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是中国的“高收入人群”？

4月25日，北京东城区

检察院起诉11人。他们此

前向《大纪元时报》发送北

京实施疫情限制措施的图片

等。11人都是法轮功学员，

包括北京画家许那。

对此，美国国务院一位

发言人8月27日在回复大

纪元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说：

“美国呼吁中共释放因

报导COVID-19而被拘押

的（公民）记者和他们的联

系人，呼吁中共停止让这些

寻求报导真相的人噤声的行

径。”“自由和独立的媒体，

包括公民记者，对于确保让

政府更加负责、确保我们所

有人免受未来（疫情）爆发

和可能的流行病流行，至关

重要。”

维权律师谢燕益表示，

“真相与信息是抵抗灾难的

最好良药，是救命的，许那

他们不仅无罪，而且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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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潮定调
二次文革来了？

强制打疫苗
的背后推手

父亲说：
不是感谢，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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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底层民众的真实现状。

真正的超级富豪都在中南海
中共历年搜刮的民财到底用在哪？

一方面，中共像附体一样附在每个机关、

企业的内部，党组织的经费从来不经过人

大审议预算，花多少是多少。这是中共

最大的财政黑幕。

另一方面，党国权贵靠特权最大限

度敛财。真正的超级富豪都在中南海，他

们的真实收入远超历年的富豪榜。

有资料在海外披露，中国是世界上

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最富有的1%

家庭拥有全国1/3的财产，中共500权

贵家族占中国财富的40%。“共同富裕”？

中共只能从民企、中产阶层下手，敢动

500权贵家族吗?

有数据显示，去年开始的疫情几乎

没有影响到上层权贵的收入，但普通民

众的工资却停滞甚至下降；失业率暴增，

民不聊生。中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

0.599，到2020年已扩大到0.704。

曾有人总结中共党史：以革命的名

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抢劫，以改革的

名义分赃……接下来的“共同富裕”，将

进入“合法”抢劫的新一轮循环。

8月17日中共财经委会议抛出所谓

“共同富裕”政策，要透过税收等工具手

动进行民间财富“三次分配”，民间资金

和外资闻风丧胆，加速逃离暗潮涌动。

中共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对外表示，第

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不是强制

的”，“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不搞“杀

富济贫”。

然而，党媒的评论却透露了中共的

真实意图：“如果先富起来的不愿意带动

后面的，就让他愿意。”一些富豪在政治

压力下，被迫用捐款来保命，腾讯规划

今年投入人民币1000亿，小米、美团、

字节跳动、拼多多也纷纷捐钱做公益。

第三次分配成了前所未有的逼捐运动。

杀富不济贫
中共在建政前就大搞打土豪、分田

地，其实中共历来劫富不济贫。

想想看，历年打贪收罗的天量财富，

为什么不更多地用于救济百姓呢？ 8月

9日的官方数据显示，河南此次洪灾大量

农田被淹，但官方只给绝收农田每亩补助

50元。灾民表示：“50块钱连个种子都

不够。”而在东奥夺金的14岁女孩全红

婵家境贫寒，意外向全世界曝光了中国社

11人发疫情照
被起诉

简 讯

真正的超级富豪都在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中南海。



中共近日连环整顿科技巨头、民

间产业以至娱乐圈，引起资本市场动

荡不断。8月29日，数十家中共官媒

纷纷转发“李光满”的自媒体文章《每

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

在进行！》，称“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

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

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

革，或者也可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

命”，极为引人关注。

文章指，中央这番连环整顿是应

对美国潜伏在中国内部间谍发起的

“颜色革命”。也是一次回归，向着中

共的“初心”回归，向着“社会主义

本质”回归，是“红色回归，英雄回

归，血性回归”，阻挡这场变革的“将

被抛弃”。 

外界评论，该文代表了党的顶层

声音，是吹响了“发动第二次文革最

响亮的号角”。接下来将是一场急风

暴雨式的“大清洗”，可以跟1967

年文革相提并论。

 

“资本膨胀”对国家经济命脉
的冲击

时评人郝平指出，中美贸易战和

武汉疫情爆发后，中共当局的种种倒

行逆施倒逼国际社会全面围堵，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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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家寡人，过去靠偷窃西方科技，盗

取知识产权的做法一去不复返了；几

十年来的计划生育使人口不断下降；

加上中共近年来在国内加速左转，贪

官们把家底已经掏空败完，使得此前

40年的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和人

口红利丧失殆尽，只剩下个烂摊子，

如今中共是内外交困，穷途末路。

当中共面临航空发动机、芯片技

术等卡脖子产业和实体经济一筹莫展

的时候，科技巨擎和明星们却在资本

海洋里畅游，有无数的粉丝追捧，试

想它能容忍吗？

可以养你也可以宰你。在中共那

里，英雄变狗熊、明星成罪犯是分分

钟的事。

“大资本家”只是各方权贵的
白手套

中国的“大资本家”其实只是白

手套，帮各个权贵集团洗钱，在党、政、

军中大捞油水。哪个背后没有红色靠

山的影子？倘若资本背后有政治宿敌

的背书，那危险来临是迟早的事。

据《纽约时报》披露，阿里巴巴

2012年9月完成了78亿美元融资，

其中有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博裕资

本、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的中信资本

文革又要来了吗？

文革回顾——“破四旧”，全国有1000多万户被抄家；文物、古迹、寺庙被销毁、捣毁无计其数！诸多文物
字画被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掠入私囊。孔庙被捣毁，孔子骨骸示众后被焚毁；岳庙被砸，岳飞被焚骨扬灰……

等太子党红色资本。

要想成为明星，你不被“潜规则”

几乎不可能。这是中共国的特色。刘

晓庆拒与江泽民潜规则，被以漏税罪

入狱；宋祖英主动与江苟合，则红极

一时。

明星与资本联系，资本又与高官

联系，一旦出事就会带来骨牌效应。

“饭圈文化”已成中共意识形态
绊脚石

郝平说，中共将党文化斗争哲学

打包成大中小学教材和文宣影视作

品，用诸如“黄继光堵抢眼”“半夜

鸡叫”“刘文彩”等经典谎言，灌输

给民众仇恨心理。动辄几千万粉丝的

流量明星所形成的舆论场和影响力，

如果阻碍了中共当下给全民洗脑的主

旋律，它就一定要出手。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

板明夫说，中共站在“道德制高点”

整肃演艺圈，但上梁不正下梁歪，中

共官场腐败成风，利用权势压榨女性，

才造成整个社会腐化。中共网信办前

主任鲁炜就涉及贪污、情妇等诸多问

题被判14年。

对执政危机的恐惧，不惜杀掉
生金蛋的鹅

中共政权日渐式微，资本和明星

“饭圈”的影响力、网络平台的多元

意识都令当局忧心，一旦自由化思潮

泛起，会不受中共控制。中共怀有末

日的危机感，一定要把资本家和明星

身上的光环彻底剿灭。

时事评论员桑普指出，中共现在

发动的是一场“揽炒”（同归于尽）行

动。把教育、科技、中概股等都一一

“玩残”，就可看出它整个战略思维的

转变：这些生金蛋的鹅如果在动摇政

权的根本，杀掉也在所不惜。因为它

觉得维系共产党的千秋霸业是根本，

赚钱已是其次，权力重于金钱。不明

白这个道理，就不会明白共产党。



追责。多地还出现跨区抢人打、出钱

雇人打的情况。

强打疫苗还为赚钱，因为疫苗市

场规模够大。按照国药或科兴疫苗平

均价格110元/剂估算，已打的20亿

剂，大概2200亿元。如果再有10亿

人接种第三剂，又会多出千亿元。

疫苗行业的毛利率也比其他行业

高。科兴疫苗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接近

400亿元，创造了中国医药产业单季

度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历史纪录。接种

人数越多，市场规模越大。参照行业

纯利率标准，将有一半的净利润待瓜

分。这么多的钱最终会落入谁手？

难怪中共官员上下全力推动接种

疫苗运动。

国家卫健委8月27日宣布，中

国接种COVID-19疫苗数量突破20

亿剂次。有地方官员透露，打疫苗是

中央压下的政治任务，8月底要接种

10亿人，10月底接种11亿人。各

地为完成指标，出现各种强打乱象。

有的入户攻坚“清零”；有的要纳

入个人信用记录；拒绝接种者不能坐

公交车、上班、出入小区和公共场所，

不得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甚至对子女

上学、工作、参军、住房都有影响；

有的要求“二码”联查（健康码和疫

苗码）；还有的要求学生家庭成员也

必须提供接种证明，否则不准入学；

有病者不想打，但医院不给开证明；

有的规定因不接种疫苗而感染，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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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笑谈强制打疫苗的背后推手

疫苗背后是巨大的灰色经济利益，权钱交易。

财政部前部长
金人庆意外死亡

“你本来就招苍蝇”

据官媒消息，8月28日，财政部

前部长金人庆因在家中悼念亡妻，引

起失火受伤，因抢救无效去世，终年

77岁。

金人庆在2007年8月中共十七

大前，为何突然以个人理由辞去财政

部长职务，又成为热门话题。

自由亚洲电台日前撰文称，金

人庆因与多名高官的“公共情妇”李

中共组织部8月26日称，自

十八大以来，有90多万名党员被

开除出党，并声称这体现了当局刮

骨疗毒的勇气。

此前，中纪委副书记肖培表示，

十八大以来，中共纪检监察机关立

案审查了380多万件案件，查处了

近409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392

人、厅局级2.2万人、县处级17

万余人、乡科级61.6万人。

截至2019年底，中共党员总

数为9191.4万人。这意味着，在

过去八年半，近5%的党员被抓，

没被抓的还更多。这说明中共的制

度性腐败已病入膏肓。

北京居民野靖环说：“官方把反

腐行为当成业绩炫耀，我每次看见

都觉得特别可笑……比如我家里每

天都打死几百只苍蝇，这值得炫耀

吗？这只能说你家本来就招苍蝇，

也许你家里有臭鱼烂虾，吸引着苍

蝇来。”

薇“交友不慎”受到党内处分，被中

纪委内部通报的内容主要除了“婚外

情”，还有把李薇先后介绍给了中石

化董事长陈同海、北京市副市长刘志

华和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

金人庆和李薇的关系，连中共官

媒都有描述。人民网2013年12月

的一篇报导称，云南省长李嘉廷案发

后，其情人李薇择木而栖，搭上了在

云南工作过的金人庆。

金人庆是胡锦涛时代的财长，他

涉嫌曾为江泽民私拨镇压法轮功的款

项，把大量的款项拨给了镇压部门。

财政毕竟是国家最主要的东西，因此

有人猜测，他是在中共派系斗争中被

搞下去了。

据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

织”调查，在迫害法轮功最猖狂的几

年中，平均每年耗去中国近1/4的财

力；比例最高时，相当于国民生产总

值3/4的资源被用来迫害法轮功。一

名财政部官员曾明确表示：“镇压政策

是钱堆出来的，没了钱，镇压就维持

不下去。”



4 真相

的人有着深切的同情。我做的事情完

全合法，我不在乎共产党不高兴。

和法轮功学员接触后，我打内心

里感觉他们都是非常纯朴、善良的人，

他们没有也不会做任何危害社会的

事，但却在遭受非常严酷的迫害：酷

刑折磨、虐待，将一个好人直接打死；

无期限关押；把一个健康人整成植物

人；全家受株连。在这种事情上，中

共是没有法律的。每当想起这些，我

心里都很难过。只要我能够做，我愿

意伸手帮助他们。

中共就是绑匪、黑社会
陈律师：一旦上边给了任务，警

察就直接抓人。他们不需要考虑这些

人有没有干坏事、有没有违法，就是

为了杀良冒功，完成任务，为了表现

他个人。中共警察会定期抓人，像割

韭菜一样，这是获得资金的一个来源。

主持人：这行为很像一个绑匪。

陈律师：中共就是绑匪，是很邪

恶的黑社会。十多年的律师生涯，我

所接触到的现实就是：中共要比土匪

邪恶一万倍，他们草菅人命、任意绑

架、迫害、勒索。

在黑龙江，有不少法轮功学员被

关到黑监狱，就是在公、检、法之外，

把一个地方围起来，设置重重关卡、

陈建刚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

2015年，当中共发起709案，大规

模抓捕维权律师时，他不顾个人安危，

站出来做被捕律师的律师，他曾经写

下“绝不自杀”的声明。后流亡美国。

下面是他接受“新唐人”专访的摘要。

中国司法黑暗的总根源是中共
主持人：中国的人权现状到底是

怎样的？

陈律师：我所了解的中国司法体

系，“完全合法办案”的几乎没有，最

轻是剥夺睡眠，剥夺10天睡眠，那人

基本就要疯了。还有语言暴力、恐吓，

在一个监室中，其他在押人对一个人

实施恐吓……这些几乎是每个人都会

面临的。

公检法的权力不受限制，可以迫

害当事人、家属、辩护律师。为什么

中国有那么多酷刑、冤假错案？这种

黑暗的根源就是中共一党专政独裁。

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因为他们纯朴、善良

主持人：您代理过很多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案件，代理这一类案件很容

易招来中共的株连、打压，为什么您

还会代理呢？

陈律师：我对于遭受不公、不义

陈建刚律师：中共治下不可能有人权法治

2021年9月3日

保安，在里面无期限关押人。没有司

法审判程序，这人就失踪了，家属一

两年也找不到人。如果找到了，就要

给他们交钱，一个人交几万块，就可

以把你放出来，还得保证出去后不能

控告他们。

他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样的

事多了去了”。在他们眼里很正常。

法官竟说：按非法往下走
主持人：我看到在大陆有一名律

师为法轮功学员做辩护的时候，主审

法官说，“你不要跟我说法律！”

陈律师：我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个

案件。在江苏丰县开庭的时候，我按

照法律规定，要求法官给我的当事人

解除戒具。法官不同意。我说法官，

这样开庭是非法的。那法官却说，非

法就非法吧，我们就按非法往下走。

我说，如果你法官这个庭审是违

法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陪着你，继

续办违法的事情呢？咱们这个庭审必

须要合法⋯⋯我都不晓得怎么说了，

作为一个法官，坐在法庭上，竟然明

确说要干非法的事！

下一句法官就说：“王队长，把

他弄下去！”然后上来几个法警就拧

着我的胳膊，叫“飞机式”吧，把我

从法庭押出去，关到关押被告人的铁

笼子里，把我锁在里面。

还有把律师像丢口袋一样，两个

人架出去，往外一丢，在中国太多了！

人权律师被杀伐殆尽
绝大部分律师被逼沉默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个709案，

2015年7月9日，中共在全国多个省

同时抓捕了大批维权律师。这到底是

中共哪个层级和机构发起的？

陈律师：这只能是中共中央，中

共最高层至少是知道、同意，或者说

要求，然后公安部整个系统开始操作。

下转第5版

新唐人专访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



真 相“自焚”真相
709以来，中共大肆收缩民间的

自由空间，压缩中国人的自由。打压

捍卫人权、法治的人权律师，要么送

监狱，要么逼迫离开这个国家，要么

被迫沉默。

那么下一步，中共对待其他平民

百姓，就像对待草木一样任意砍伐。

当一个冤案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找不

到有勇气的律师来为你说话了！

2021年的中国，走在最前沿的中

国人权律师基本上被杀伐殆尽，其他

的绝大部分律师被逼沉默。

主持人：2017年，我记得您去会

见在709案中被捕的谢阳律师，他告

诉您，警察威胁会制造车祸撞死他的

妻子和女儿。讲到这里，您哭得一度说

不下去了。能谈谈您当时的心境吗？

陈律师：我在国内有很多人权律

师朋友，如果我们选择做共产党的顺

民，哪怕是继续做辩护律师，只要不

和共产党破坏人权顶着来，我们缓和

一下，我们会生活得很好。但是，这

些人眼睛里不仅仅看到个人的经济收

益，更多的是关注到民权、普通百姓

的权利。

人，不仅要吃饱、穿暖，而且要

有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所以我们不

愿独善其身，而愿兼济天下，愿意奉

献出个人的甚至生命，来追求公平、

正义、法治。

像谢阳，他在一年多的关押当中

遭受了很残酷的酷刑，他一直就没屈

服。但是当中共这些国保、特务当他

面说，“我们可以制造车祸把你老婆和

孩子杀掉”，他觉得很恐怖，很恐惧，

他和我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痛哭。

这件事曝光后震惊了世界，引起

11国大使和中共进行交涉，成了一

个外交事件。

警察拿枪抵着2岁幼子
主持人：我们知道，中共警察曾

经拿枪指着您年幼儿子的头，那到底

是一段怎样的经历？

陈律师：那是2017年5月3日，

我和朋友一块儿在云南旅游。就在吃

饭的时候，我们6个人2个家庭突然

被抓。中共当时出动了大概七八辆到

十几辆车，至少有50～60人，围了

有三层以上。

离我们贴身的几个人拿着手枪，

后面的人抱着长枪。当时我孩子在玩

手机，他们突然从孩子手中把手机抢

走。我家老二那时才2岁多，就嚎啕

大哭。那个人就拿手枪抵着老二的

头……所以我怎么可能和共产党有任

何妥协，我怎么可能。中共就是这样

一个邪恶的集团。

中共统治下不可能有人权法治
主持人：您觉得您的这些付出有

没有价值，意义何在？

陈律师：这个问题很沉重。我觉

得中国人权律师是在从事一个试错的

过程，即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有可能

走向民主、法治、保障人权吗？

大量的人权律师被抓，一部分在

监狱受酷刑；一部分被吊销律师证，

事务所被注销；还有一部分被迫逃

亡。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得出的结

论是：在中共统治之下，中国人是不

可能有人权、法治、民主宪政的。不

要对共产党有任何幻想，只要共产党

在，它就绝对排斥这些普世价值。

2021年9月3日5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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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扑
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
图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手护头，
随即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其脑
部快速弹起；图4、一名身穿大衣
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
持用力姿势。

1 2

43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
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
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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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秒雪
碧瓶变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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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退”保平安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
声明“三退”。如今，超过3.8亿人“三退”。全球退党
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扫码“三退”



6 见证

大法师父。”父亲说：“不是感谢，是

感激！”

奶奶的生命又有了活力
我是家里的长孙。奶奶今年80

多岁了。3月份，老家来电话，说奶

奶病危了，让我尽快回去。

我赶回老家后，看到一屋子人。

虽然是农忙时节，但是大家都回来了，

比过年聚得还齐。叔叔已经把棺材都

买回来了，只等奶奶咽下最后一口气。

奶奶无力地躺在床上，打着吊针，

看到我来了，只用眼神打了个招呼，

我意识到奶奶病情的严重。我顿时心

生慈悲，心想一定要救奶奶。因为以

前我给奶奶讲过大法真相，我需要做

的只是找机会再次提醒她。

小姑姑家里有事，要回家，大家

都出去送她。我抓住这个机会，趴在

奶奶耳边，对她说：“奶奶，生老病

死是人之常态，谁也躲不过。但是你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死

后，阎王爷就不收了，就归大法管了。”

奶奶没说话，但我知道奶奶听进去了。

过了不一会，奇迹发生了。奶奶

慢慢地有精神了，然后，坐起来了。

大家都很惊奇。大姑姑来到我旁边，

说：“你奶奶说，你给她‘祷告’了。”

我说：“是因为奶奶自己念‘法轮大法

好’，大法师父管她了。”奶奶说：“谢

谢大法师父！”看到奶奶的情况，大

家心里都轻松了。

在儿孙的搀扶下，奶奶自己能下

地了。奶奶把我叫到一边，让我再给

她说一遍九字真言，我又给她说了两

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

给了她一张真相卡片，告诉她按照上

面的字念。

看到奶奶好转的情况，全家人都

很高兴。

我知道是奶奶诚心念了九字真

言，大法师父管她了，奶奶得福报了。

现在，大姑和爷爷、奶奶全家人都相

信，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爸爸真的念起来了……
几年前，我父亲得了脑血栓。住

院期间，我去医院看他，跟他说：“诚

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

的病会好的。”爸爸说：“嗯，我念。”

我每次看他，都给他讲法轮大法

的美好与神奇。父亲有时间就念九字

真言，很快就出院了。

2020年底，父亲不慎摔倒，之后，

腿不好使了，说话也费劲。医院检查

是脑梗死、心绞痛，血液呈糊状，很

严重。

出院后，父亲生活不能自理，这

回他发愁了，什么药都用了，也没管

用。我就耐心地跟父亲说：“这回什

么都救不了你了，只有大法能救命。”

我给他下载了法轮大法音乐《普度》

《济世》和明慧广播的《善恶一念间》、

神传文化等故事让他听。

我还告诉他，每天早晨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爸爸真的念起

来了，也听我给他下载的大法音乐和

真相广播。

等我再去看父亲时，他的身体恢

复得很快。他高兴地说：“我念了大法

好，身体感觉轻松了。”又过了一段，

他在屋里不用拄拐杖了。

我高兴地说：“爸爸，你得感谢

父亲说：不是感谢，是感激！

8月26日，前中共中央“610”

办公室副主任彭波被正式逮捕。彭

波在今年3月被调查，8月17日被

立案审查，罪名包括对抗审查、权

钱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罪名。

“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任党

魁时期设立的、专门用于迫害法轮

功的、类似盖世太保的法外机构。

近年来，“610”头目纷纷落马，包

括前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

李东生，前中共中央“610”领导

小组组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前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

孙力军，以及前中央“610”小组

副组长周本顺、张越等。

原“610”办公室
副主任彭波被批捕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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