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密克戎蔓延20省 清零代价几何？

对于近日广泛关注的一

则消息——“西安市确诊新

冠病毒人群中超一半是在核

酸检测过程中被感染”，《人

民日报》客户端1月8日“辟

谣”称，该信息严重失实。

然而，这则“谣言”却出自

《人民日报》旗下媒体——

“人民资讯”，在2021年12

月31日发表的题为“做核

酸检测！医生告诉你注意事

项”的报导，是昆明市第三

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提供的

讯息。视频显示，西安市灞

桥区新筑街道办组织当地市

民核酸检测，官方人员为了

不让插队，要求市民前后一

个抱一个，完全没有社交距

离，这被认为是“人为大面

积传播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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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39周流产
西安孕妇痛诉血泪经历

美染疫死亡率是中国
800倍？专家揭中共造假

染疫垂危  德国女子
念“九字真言”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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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测排队队伍已经有200米。

1月9日上午11时左右，在天津河

东区中山门菜市场，一位常去买菜的陈

女士对财新网描述，当天买菜的人较往

日明显增多，部分菜摊的蔬菜已经售罄。

“主要是怕封小区，积极做好准备。”

西安：封控区民众快没吃的了
西安封城至今已经快20天。当地政

府宣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却只字不

提封控区的民众已经快没有饭吃的事实。

西安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的蔡佳颖（化

名）说：“我昨天晚上就特别难受，就觉

得我没有新冠病，怎么连房门都封了。”

1月8日，长延堡街区被调整为封控

区，区域内196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居

民不仅不能外出，而且每户家门都被贴

了十字封条。

由于无预警的封锁，蔡佳颖说：“我

们现在就一天也就是一顿饭了。你吃什

么你也不敢往饱了吃，都是今天这个东

西我们能不吃就不吃。”他们联系物业，

答复说“等通知”。

蔡佳颖所在的小区从去年12月19

日就开始封锁，到现在已经超过20天。

她说只有去年12月31日收到过一次政

府发放的物资，给了萝卜、白菜等两到

三天的菜量，之后就没有了。

然而，社区居民面临的真实窘境，从

官方报导中完全看不到。

1月10日，西安市政府通报称：“风

险区域在逐步减少。全市疫情得到了有

效控制。”

蔡佳颖说：“我已经从那种安慰自己

到看到了希望，然后又到失望，然后又

到绝望。”

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始不到一个

月，中国近20个省份出现疫情，传染

性超强的奥密克戎病毒已在天津、广州、

河南、湖南等多地蔓延，令中共防不胜防。

天津疫情是中国首波奥密克戎变异

株传播的本土疫情。由于天津毗邻北京，

天津奥密克戎病例和疫情能否控制，直

接关系到下个月初在北京开幕的冬奥会。

官方称，奥密克戎病毒至少已传播

了三代，这意味着病毒已经在天津社区

传播，不排除会出现更多感染者。

天津菜场：“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
天津通报疫情后立即进入“准封城”

状态，采取的防控措施比已经封城的西

安更为严厉。截止8日晚9点，天津官方

通报，已将7万5680人隔离管理，同时

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津”。

西安市近期的封城行动导致居民生

活困难，接下来天津是否也会采取类似

西安那样的封城措施，备受外界关注。

由于担心社区封闭管理，9日上午天津的

菜市场和超市出现了食品抢购潮。

当地刘姓民众早上7时许前往家附

近的菜市场买菜，“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

西安曝不为人知的
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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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为西安社会面清零题词



但是他们的辛苦就是由于部分官老爷

的无脑导致的。”“给你个解惑，2月

4日冬奥会，这才是答案。”

不过，上述留言很快就消失不见，

现在位于留言区前排的，都是“西安

加油”这一类所谓正能量的留言。

目前，中共的防疫政策和官宣数

字全都受到质疑。

专家引述《经济学人》的模型结

果指，中国实际失去生命的人数不是

官方通报的4636人，而是170万人，

中共官方数据低估了170倍。

西安疫情续烧，至今无法解封，

人道灾难频传。《人民日报》却发评

论吹捧政策正确有效，《人民日报》

于1月7日在微博帐号“人民日报评

论”发帖，宣称“西安人民众志成城、

心手相牵，风雨同舟、合力战疫”。

《人民日报》在贴文中说，新增

和社区新冠病毒确诊数都下降，“充

分说明西安全面收紧社会管控、实施

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方向和举措是正

西安市的极端封控措施，已造

成多名孕妇因医院拒收而流产。1月

9日12时58分，网名为“郭玲LL”

的网友以#西安一39周孕妇因拒诊

流产#为标签，发出一则充满悲伤情

绪的帖文：“这么多天我们过着不堪回

首的地狱般的日子，血淋淋的时刻在

吞噬我们的生命，不知道还能坚持多

久，去医院的时候是三个人，回到家

的是两个行尸走肉。”

文中表示，从西安封城开始，作

为一个怀孕即将满39周的孕妇，就

开始担心产检和生产的问题。“我们

就多方联系，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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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也再次证明‘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

针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结果不少网友看完全文后，并不

买帐，并留言：“西安这次因管理失能

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没人对西安

的管理机构问责吗？”“还人民日报

呢，跟人民一个立场吗”“丧事喜办？”

有网友直言：“别给西安高官们洗

白好吗？我们感知一线人员的辛苦，

能接收，能够解决随时可能发生的问

题”，文章写道，“在39周的时候通

过微信联系12345希望能够联系医

院，但是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得到任何

回复”。

文中讲述，由于自己需要在1月

3日进行产检，1月2日就一直在联

系进行核酸检测的事宜，社区一直推

脱，无人搭理。

1月3日，因为没有核酸报告，

无法出门做产检。当天下午，孕妇自

己下楼排队做核酸。当天晚上，孕妇

突然感觉胎动异常，立即联系社区，

请求将自己送去二附院大明宫院区。

官媒吹西安防疫 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希望之声

新唐人

当时核酸结果已经出来，但医院还是

以各种理由拒诊，要求孕妇联系别的

医院。孕妇给二附院北大街院区打电

话请求就诊，仍然遭到对方拒绝。

这位已怀孕39周的孕妇绝望之

余，最后又尝试着联系了大兴医院，

对方终于表示同意接诊。

半个小时后，社区转运车把孕妇

及其家人送到了大兴医院，但到了医

院又要先做隔离检查，后做核酸，最

后“做完检查孩子已经没有了心跳”。

孕妇流产后，经过几天的救治才

捡回了一条命。文章写道，“现在的

我真的好绝望，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了。承受不了这种打击，生活已经无

法继续下去。”

据这位孕妇的帖文介绍，当初自

己为了生孩子，已经备孕整整5年，

好不容易怀上孩子，没想到却在临产

前因防疫封锁延误就医而流产。

网民“SeeUsomebetterday”发

帖感叹：“39周已经是个发育完全随

时能降临的小生命了啊……西安有多

少临盆孕妈妈在这段时间失去了宝

宝，得有多硬的心肠才能拒绝这些行

动不便、身体不适的晚期孕妇，得有

多不把百姓的命当命才发布了一律拒

收这种一刀切的死命令啊！”

怀孕39周流产 西安孕妇痛诉血泪经历

西安市一位怀孕39周的孕妇遭医院拒收延误就诊而流产（微博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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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安孕妇“被流产”说起

2022年1月1日晚，西安市一位

怀胎8个多月的女子，因中共“封锁”

“清零”政策被西安高新医院拒之门

外，理由是“核酸过期4个小时”，医

院领导让她“等”。结果，在零下几

度的寒夜里，这位孕妇手扶着肚子一

直等到晚上10点多，导致大出血，

最后不幸流产，胎死腹中。

事件曝光后，引发了巨大的民愤，

中国网民纷纷发帖谴责中共当局的冷

血，指控中共变相杀人。连日来，事

件持续发酵，国际众多主流媒体争相

报道。

事实上，这还只是媒体中报道

出来的无数孕妇类似遭遇的冰山之一

角，还有比这更惨烈的。

河北定兴县—长时间体罚导
致流产、再非法劳教

韩雪莲女士，1985年生，河北

省定兴县人。2007年7月23日晚，

定兴县国保大队警察朱小涛、贾庆川、

乡派出所所长姚刚、大队治保主任段

福增等16人闯入韩雪莲家中，非法

抄家，抢走了她家中电脑、电视、打

印机、法轮大法的书籍和3部手机，

并将韩雪莲绑架。绑架的理由是韩雪

莲坚持修炼“真、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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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22岁的韩雪莲向绑架者们

申明自己已怀有身孕，但警察朱小涛、

贾庆川还是对她长时间体罚，逼她到

墙边罚站、两手平举，一女警在旁监

视，韩雪莲一直站到晕眩。两天后的

7月25日，韩雪莲被折磨致流产。

尽管如此，中共依然将韩雪莲非

法关押在看守所，并于8月8日把她

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继续迫害。而且，

韩雪莲不修炼的丈夫鹿真胜、16岁

小姑子鹿文杰也一起被非法劳教1年。

辽宁省开原市—毒打导致流
产、再诬判九年

谭亚娇女士，1980年生，是辽

宁省开原市人。2004年9月18日，

怀有身孕的谭亚娇与丈夫因为坚持修

炼法轮大法，被警察绑架到东明派出

所遭电击和毒打，随之谭亚娇被打昏。

随后，警察将谭亚娇劫持到本溪

市白楼看守所，继续变本加厉地折磨。

谭亚娇绝食抵制迫害，被警察张晋娟

指使刑事犯大打出手，被电棍电击、

铐上脚镣手铐、野蛮灌食……

连日的非人折磨导致谭亚娇在酷

刑现场流产，看守所所长刘国新却不

闻不问，不做任何处理。

谭亚娇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之

后月经失调、腰腹疼痛，四肢麻木。

2005年4月，在本溪市法院的非法

构陷下，谭亚娇被非法判刑9年，她

丈夫梁铁龙被非法判12年。

宁夏银川—强制堕胎、初生
婴儿被活活掐死

郭文燕女士，曾经在宁夏银川市

供电局电力设备厂工作。她因为坚持

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绑架迫害。

2003年，怀有身孕的郭文燕在

街上被银川铁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被

劫持到东门计划生育医院强制堕胎。

因胎儿太大，医生怕出事故，就强迫

郭文燕家人签字。

没想到女婴被流产下来时还活

着，而且还哭出了声。

郭文燕的婆婆听到婴儿哭后，赶

忙说：“（孩子）还活着呢！我们抱回

去养。”

没想到，医生听到女婴哭声，一

把掐住女婴脖子。不一会儿孩子就没

了声音，女婴被活活掐死！

中共对幼小无辜的生命的杀害，

其惨烈如同“凌迟”酷刑。

结语
过去的22年中，在江泽民集团

的灭绝政策下，上亿法轮功学员被中

共污蔑、长期监控，数百万学员被绑

架、关押、劳教、判刑及关洗脑班……

正如那些正义律师在为法轮功学

员做无罪辩护时常说的：“对一个人的

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

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早已经

延伸到各界普通民众身上了。如果面

对中共的邪恶还保持沉默，那么，类

似残酷的遭遇会不会最终发生在沉默

者自己身上呢？

油画《雪绒花》表现的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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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篡改了。”

他质疑说，许多西方媒体都已经

接受了这些所谓的数字，甚至还有人

将中共的“清零”政策视为成功。

中共官方数字长期不可靠
中共官方经济数据的名声一直很

臭。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对中共官

方经济数据进行详细研究后，得出的

结论是：“对中国（中共）官方经济数

据的怀疑普遍存在，而且理应如此。”

此外，中共当局对涉及新冠病毒

的所有调查都采取了不合作、否认、

阻挠、掩盖和销毁数据的做法，这些

行为均被记录在册。

卡尔霍恩发现，中国跟新冠病

毒病例相关的数据都存在异常缺失现

象。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在大流行

病开始后不久就开始压制或删除与超

额死亡有关的数据。

比如：2021年1月，一项涵盖

77个国家的学术研究在提到中国时

说，发过去的电子邮件收到的回复通

常是，该电邮地址无法使用，并返回

错误信息……

2021年2月，《纽约时报》发现

35个国家近50万新冠病毒死亡人数

存在漏报，因中国数据缺失没有被列

入考虑。

2021年5月，《经济学人》报导

说，中国（中共）的“官方的死亡统

计只囊括了该疾病真正影响的一小部

分……中国的超额死亡数据被严重延

迟或完全无法获得”。

2021年7月，《美国医学会杂志》

的一项研究涵盖了67个国家，仍然

没有关于中国的数据。

2021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

说“无法获得中国的数据”，“销毁、

篡改或压制这些重要数据，不仅对中

国及其公民是个问题，对整个世界也

是个问题”，它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

现在才开始变得明显。

日前，福布斯（Forbes）发表美

国史蒂文斯理工学院量化金融项目主

任乔治·卡尔霍恩的文章，认为有越

来越多的理由对中国的新冠病毒“清

零”政策有效性提出质疑。

统计学上有概率不可能来剔除异

常现象。越来越多的发现显示，中美

疫情结果差异无法从统计、医学以及

社会学角度来解释。

从常识的角度去分析
首先，简单看组数据。到目前为

止，美国超过82万5000人死于新

冠病毒，而中国官方公布的新冠病毒

死亡人数是4636人。美国的新冠病

毒死亡人数接近中国的180倍。

但美国人口4亿，中国是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14亿。

所以，若从死亡率来看，结果就

更夸张。中共政府报告的新冠病毒死

亡率为每10万人中平均0.321人死

亡，美国的新冠病毒死亡率为每10

万人中平均有248人死亡，美国比中

国的平均死亡人数高出800倍。

从环境角度看，中国是全世界陆

地边界最长的国家，和众多国家接壤。

每年中朝边境和中缅边境都有大量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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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逃入中国，中越边境的走私犯和人

贩子也异常活跃。而中国大多数邻国

的疫情都相当严重，要想在这样防不

胜防的周边环境中独善其身，无异于

天方夜谭。

在这些邻国中，蒙古每100万

人口中死亡人数为615人，越南是

335人，缅甸356人，吉尔吉斯斯

坦433.9人，哈萨克斯坦702.8人，

老挝50.2人。而中国只有3.21人。

“中国提出的死亡率显然是不可

信的。中国的（真实）死亡率比公布

的数字要高得多。”这位资深数据分

析专家说。

包括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

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包

括《纽约时报》、路透社、《金融时报》

和《经济学人》在内的几家主要媒体

公司，正在对新冠病毒死亡率数据进

行这种密切分析。

他们的结论显示，几乎所有国家

的官方新冠病毒死亡统计数据都被大

大低估。

卡尔霍恩表示，中共当局是故意

这样报告的，“新冠病毒的死亡数字

被中共当局严重地——可以说是粗暴

美染疫死亡率是中国800倍？专家揭中共造假

大纪元

youtube 财经冷眼  制作

财经冷眼  youtube

武汉8家殡仪馆X6000骨灰盒= 4.8万骨灰盒

4.8万（后6周）+ 1.6万（前两周）= 6.4万骨灰盒

6.4万- 8000（正常死亡）+ 3000（绝户、土埋）

=武汉武肺死亡数5.9万
官方中国感染数8.2万，武汉感染数5万

二者求比值，乘以5.9万得出

中国武肺死亡数9.7万
中国真实感染数121万

2020年，“财经冷眼”根据当年3月武汉殡仪馆发放的骨灰盒数量推算出的新冠病毒死亡
人数和感染人数。



启智的社媒内容，反而常常以“赵家

人”自居，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甚至连

中共的家奴都不算。

被这名小粉红举报的自媒体人

“墙国反贼”也表示，小粉红以为通

过举报揭发会得到中共当局的肯定或

奖赏，反映出他们的自我定位不清以

及对自己与官方的关系认识模糊。

他说，中共用防火长城分隔网络

世界，除了赵立坚、胡锡进之流以及

中共雇用的水军五毛，那些自发上外

网的小粉红，同样被中共当成网络高

墙的破坏者。

在“公子沈”等人向推特举报后，

这个小粉红的账号已被关停。“公子

沈”发推文戏谑，网警接到举报后，

在不到20天时间里就“严厉地处罚

了违法分子”，大快人心。

小粉红举报“境外势力”受罚已

有先例。2021年6月，一位小粉红

举报台湾视频博主“摄徒日记”后，

在国内发布视频，哭诉反被网警以“非

法翻墙”为由罚款3000元。

说漏嘴？小米官微称“国家反诈中心”为监控中心
中共推出所谓“国家反诈骗中心

app”，被怀疑实为监控软件。日前

小米官微“辟谣”自家产品时，将“国

家反诈中心”称为监控中心。网民回

应“谢谢告知”。

1月6日，一名使用小米手机

的中国微博网友发文称，听说小米

MIUI13内置“国家反诈中心app”，

自己以后不再买小米手机了。

小米官微“MIUI”留言回复：

“MIUI13没有内置国家监控中心

app，请勿传谣。”该网友反问：“我

有说了是监控吗？”

这段问答的截图在网上流传。网

友纷纷猜测小米管理员“说漏嘴”，

可能业内都知道中共这个“监控中心”

的存在。

还有网友发文，对小米告知“反

诈中心”就是“监控中心”表示“感谢”。

公安部推出这款“国家反诈中心

app”后，一些机关和学校强制工作

人员和学生安装。许多用户纷纷投诉

该app侵犯隐私。

中国网友发现，这个“反诈

骗”App要求的隐私权限多达29项，

包括实时监控通话记录、存取联系人、

话筒、摄像头、短信、对话等权限，

甚至删除用户手机资料权限。在注册

时则需要实名登记，并拍摄照片提供

人脸识别，以及提供住址、电话号码、

身份证号等资料。

还有许多网友爆料，自己安装

该应用后，浏览海外网站或者安装

VPN翻墙，很快就会有当地警察上

门骚扰。

2022年1月13日 舆情 5

新唐人

新唐人

小粉红举报海外自媒体反被罚款
罪名“违法翻墙”

日前，加拿大知名自媒体人“公

子沈”在推特上透露，一名大陆小粉

红向中国网警举报他发布反共内容，

结果反被警方罚款6000元。

“公子沈”在推特发布的截图显

示，2021年12月17日，该名小粉

红在推特给“公子沈”发私信，声称

已向网警举报他，还扬言要他等待通

缉。私信中还附上了网络举报的回执。

另一张截图则显示，这位小粉红

1月3日愤怒地发

表推文，声称因

为举报Youtube

上的“公子沈”

和“墙国反贼”，

反被罚6000元。

但他没有指责网

警，反而找被他

举报的自媒体人

泄愤，继续谩骂

他们是“分裂祖国的跳梁小丑”云云。

“公子沈”4日在Youtube视频

中表示，这个小粉红应该是在举报时

留下实名信息，所以被网警以“非法

翻墙”为由处罚。

“公子沈”讥讽道，这个小粉红

骂他们是“跳梁小丑”，看看现在的

结果，到底谁才是“跳梁小丑”？

“公子沈”指出，很多被中共洗

脑的小粉红翻墙来到自由世界，拒绝

小米官微在回复用户时将“国家反诈中心
app”说成了“国家监控中心app”，似乎
不打自招。

翻 

墙



法轮》吧。

希珂尔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之后她告诉莱纳，自己

决定修炼法轮功了。

摒弃无神论
多年来，希珂尔一直是无神论者。

她出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环境

改变了，然而共产主义的洗脑宣传还

在起作用，她一直是个无神论者。

“我是无神论者，但我能接受别

人有信仰。我先生修炼法轮功，变得

平静了。我可以接受他修炼法轮功，

关键是他是个好人。”

经历了一场过鬼门关似的体验，

情况现在不一样了，希珂尔决定要修

炼法轮功。

当她能自己坐起来时，从先生那

里她得到了一本属于她的《转法轮》，

加上小儿子马赛，三个人开始一起阅

读《转法轮》。

“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转

法轮》）了。可能的话，我们每天都读。

慢慢地我不咳嗽了，烧也退了，但

还感到虚弱，不能像从前那么奔跑。”

后来，他们一起炼了两次法轮功功法

后，希珂尔感到自己完全正常了，“现

在我又去机场上班了。”

6 见证

“新冠病毒导致我不可思议的虚

弱。我从未经历过这样摄氏41度的

高烧，全家数我咳嗽得最厉害。试着

起身走动，马上就会摔倒……真是可

怕，我觉得快要死了。”这是慕尼黑

机场女安检员希珂尔·瓦格纳，回忆

自己在2021年11月中旬感染新冠

病毒德尔塔变种后的经历。

“我问先生自己该怎么办，他让

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

照着做了，不停地念着，感觉每天都

在好转。”

就这样，没有吃药打针，来势汹

汹缠绕着瓦格纳一家的德尔塔变种病

毒不知不觉就消失了。目前希珂尔一

切都恢复正常，已经回到机场上班了。

她说，从未想过只是念两句话就

会摆脱新冠病毒。原本是无神论者的

她由此而转变，相信法轮功，并开始

修炼法轮功了。

一家三口感染德尔塔变种病毒
希珂尔·瓦格纳来自德国巴伐利

亚州，她和先生莱纳·瓦格纳都在慕

尼黑机场担任安检工作，住在兰斯胡

特周边，育有三个儿子。莱纳修炼法

染疫垂危 德国女子念“九字真言”康复

2022年1月13日

轮功已经10多年了，小儿子马赛两

年前开始读法轮功的书籍，有时也跟

着父亲炼功。

2021年11月10日，18岁的马

赛在学校做核酸检测，测出德尔塔变

种病毒呈阳性，之后瓦格纳夫妇也测

出同样结果。

先生莱纳最先出现症状，马赛症

状稍轻。他们俩都在家躺了五天，头

疼发烧，喉咙痛。从第三天起，莱纳

起身炼功，没几天就恢复了正常。马

赛也很快好了。这期间，希珂尔一直

在照顾他们。

一周后，希珂尔自己倒下了。

“我该怎么办？！”
“先生送我去了医院，那里人很

多。健康部门建议我回家隔离。”希

珂尔说那时先生已恢复了很多，“他

照顾我吃饭、喝水和更衣。”

“我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当我

试着起来时，循环系统跟不上，不是

倒下，就是需要莱纳帮忙，自己完全

不能行动。”希珂尔说自己高烧摄氏

41度，像个婴儿那么无助，觉得快

要死了。

“我该怎么办呢？”绝望中希珂

尔问道。莱纳让她试试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照着

做了，不停地念。

等到希珂尔好了之后，先生告诉

她，她高烧迷糊时，嘴里还不停地呢

喃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一直不断地念着，每天情况

都在好转。过程中，头脑中杂念也不

断被清除。”希珂尔说，“原本我就是

个想得很多的人，大脑总在不停运转，

思考安排着各种事务。现在我能将这

些放下了，只集中念这两句话，思想

也清净了很多。只念着两句话，我能

睡好觉了。”

期间，莱纳坐在床边为她读《转

法轮》。有一次她主动说请为她读《转

明慧网

完全恢复了健康的希珂尔·瓦格纳

希珂尔和小儿子马赛写给师父的贺年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