分裂打架，北伐之后，国家还没

统一，全国几百万土匪，kmt 管都不管，而你们厌恶的共产党，在

建国后就火速剿匪。2.民国留下了几乎没有的农业和工业，共和

国只能重新发展农业和工业，有人大声说共和国工业化伤害了农

民所以共和国是奴隶制，又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你是真想让农

民好还是假想让农民好？真想，就工业化吧，要不然帝国主义随

便侵略，核弹都整不出来，这样你们满足了？ 

三.毛搞个人崇拜:当年四个伟大的时候，毛说四个伟大都不要，

他只要一个教员。他没有组织任何人去宣传他伟大，他也经常承

认自己的错误。他有让任何人必须服从任何人吗？没有，相反，

他反对这种官僚主义，他强调调查， 

  



 

他说：“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是一种怠工”在军事，他要

求关键时刻，指挥官不用请示，自己下指令，在《论十大关系》

里，毛认为中央是要领导地方的，但地方也是要有一定活跃性自

治性的，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

世界人民对他的热爱，是他领导中国革命进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

并不是他本人自己鼓吹的，也不是他要别人替他鼓吹的。恰恰相

反，多年来倒是有那么一有权有势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和媒

体，不择手段、挖空心思地诬蔑主席，什么亿元稿费、六十多处

行宫、儿子上战场是为了镀金、搞一言堂、破坏党内民主之类，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既有党的重要领导也有普通群众

——出来证明、有铁一样的历史史实证明，这些都是居心叵测的

政治造谣，都是丧尽天良的诬蔑歪曲。“蚍蜉撼树谈何易”，这些

抹黑，不但没有损害主席的威望，反而暴露了这些人的反动面目，

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反而让人民群众更加热爱毛主席。 

四、毛搞浮夸风饿死三千万：首先毛在大跃进提出的口号是十

五年超英五十年赶美，毛极力反对浮夸风，并且在浮夸风严重的

时候，他还写文章写信让他们不要浮夸风，可这些都被某位拦截

了，而且毛从 1953年起就退居二线了，如果毛真的独掌大权，那

他为啥要用文革的方式来打倒走派？为啥不直接杀。还有一篇文

章叫《对刘少奇和杨尚昆擅自以中央名义发电报的批评》 

  



 

这篇是毛选第五卷就有了的，事实证明他们试图架空毛和中央。

还有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这个谣言，其实饥荒死亡人数从来

都是飘忽不定的，如果只算蒋时期的民国，总死亡两亿（没算战

乱和自然死亡）。最早计算三年自然灾害死亡二十多万，后面慢慢

的就被外国变成了三千万，其实只要动一下脑子就知道三千万这

个数字很假，如果真是三千万，那当时人民为啥还这么爱戴毛呢？

难道是被洗脑？上面我说了，毛从来没有组织人去宣传他多么多

么伟大，古代有些君主也是这样的，但还是事实胜于雄辩被推翻，

为什么毛时期就特殊呢？古代的人民比毛时代要单纯的多，为啥

没被洗脑，毛时代就是洗脑了？ 

五.毛搞武斗把社会斗乱了：见毛给周恩来的信，毛反对武斗，

破四旧有人搞武斗，有红卫兵战斗队就写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里面就有拿破四旧会名义去打砸抢是反动行为。（这段不多说，比

较复杂，会危害修正主义者的利益，所以要了解更多，还是自己

去查资料，辩证看待吧） 

以上就是本文内容，为什么会出现一群人相信那些谣言？因为

上头有意神化毛，神像化毛，给你讲毛多伟大，但没讲到点子上

去，这时候给你点谣言，因为青春期还有受够这种类似于洗脑的

宣传，于是反抗心理出现，就信了这些谣言，上头为什么要这么

宣传，你们可以私信我， 

  



 

来问我为啥，文章里就不说了，怕要遭。我说一句，知识越匮

乏的人，他说话就越自大越不可一世，看东西就越不动脑子不去

思考对不对，这种人只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第三明 

2020年 5 月 2 日 

  



 

宣传手册（简版） 

编者注：无 

前言：本篇文主要是总结作者在几个月宣传经验，以及提出一

些赤化别人的理论 

宣传无疑是目前马列毛主义者的最重要工作之一，赤化更多人，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光荣伟大的事业。但是，根据我以前未了解马

克思主义之前以及现在成为马列毛主义者之后，在各大群发现一

些“左”派的宣传，都有很大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态度问题，有些人宣传就是逞能，带着

满满的优越感去，瞧不起群众。但这样会带来什么？带来群众对

马克思主义看法不好，对马克思主义有偏见，这样不仅没有用，

更对马列主义者这个群体不好。我们要做到的是说话和气，态度

认真，宣传是宣传不要整成对线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自身理论问题。有一个事，我是天天给新同

志讲：上次我去宣传，然后那个人说有个“左”派跟他说无产阶

级就是穷人，资产阶级就是富人。自身理论不足，去宣传错误的

理论，又加大了其他同志去宣传的负担，又别人误解我们，把我

们误解为仇富。我建议所有要去宣传的同志先就要看共产主义一

百个为什么①，先把那个吃透了，再去。 

  



 

第三个问题，宣传成功之后敢怎么办？有些同志，宣传成功后，

就跑去邀功了，不管了。 

宣传成功后，不仅要帮助他学习理论（这里建议先让他读共产

党宣言和共产主义一百个为什么，然后再去读选集等） 

好了，接下来，我们解决了上面的三个问题，下面，我就要说

明宣传的几个步骤和方法。 

第一步（这是已经在你有了基础理论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挑

选人，我建议每个刚入门的同志去宣传那些中间派，军迷，苏粉

等（有那个倾向最好）②。建议不要在群宣传，人多嘴杂，不好

说，去一些群，观察观察，看那些人有点倾向了，就上。（不要向

顽固派宣传） 

第二步：宣传的时候要说啥？我们不要上去就是，特色咋样咋

样，我们不妨换位思想一下，一个人突然跑过来说我的祖国不好

然后各种骂，你什么感受？脾气差的就骂你了，我们先从小事说

起，从教育，从生活，说的尽量通俗（但不是庸俗），由浅入深，

这样更好，宣传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小时就成功，你要“死缠烂打”，

坚持下去（但对顽固派没用） 

第三步：推荐他看书，然后说不懂就问你，你作为去宣传者，

你的知识量是肯定要比对方丰富（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后面你要这么做就要根据实际情况了。 

  



 

 

作者：第三明 

注释：①：这是马列之声写的，适合新手入门，目前有二改版

（作者并不知道是谁改的，似乎是东海大潮） 

②：中间派也就是不添当局，不右也不左。军迷一般关心点政

治。苏粉大多都是迷军事，我推荐大家宣传苏粉的时候，先给他

讲明苏维埃是什么意思。 

2020年 5 月 3 日 

第三明 

  



 

文革和改开后生产力增长对比 

编者按：这是一份表格 

 参考数据如下： 

 生产量数据 

1965 年至 1978 年(大概为所谓的"文革黑暗十年")全国几项指标和 1978 年至

2018 年的改开四十年生产力数据的对比 

          
五项基本指标文革十年年平均增长率和改开四十年年平均增长率对比     

 
煤 原油 化肥 油料 棉布     

文革十年 1.0504 1.0735 1.0649 1.0175 1.0377     
改开四十年 1.021 1.011 1.021 1.021 1.02     

建国后 40 年每十年 16 项基本产品增长率（前四个是十年增长的，第五个是 40 年增长

的） 

 1988 1998 2008 2018 总增长率 

钢 1.862 1.953 4.352 1.845 29.201 

煤 1.57 1.373 2.179 1.269 5.96 

原油 1.317 1.175 1.175 0.992 1.817 

木材 1.221 0.946 1.359 1.087 1.708 

水泥 2.033 2.64 2.657 1.551 33.839 

化肥 1.908 1.703 1.703 0.899 6.234 

棉纱 1.907 1.194 3.792 1.136 9.81 

棉布 1.6 1.651 3 0.909 5.972 

食糖 2.013 1.815 1.734 1.064 6.743 

原盐 1.127 1.019 2.972 0.876 2.99 

粮食 1.293 1.3 1.043 1.242 2.178 

棉花 1.944 1.714 1.607 0.844 2.824 

油料 2.534 1.752 1.313 1.131 6.589 

猪 1.135 1.236 1.099 0.922 1.421 

大牲畜 1.331 1.331 0.778 0.834 1.025 

 建国后 40 年每十年 16 项基本产品生产量  

 
1978 1988 1998 2008 2018 

钢 3178 5918 11559 50305 92800 

煤 6.18 9.7 13.32 29.03 36.83 

原油 10405 13700 16100 19044 18910 

木材 5160 6300 5966 8108 8811 

水泥 6524 20300 53600 142355 220770 

化肥 869 1767 3010 6028 5418 

棉纱 238 454 542 2055 2335 



 

 文革时期数据：  

 

 数据来源： 

 1965-1978 年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979 年 9 月《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纲要》 

1.1998 到 2018 年的数据来自：data.stats.gov.cn 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数据》 

2.1978-1988 年的数据来自 stats.gov.cn 国家统计局统计年表 

  

 某些人的谣言不攻自破。 

 慕华 整理 

2020年 4 月 13日 

  

棉布 110 176 241 723 657 

食糖 226 455 826 1432 1524 

原盐 1952 2200 2242 6664 5836 

粮食 30475 39401 51229 53434 66384 

棉花 216 420 450 723 610 

油料 521 1320 2313 3036 3433 

猪 30128 34200 42256 46433 42817 

大牲畜 9389 12500 14803 11529 9625 

 1965 年 1978 年 年平均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 

原煤(亿吨) 2.32 6.18 0.2969 1.0504 

原油(万吨) 1131 10405 713.3846 1.0735 

铜(万吨) 1223 3178 150.3846 1.0495 

化肥(万吨) 172.6 869.3 53.5923 1.0649 

三种油料(万吨) 327.2 456.8 9.9692 1.0175 

棉布(亿米) 62.8 110.3 3.6538 1.0377 

发电量(亿度) 676 2566 145.3846 1.0598 



 

批判“再论‘行政吸纳政治’（康晓光）” 

编者注：这是篇屑文，本来打算宣传用的，但是写的太冲了 

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政魔爪已经伸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方面

面。起初，他们还是试图以什么“先富带动后富”、“人人平等”、

“阶级分化是因为不努力”、“现在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借口来

掩盖其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的实质。而现在，却几

乎不加掩盖的向人民公布了他们那写着“精英政治”，实则是垄断

资产阶级专政的蓝图。 

虽然他们一直在，并且现在还在用种种借口来掩盖他们那卑鄙

的计划。但在现在，这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已经昭然若揭了！大家

还记得吗，那些天天鼓吹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将其实现的是哪些人？

那些让马化腾这些人进入“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国

家”的最高统治机关的是哪些人？那些鼓吹“996 就是福报”的是

哪些人？那些让无产阶级越来越穷（相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

越来越富的是哪些人？那些人就是垄断资产阶级！就是随着 1978

年开始走资本主义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阶级分化造成的垄断资产

阶级！ 

他们天天叫嚣着“先富会带动后富！不会有太大的贫富差异！

走“市场经济”道路可以增长积极性，救中国！”是这样的吗？

马云有多少钱？你有多少钱？这是“没有贫富差异”的表现吗？

马云带动后富了吗？你可能觉得“他也没有必要给穷人钱啊”。 



 

确实，他没必要，他捐点钱，交点税之后到无产阶级身上的也

没有多少。但这不就恰恰说明“先富带动后富”是错误的吗？ 

又有人要说“市场经济道路可以增长积极性”是吗？根据一位

同志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0-2010年的增长

数据和所谓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差异并不是太大，

甚至在一两项文革时期还比 2000-2010 年增长速度快。而且，这

还是基于近 20 年大规模实行大于 8 小时工作日甚至 996 的情况

下（文革时期几乎所有工厂实行严格的 8 小时工作日，并且厂内

领导层参与劳动，工人参与领导）。如果都乘以个 0.8(去掉加班的

数据)，则 2000-2010 年是完全没有文革时期快的。更何况 80 年

代 90年代了，甚至是包括加班的增长速度都没有文革时期快。这

是“积极性”提高了吗？ 

视线再转回现在。看看左面这张

图罢。这就是现状。他们极其用心的

想要以“精英政治”和“无阶级论”

来包装他们那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

实质，实际上，却几乎能被人一眼看

穿。所谓的“无阶级”只是谎言，所

谓的“有点钱就不是无产阶级”也

是瞎编。 

  



 

无产阶级的划分是根据生产资料的数量，而不是所谓的“财

产”，假如你没有生产资料（比如田地工厂），那么就算无产阶级。 

有些人还不相信，实际上，在左面这个他们自己指定的文件当

中就明确说了资产阶级（非垄断），知识分子，基层官僚，小资，

无产阶级，都是被统治阶级。一些“知识分子”自认为自己读了

几本书就成统治阶级了，不。回想下，垄断资产阶级统治资产阶

级（非垄断），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什么政体来着？就是法西

斯专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慕华 

2020年 4 月 28日 

  



 

反对“人情论”封建余毒 

编者注：这也是篇屑文，可能会有几个错误 

“人情论”是一种封建主义遗留的、鼓吹人情至上的思想。

其追随者认为“人情”是人生而俱来的产物，是永远不变的。人

情高于一切（例如阶级，国家，民族等）。其反对资本主义的资

本至上、民族至上。更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其理论来源一般是

孔老二之类反动制度的维护者的思想。这种理论是落后的，是反

动的，是封建主义的。虽然其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但是其在中

国社会影响深远。应当被重视并给予批判。 

人情论在团体的组织形式上主张由亲情或友情建立起来的小

团体的利益大于其所有的成员所在的集体的利益，甚至大于整个

社会的利益。即可以说是比小团体主义危害更大的跨业小团体主

义。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个小团体的存在对于其所在的集体有

很大的危害。 

人情论在社会组成方面主张团体内互帮互助，实际上就是封

建式的，行会式的关系。例如其可能会成立家族企业或各种互助

会。就是加剧阶级固化。另外还会由于其小团体的相对排他性导

致其管控的集体会有一定负面效果。 

  



 

 

综上所述，人情论可以说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阉割了封

建人身从属制等内容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其是反动落后的。 

然而，人情论却在中国大地上仍然存在，并且影响很大。比如在

官僚系统中造成了很大的腐败问题。这是封建遗留问题，一定要

进行解决。 

 

作者：慕华 

2020年 4 月 16日 

  



 

炮打《炮打第六纵队司令部》司令部 

编者注：无 

《炮打第六纵队司令部》原文： 

我是一个热爱中共，坚决拥护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网友。2020 年 1
月我从 B站《让子弹飞》影评下评论区来到微博，关注了地平线下面，了解
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震惊之余，我深深痛恨着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
他们推行私有化路线，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此同时，我对毛主
席的崇敬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后来我关注了战无不胜的×××，湖南
吐槽王，思想火炬超话〈前两个已被封），在火炬超话里我知道了习近平是毛
主席的支持者，我为习近平拨乱反正的正确路线欢欣鼓舞。我坚信，他迟早
有一天会清除党内的渣滓，打击官商勾结，叫停私有化改革和金融开放，惩
戒洋奴买办，提升工人地位待遇，落实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让“住房，教
育，医疗”新三座大山从人民头上挪开。我带着拥护习近平的美好愿望关注
了东方白歌未竟，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等博主。我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在还原历
史真相，为总书记发声。没想到他们整天强调英雄史观不可取（还以毛主席
英明神武却没能铲除走资派为例，攻击抹黑毛爷爷），要持人民史观（难道总
书记不是人民吗？）。说什么不要寄希望于党内（如果没有党内高层支持，能
有思想火炬等博主发声吗？），要依靠人民群众，他们的根本目的其实就是打
倒一切，推翻中共的统治，颠覆国家政权，破坏社会稳定。本质上是形左实
右极端思潮在新时代的特色表现。 

我坦白承认，我一度被他们的言论所迷惑，对总书记产生了怀疑，可见
敌人之狡猾多诈。幸好，正如阳光穿透雾霭，春风吹过细柳，思想火炬群提
出了“第六纵队“理论来反击他们，揭示了他们实为受境外势力指使得敌特
分子，为被受他们蛊惑的经验欠缺同志指明了道路。 

但我认为这还不够，要挖，要深挖。他们的背后除了境外势力指使，必
定还有党内走资派指导，他们和共济会，新纳粹党（同样极端），国民党，邪
教轮子必然有联系。要把他们彻底批烂批臭，让我们团结起来，打倒以他们
为首的第六纵队司令部！ 

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今中国的“保皇派”的思

想。他用自己那形左实右的立场、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诡辩的

立场来试图攻击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试图给马列毛主义者戴上

“形左实右”“极端思潮”“境外势力”“敌特分子”甚至“走资

派”“共济会”“新纳粹”“邪教轮子” 

  



 

等莫须有的帽子。倒是颇有网络建政圈的盖帽子习气，却几

乎没有举出任何的证明，没有写出任何的反驳。对于这种莫须有

的帽子，显然，马列毛主义者肯定是戴不上的。 

他宣称“一号不是走资派，一号是走毛主席道路的”，宣称

“靠一号就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余孽”，宣称“马列毛主义者攻

击抹黑毛主席”（多么可笑），宣传“因为一号是人民，所以尊一

号不是英雄史观”（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了解的

匮乏），宣称“马列毛主义是极端形左实右”宣称“马列毛主义

是极右境外势力指使的”。实际上，这根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一号是走毛主席道路的吗？ 

显然不是。毛主席道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

路，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的社

会主义的道路。请问，一号是在往无产阶级专政走？是在往按劳

分配走？是在往消灭资产阶级走？从数据和事实来看，没有做过

任何这样的事。从理论思想来看，笔者从一号重要言论数据库

（人民网的）查询上述关键词，搜索无产阶级专政 0条结果，搜

索公有制的结果基本都是讲计划经济的，搜索计划经济的内容都

是反对的，还只有寥寥数篇。搜索资产阶级都是国外的，搜索无

产阶级都是纪念烈士的（甚至还有纪念刘少奇的）。请问，走反

对全部这些道路的是走毛主席道路吗？ 

  



 

如果你硬要说是的话，那邓小平刘少奇也是了。显然和保皇

的理论不能自恰。 

一号能消灭资本主义走资派吗？ 

显然不是。一号自己就是走资派。不可能自己消灭自己。原

因如上。 

马列毛主义者在攻击抹黑毛主席吗？ 

显然不是。毛主席因为没有太早发现走资派并将其坚决消灭

掉导致了之后的走资派掌权，这个经验是要吸取的。但这显然不

是攻击抹黑毛主席。反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正确道路行走。此文作

者讲指出问题歪曲成攻击抹黑，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据我所

知，没有任何马列毛主义者对毛主席的基本路线进行攻击（当

然，托派除外）。 

独尊一号是人民史观吗？ 

显然不是。建议此文作者先读完任意一本关于历史唯物主义

的著作，清楚英雄史观的定义，然后再写文。 

马列毛主义者是极端形左实右吗？ 

显然不是。这里该文作者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盖帽子手法，

将自己可能刚听到的帽子直接不加分辨，不加思考的盖在别人身

上。这里作者显然是没有列出马列毛主义者形左实右的论据的。

实际上，只要仔细思考一下就能看出马列毛主义显然不能扣上右

的帽子，极右更是不可能。 



 

 

 马列毛主义者是极右、境外势力指使的吗？ 

 显然不是。这里作者又采用了扣帽子的手段。马列毛主义的

继续革命论就是用于粉碎走资派的。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也显然是反对共济会这样的阴谋论的。新纳粹，国民党，轮子就

更离谱了。不加思索都能明白马列毛主义恰恰是反对这些反动思

潮的先锋。至于境外势力，请问作者指的是哪个境外势力？美

国？这个反共的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大本营就不要和马列毛主义

扯在一起了。 

  

 这位作者的论点无根据，言语可笑，格式仿佛新八股。显然

没有任何说服力。而这所谓被“炮打”的司令部应该是保皇“第

七纵队”司令部罢。 

慕华 

2020年 4 月 30日 

  



 

关于 nlCrypto 的简单介绍 

编者注：祖传 HEIP（） 

在通讯安全越来越不能保障的今天。常用的那些即时通讯软件

（如 QQ 微信等）已经显然不能满足通信安全的需求。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可以通过 XMPP(OMEMO)、TELEGRAM 等即时通讯方式来通

信。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比如 XMPP(OMEMO)使用难度高。TG 需要

手机号 VPN 等问题导致可能无法广泛使用。因此可以使用

nlCrypto这样的折中实现方案来临时解决在不安全的即时通讯软

件上进行较安全通信的问题。 

nlCrypto 是 GitHub 上 一 个 开 源 的 通 信 加 密 项 目

(github.com/muHua-usnnrqffjcqv/nlCrypto) 。 支 持 类 似

HTTPS/XMPP/PGP 的端对端加密，也支持对称加密。并且加密的结

果有一定的伪装性。能运用到 QQ等不安全的通信渠道。加密效果

如下： 

ne ita vero primus si de primus sum is uter fio amo ad 

cur do iam vos an quoque diu amo ob pater si nos pars sui 

vix que sic ita aliquis umquam annus nam fio inquam que 

sui vir uter vel aut XD 

  



 

 

混淆的效果甚至能使用百度翻译进行翻译(当然，翻译出来的

不是加密的原文)效果：“我若活在肉身上，这是我劳碌所得的。

我要向你们怎样行呢？我也要为父怎样行，我们若活在肉身上，

这是我生命的结果。” 

可见，除了文本可能比较长以外，混淆效果还是可以的。 

目前该软件只支持电脑。 

 

教程文件： 

https://github.com/muHua-usnnrqffjcqv/nlCrypto 

打开之后点击 nlCrypto 的介绍-chinese.pdf 即可 

 

程序文件： 

https://github.com/muHua-usnnrqffjcqv/nlCrypto/releases 

 打开之后点击最上面版本的 的箭头，然后再点击

即可。 

  

https://github.com/muHua-usnnrqffjcqv/nlCrypto
https://github.com/muHua-usnnrqffjcqv/nlCrypto/releases


 

实践论节选 2 

编者注：这篇文是接 4 月刊的实践论的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

chinese-mao-193707.htm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

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

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

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

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

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

的抽象以及其它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

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马

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

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

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

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

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

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

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

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707.htm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3707.htm


 

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

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

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

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

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

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

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

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

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

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

“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

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

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

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

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

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

里手”[4]，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

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 

  



 

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 

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

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

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

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

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

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

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

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

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

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

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

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

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

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

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

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

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

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

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

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

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

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

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

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

外主义的斗争上[5]。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

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

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

一九年五四运动[6]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

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

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

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 

  



 

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

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

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

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

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

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

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

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

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

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

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

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

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

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

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

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它事情的内部联

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

于感觉的阶段。 

  



 

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

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

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

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

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

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

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

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

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

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

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

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

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

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7]。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

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

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

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 

  



 

（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

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

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

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

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

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

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

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

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

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

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

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

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

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

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

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

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

识） 

  



 

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

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

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

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

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

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

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

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

命的运动。”[8]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

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

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

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

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

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

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

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

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

个问题， 

  



 

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

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

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

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

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

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

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

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

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

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

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9]，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

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

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

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

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

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 

  



 

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

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

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

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

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

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

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

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

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

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

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

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

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

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

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

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

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

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

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 

  



 

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

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

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

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

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

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

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

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

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

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

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

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

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

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

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

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

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

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 

  



 

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

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

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

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

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

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

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

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

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

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

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

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1]。客观过程的发展

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

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

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

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

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

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 

  



 

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

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

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

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

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

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

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

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

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

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

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

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

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

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

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

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

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

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

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

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

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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