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上热搜 京沪杀人案被掩盖

唐山市政府近期公布

举报黑恶势力犯罪的方

法，不少人亲自到公安局

举报，举报内容大多与公

安或政府人员涉黑有关。

连日来，唐山市公安

局门口举报者人山人海。

有居民说，检举电话一直

打不通。有不少人通过发

视频短片举报。

但近日，新浪微博开

始排查唐山打人事件的有

关言论，9000多个帐号

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有资深传媒人称，“先

放后收”是中共政治操作

的惯常手法，需要民意时，

就开放，控制局面后，就

收缩。而“白道人”利用“黑

道人”也是常态，而且很

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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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无人见义勇为？

公务员迎降薪潮
山东教师抗议遭镇压

默念九字真言解决困扰
女儿近十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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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还是中共封控惹的祸，如果生活

不艰难，谁会拼个鱼死网破？上海的

杀人案，背后是否也与上海封城两个

月有关？中共为实现动态清零而不顾

百姓死活，导致自杀、杀人案不断出现。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分析，中共当

局热炒唐山事件的一个原因是转移人

们对京沪两地杀人案的关注；另一个

原因是希望收买人心，减少因为疫情

极端封控下，人们对中共的厌恶。

中共转移视线的目的是维稳
大家知道，最近上海封城已经导

致民怨沸腾，封城带来的经济下滑、

失业率高等等祸患，这些会造成更大

的社会问题。所以，中共需要用另一

个热点来转移民众的愤怒情绪。

唐山打人案的迅速发酵，几乎盖

过了网友对清零与经济的高度关注，

这大幅减轻了中共的舆论压力。

但是，当中共发现网民对唐山打

人事件的关注度超出预期，就开始压

制网络声音。如同铁链女事件，中共

一旦感到事态发展有可能危及体制，

就会严控舆论。中共最终的目的，还

是维稳。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市路北区

机场路“老汉城烧烤”店内，当地水

产养殖老板陈继志骚扰并暴力殴打店

内就餐的一名白衣女子及其同伴。

监控视频在网络流传后，引发众

怒，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榜首

位。官方和官媒纷纷发声，包括在徐

州铁链女事件中沉默的中共妇联主管

的《中国妇女报》，连续评论称对严重

侵犯妇女权益恶性案件须零容忍。

中共本身被指黑帮，警匪一家都

是在民间公认的事实，这次官方借处

理唐山打人案试图将自己立为正方，

这已被一些清醒的网民看透。

唐山打人事件为什么能上热搜？
也是在6月10日，上海金山区发

生砍人血案，一名女子被一个老年男

子当街砍死，据称女子骗了男子的钱。

之前一天，6月9日晚，北京西城区

联通公司办公室内，27岁的孟某某持

水果刀将31岁罗某某割喉致死，原因

是孟某某因小区封控上班迟到，被上

司罗某某扣奖金，怒而动刀。然而相

关报导都被低调处理或被删除。

北京联通公司职员刺杀上级领导，

唐山人大量举报
近万帐户遭处罚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2022年6月10日，唐山市烧烤店一群男子暴力围殴几名女子的视频截图。

阿波罗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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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他的妻子就要临产。

2019年，河南焦作

16岁的小王为保护遭受猥

亵的女同学，在猥亵者先

动手的情况下还击，造成

其鼻子粉碎性骨折。小王

被警方羁押37天后取保

候审，并被退学，而猥亵

者却因为年龄不足没被追

究责任。

2020年 湖 南 永 州，

一名17岁女生被陌生男

子雷某袭胸，男同学见义

勇为致使雷某摔伤，男同学被以故

意伤害罪刑拘。同年在昆明，一个

叫苏磊的人见义勇为抓小偷，造成

小偷轻伤，苏磊随即被警方刑拘和

索赔。

      网友：人们怕的是流氓背
后的真流氓

劳东燕教授2019年曾指出，

她在研究正当防卫制度时，得出的

唯一结论是：在现有的司法导向

下，普通公民遇到不法侵害，千万

不要防卫，最好的办法就是逃跑。

一旦防卫，要么被对方打死或打伤，

要么就是自己进监狱。因为现有的

正当防卫制度不是站在防卫人这一

边，而优先保护的是不法侵害人。

也就是说，刑法在实际执行

中，基本上不支持所谓的“正当防

卫”“紧急避险”。不要说见义勇为，

就算被人打还手都要掂量一下，会

不会最后坐牢赔钱的是自己。

网易发出一篇文章，引用了

劳东燕的观点，有网友在网易下

面跟帖说，“人们怕的不是几个流

氓……”还有网友接着说，“是流

氓背后的流氓。”

唐山烧烤店黑帮暴徒打人事件

引发网友诸多评论，有人对围观者

的冷漠表示不满；有学者称勇气需

制度加持；更多人则痛斥黑帮暴力

背后的公权力撑腰。

       暴徒受官方保护 而助人
为乐反被当局严惩

在唐山事件迅速发酵后，清华

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6月11日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事件

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

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

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

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

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

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事实上，劳东燕说出了中国人

当下生活在无法保护自己，也不敢

助人为乐的困境。有网友整理了一

系列助人为乐反被当局严惩的案例

后，质问到，“到底谁在纵容他们？”

2018年，福州退伍军人赵宇

见到女邻居被人殴打，上前阻止并

踹了犯罪嫌疑人。之后，赵宇被警

方以故意伤害罪逮捕，被刑拘14

大陆恶性事件泛滥 为何无人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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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的评论。

唐山打人后续视频
传出女孩惨叫声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

4名被打的女孩至今都没有露

面。最新传出一段打人事件

后续小巷子的视频，伴随着

女孩的惨叫声，令人揪心。

早前网上传出的唯一一

张被打女孩血淋淋的照片中，

其裤链是被拉开的，外界早

已担忧女孩是否被性侵。

据另一段视频，多个网

友认为，黑衣服女孩被糟蹋

后从二楼扔下去了。这个说

法尚无法证实。但有网友前

往医院试图探望女孩，无法
进入。近期，网上纷纷传出
有的受害女孩已死亡，当局
在掩盖消息。中共不解体，
恶性事件就会不断。

       为何中共对“正当防卫”
只标榜不作为

为何中共不能大力支持正当防

卫？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其实并不

希望国人看到不平之事挺身而出；

不希望看到国人制止社会的不公。

因为这样心有热血、见义勇为

的民众，终有一天会明白一切不公

和恶事都是中共政权造成，并觉得

无法再忍受其时，将揭竿而起，这

必然危及中共寿命。

因此，通过洗脑、利益情色诱

惑等方式，将中国人的正念、善念

一点点去除，让他们变成冷漠、冷

血之人，从而便于其控制民众，这

才是中共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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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迎降薪潮 山东教师抗议遭镇压
近日，“大陆多省市公务员遭

遇降薪潮，杭州事业编收入下降4

成”的消息，一直占据百度热搜榜，

引发关注。

长三角、珠三角公务员降薪潮
6月14日，大陆网路流传的消

息称，大陆多省遭降薪潮。上海的

处级公务员年薪由35万降至20万，

主任科级公务员年薪已由24万减

至15万元。这次调整的是绩效工

资，幅度与当地财政收入同步。江

浙沪成立降薪办，浙江机关事业单

位人员收入下降约25%，杭州下

降更是达到了40%，苏州公务员

普降7万等。广东部分地区公务员

已经开始缓发补贴，深圳地区降低

5到10万。

长三角、珠三角和江浙等地区

都是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收入

在全国排名靠前，这些地区都发不

出工资，内陆和西部地区就别说了。

消息引发网友们纷纷议论：“连

公务员都降薪了，那么其他行业的

从业人员就更难了。”

也有人指出中共经济滑到了危

险边缘，经济运行进入死循环，“我

觉得降薪现象的经济逻辑存在很大

的问题。不知道制定降薪这个政策

的人懂不懂经济？你说连中国最大

的老板都在降下属的薪水，最大的

中产阶级群体都降薪了，还想增加

国内消费，促进国内经济循环，那

不是相矛盾吗？”

烟台教师抗议降薪被抓 
6月15日网传多个视频中，显

示“山东烟台开发区因为降薪老师

罢工”，现场很多老师坐在阶梯台

阶上，疑似相关领导在与他们对话，

有一位女老师说：“现在没答案。”

视频中，老师在高声齐喊：“同薪

同酬，不降不退。”视频中，马路

边上停满多种类警车，很多警车闪

灯等待。还可见有3名疑似便衣警

察将一名男子胳膊拧在背后，推他

走向已开门等待的警车，此时有不

少老师呼喊抗议。 

对此，有网友直接评论：“这对

在校的学生来说是最珍贵的一次教

育！”“教师队伍是洗脑机器最大

的零件，铁锤应该先把教师砸醒。”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曾批判中

共的教育体制是给孩子喂狼奶，灌

输仇恨。在学校的教育下，孩子

们一个个成长为战天斗地的粉红斗

士。如今给孩子喂狼奶的教师界也

尝到了中共铁拳的滋味，值得各界

的中国人深思。

2022年6月18日 视角 3

左：山东烟台开发区，因为降薪，教师罢工；右：警察抓走罢课抗议的老师。（视频截图）

烂尾楼业主被红码
健康码成维稳工具

地停工楼盘“融创中原大观”的业

主，都曾去当地银监会等部门反映

楼盘的相关违规问题。而后有相关

部门几次询问过他们是否为储户，

他们均说自己是业主，不是储户。

去政府部门反映情况的业主们

不久被赋红码，赋“红码”的对象

不只一个楼盘的业主。有评论认为，

健康码已成为当局的维稳工具。

继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的健康码

被赋红码、郑州烂尾楼业主被赋红

码之后，河南省南阳市和洛阳市

被曝推行“无访村”（社区）措施，

许诺“无访村”（社区）的考生高

考可被降分录取等。有网民表示，

中共用访民孩子的前途做诱饵让访

民放弃维权，打压民众维权的手段

实在太阴毒了。

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

事件，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就在

事件仍在发酵时，6月15日，郑

州多名业主向媒体表示，他们是当

乱 象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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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53.8秒，唐山市发生了7.8级

强烈地震。80%以上正在酣睡的

人们，来不及反应就被埋在瓦砾之

下，这次大震造成了中国百年史上

最惨重的伤亡。

根据中共官方在地震3年后

公布的数据，唐山大地震共造成

24.24万人死亡，重伤16.46万人；

截瘫患者3817人，失去父母的孤

儿4204人，轻伤仍需治疗者达36

万之多。

   死 亡 数 字：24万、60万、
75万，哪个更接近真相？

然而，真实的死亡数字很可能

并非如此。当地人说，唐山地下到

处埋着尸体，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官

方公布的。除了被震死的，烧死的，

还有震后因救灾不利造成的死亡。

原河南医科大学医师、耶鲁大

学退休癌症研究员张育明先生曾在

一篇文章中披露，唐山大地震的震

级实为9级，死亡75万人。数据

是他的两个病人透露给他的。

这两个病人可不是一般人。一

最近，唐山黑恶势力打人事件

爆屏，其实中国人都明白，这些打

人的黑社会最大的保护伞是谁？中

共！中共不倒，唐山人及大陆民众

遭受什么样的恶性事件都不足为

奇。这里，我们讲一讲关于唐山的

另一个话题。

     震前隐瞒地震预报
唐山作家张庆洲经过数年艰苦

调查，写出了长篇调查《唐山警世

录》，揭开大地震鲜为人知的内幕。

2005年底，中国国家地震局

局长陈建民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公开

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

在唐山大地震前，开滦马家河

矿地震台、北京市地震队、唐山市

地震办公室等三家地震监测网准确

地监测到了这次大地震。这三家单

位都及时地向国家地震局紧急汇

报，可是因当时中共在全国大搞政

治运动，他们的意见都被搁置。

    中国百年史上最惨重的伤亡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

【欺世大观】唐山1976年大地震死多少人？

2022年6月18日

个是天津的老将军，一个是河北省

体委主任。张育明在唐山大地震后

不久，去给那位老将军看病，老将

军却安慰他说：“这次唐山9级大地

震，光天津市就伤亡十多万人，我

住的这个房子当时都打歪歪，到处

咯吱咯吱乱响，我都没怕，现在这

点小震算什么！”

那位时任河北省体委的刘主任

也告诉张育明，唐山大地震是9级，

按照粮食局户口本统计，再加上旅

店、招待所中的外地人，至少死了

75万人。

另据当年参加地震报导的记者

透露：“1976年的年底发放第二年

的布票时，原本120万人的唐山只

发出了65万人份的布票。布票可

是按人头发放的，到底死亡了多少

人？”如果这段文字真实，那么官

方发布的唐山地震死亡人数不是太

值得怀疑了吗？

当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以“自力更生”为由决绝了来

自外国的援助。这也导致死难人数

的扩大。

    人为降低震级，减少死亡人
数，凸显“伟光正”

1556年1月23日，陕西省华

县发生8.25级地震，陕西、山西

等地101个县受灾，核实死亡数

83万。400多年前的陕西华县8.25

级地震，就死了83万人。1976年

120万人口的城市唐山，7.8级地

震，绝对不可能只死了24万人。

中共为了掩盖罪恶，人为降低

震级、减少死人数量是完全有可能

的。这个“伟光正”的党干的这种

事还少吗？这样的悲剧迄今还在我

们身边不断出现。

唐山灾民众在哭泣。摄影师王文澜说，“当时应该只能拍正面宣传的，而像那种
人性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悲痛、忧伤，就很少去表现。当时还是偷偷摸摸按了一张。
在后来的很多影展都没用过这张。”

大纪元



2022年6月18日 真相 5

2022年5月31日，美国南加

州法轮功学员在洛杉矶中领馆前抗

议，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要求中

共当局立即释放因修炼“真、善、忍”

被非法关押的亲人。

张轶渊：立即释放我妹妹张轶
博，迫害是违法的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张轶渊呼吁

中共立即释放妹妹张轶博。张轶博

曾任上海一家外企商务经理。她于

2021年10月9日被中共绑架，至

今仍被关押在上海市长宁区看守

所。2022年2月15日，妹妹张轶

博和妹夫何冰钢被构陷至上海市长

宁区检察院。

张轶渊说：“在被非法抓捕的四

个月里面，完全禁止会面，理由是

危害国家安全，我们根本不知道我

妹妹在看守所里面的任何情况，一

直到了三月份，律师终于见到了我

妹妹，才知道这个案子已经被送到

了法院。”

张轶渊说：“我妹妹修炼法轮功

后，聪明能干，做一个好人、更好

的人。我强烈谴责迫害张轶博的上

海当局，迫害一群信仰佛法、修炼

‘真、善、忍’、对社会有百利而无

害的好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

是一种倒行逆施的邪恶行径。”

张轶渊的妹夫何冰钢因不放弃

对法轮功的信仰被迫害致残，母亲

也因修炼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董欣华：母亲兄长遭迫害离世 
弟弟又陷冤狱 勿让悲剧重演

洛杉矶居民董欣华的弟弟、大

陆法轮功学员董怡然，原为辽宁省

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

师。因为修炼法轮功，遭中共非法

开除公职，曾被两次非法劳教，并

被非法判刑三年，共陷冤狱七年半。

董欣华说，今年2月24日，

61岁的弟弟董怡然在发放法轮功

真相资料时，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

区分局马路湾派出所张凯、杜勇等

六名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董欣华的母亲梁毓琴和兄长董

欣然，因为信仰“真、善、忍”，

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而离世。

董欣华说：“23年了，江泽民

一伙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造成

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

们家就是最好的见证。”

童翠华：妹夫李佑武被冤判八
年 仍被非法关押

洛杉矶居民童翠华的妹夫李佑

武因发法轮功真相信息，于2017

年7月17日遭江西新余渝水区国

保大队绑架，被冤判八年，并被处

以一万元罚款。现在仍被非法关押。

李佑武曾是一名无业游民，打

架斗殴是家常便饭；但修炼法轮功

后浪子回头，改掉了所有恶习。他

和妻子开办了一家课外培训学校，

工作兢兢业业，获得老师、学生和

家长好评。

李佑武曾在2011年，因为给

学生讲真相被诬告，遭该区国保大

队绑架，被判冤狱三年半。因在看

洛城中领馆前抗议　吁释放受迫害的亲人

守所遭到毒打，导致腿伤长久未愈。

童翠华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

李佑武，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

轮功学员，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23

年中有多少好人遭受折磨、含冤离

去；今天仍不断有法轮功学员遭受

流离失所、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

致死，这些人间悲剧不应该再继续

发生。 明慧网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张轶渊呼吁中共当局
立即释放妹妹张轶博。

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董欣华（左）呼吁中
共立即释放弟弟董怡然。

童翠华呼吁立即释放妹夫李佑武。

左：张轶渊的妹妹张轶博；右：张轶渊
的妹夫何冰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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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女儿不管在家里还是在

学校，晚上都睡得好好的，并且告

诉我哪怕在学校有时晚上起夜，都

不害怕了。这太神奇了！

我以前相信中共灌输的“无神

论”，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帮女儿。

直到S给了法轮功护身符并告诉每

天默念九字真言后，才真正解决了

困扰女儿近十年的睡觉问题。

后来我在路上遇到S时，她又

送了我小光盘，说用它翻墙上网可

以了解好多国内看不到的消息。

通过翻墙软件，我真的看到了

太多的信息，法轮功根本就不是共

产党宣传的那样，大陆所有的宣传

都是对法轮大法的诬蔑、诽谤。我

看到“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全过程

分析，那个造假的种种迹象，人只

要不糊涂都能看出破绽的，可是百

姓却被政府利用的媒体狂轰滥炸式

的宣传给骗住了。

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社会

上好人多了，整体社会道德提升

了，我们还用担心父母摔倒了无人

敢扶、孩子被骗被欺负吗？人人都

按“真、善、忍”去做，还会再有

毒奶粉、毒疫苗的事件发生吗？

明白真相后的我毅然走入了大

法修炼，身心受益。

2012年初秋的一天下午，我

在银行遇到老同事S。S非常善良，

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加班加

点从不喊冤叫屈，总是默默地尽自

己所能，所以我非常信赖她。

我把这几年发生过的和自己不

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一股脑讲给她

听。当我讲到女儿每天半夜总要惊

醒的事情时（女儿5岁时因为她爷

爷把我家门窗玻璃全砸了，受到惊

吓后每天半夜12点左右就哭醒），

S从脖子上取下她的护身符递到我

手里，她告诉我要把护身符给孩子

戴上，让她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这九个字，说睡觉的问

题可能就会解决。

在此之前，我从没听过法轮功

真相，但听说过有“自焚”。当听

到S说“法轮功”时，我心里咯噔

一下：难道她现在炼法轮功了？！

她还正常吗？……带着这大大的疑

惑，我抬头看了看她，心想：她挺

正常啊……

女儿周末她回家后，我就拿出

护身符，告诉她这是S阿姨给的，

让她戴到脖子上，每天没事时就默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晚

上睡觉就不会再半夜醒了。女儿没

任何疑问就接受了。

默念九字真言解决困扰女儿近十年的问题

2022年6月18日

明慧网

21年前的1月23日，北京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

的所谓“自焚案”。事后，中共

央视《焦点访谈》播放的节目宣

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

门广场“自焚”。

2019年1月23日，“ 希 望

之声”记者采访了《欺世伪火》

制片人李军。2001年所谓“自

焚案”发生前后，他在南京电视

台工作。

李军回忆说：“‘自焚’事件

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

电视人，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

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

作人嘛，我们同事都在一起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

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

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

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

下来。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

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

钟时间内，我到哪去拍啊？那些

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

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

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

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

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

是在演戏。

“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

时候，导演好的，像王进东都是

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

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

个事情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

这么个事情来。”

天安门“自焚”真相真 相

大量证据表明，天安门“自焚”漏
洞百出。下面仅举一例。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盛汽
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试验表
明，用火烧雪碧瓶，7秒收缩变形，
10秒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
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电视人揭自焚案
报导源自政法委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