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制“清零”下的大陆恶象丛生

近期，奥密克戎在世界

攻城掠地，每日确诊病例达

到最高峰。西方国家采取了

更为宽松的应对方式。英国

首相宣布，将不再要求民众

戴口罩或居家办公，不再需

要接种疫苗证明，3月起不

再强制阳性者自我隔离。

专家指出，人类最终可

能会像对流感一样“与病毒

共存”，基于科学及社会运

作的平衡考量，社会可基本

回归正常运转。

然而，北京等中国多省

正受到奥密克戎和德尔塔的

双重夹击，当局仍严厉封控。

由于大量人群没有免疫力，

新变种很容易迅速传播，进

而需要更严厉的封控，进入

恶性循环。

张文宏警示，奥密克戎

具有更快、更隐蔽的特点，

应对“疫情规模超出现在

10倍”做好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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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水灾事故
调查曝露真相

前党校教授
认清中共心路历程

上网学法轮功
九十余国两万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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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证群众安全。

“恶意返乡”一度冲上热搜榜榜首。

有网友嘲讽：“恶意讨薪，善意欠薪，恶

意返乡，善意拘留。”

日本产经新闻的矢板明夫说，中共

官员只在乎领导，不在乎民生。上边要

求某日清零，他们就用抛弃弱者的办法

来保证清零。

天津、深圳、西安封控引集体抗争
1月17日，天津西青区大寺镇大批

外地务工人员，因当地发菜发饭，外地

人没有份，爆发集体抗议事件。网传一

名男子站在车顶上高喊：“我就是要吃饱

饭！”随即被抓，大批民众高喊：“放人！”

视频显示，深圳罗湖区19日也有大

批民众高喊着与警察对峙，要求当局解

封，一人被抓。

1月20日西安市雁塔区一小区近百

名业主聚集门口。因小区解封后仍禁止

业主出去买菜，只能买物业的高价菜，

业主下楼讨说法，被警察暴打！两人被

抓。业主们围住派出所高喊“放人！”

矢板明夫认为，中共的防疫方式是

中国人的不幸，更值得整体人类反省。

中共想让百姓觉得，我们的领导好伟大，

我们的国家好“棒棒”，其实百姓永远是

代价。

并非死于疫情 而是死于封城
中共推行极端粗暴的“清零”封控

防疫政策，造成各种次生人道灾难。西

安有多名孕妇因拒诊而大出血流产；有

心脏病老人耽误救治而死亡；更多市民

忍饥挨饿，有人跳楼自杀。

近日，一位网友诉说，疫情期间，

她为了帮癌症晚期的母亲找到一张病床，

打了近1000个求助电话，平均拨200～

300个才能接通一次。最后妈妈虽住进

一家三甲医院的分院，终因延误救治而

离开了她。

另有视频显示，一名陕西老年男子

情绪激动地对着防疫人员大骂“流氓政

府”。他老家90多岁的老母亲去世十几

天了，就是不让他出小区回家料理后事。

他质问：天天做核酸，什么时候是个头？

网友纷纷表示：“它们（共产党）从

来没有把百姓当过人。”

官员只在乎领导 不在乎民生
临近新年，外地打工人员希望能回

家过年，但当局要求“就地过年”。河

南郸城县县委书记董鸿在会上强硬地说，

凡是从中高风险地区回来，“你只要返回，

先隔离再拘留。”

视频热传后，董鸿辩解说，视频剪

掉了他说的“不听劝阻，恶意返乡”等

世界走出疫情
中国或进入恶循环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希望之声  大纪元大纪元

漫画：西安防疫清零政策酿成悲剧/作者：变态辣椒



会之前和期间加大打压力度，因为它

担心那些异议人士利用奥运会的机

会，通过抗议，对抵达的外国人表达

中共暴政。它的目的是恐吓表达不同

声音的人。“中共量刑的目的是威慑

任何对党不够‘忠诚’的行为或信仰。”

加拿大国会议员、美国“自由之

家”等也对此事表示关切和谴责。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

表示，中共“违反了国际人权规范”，

国际奥委会不应该继续与之合作，“这

对国际奥委会来说是一种耻辱”。

目前，已宣布外交抵制奥运会

的国家包括美、澳、英、加、立陶

宛、比利时、丹麦和爱沙尼亚。美国

NBA篮球明星坎特和加拿大两届奥

运会滑雪板选手、世界极限运动会冠

军尼尔森，也因中共人权问题抵制冬

奥会。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人张而

平对大纪元表示，法轮功学员是信仰

“真、善、忍”的群体，他们在任何

情况下都是讲真话的，这也是为什么

中共非常惧怕法轮功。中共警察一直

在监视和跟踪大陆法轮功学员。所有

的通讯工具都在中共严密掌控之下。

所谓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无非是骗

人的幌子而已。

美国NBA顶级球星坎特最近批

评中共用“金钱来购买沉默”，并呼

吁运动员不要去参加北京冬奥会。

1月17日，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前NBA球员姚明在新闻会上回应说：

“我想邀请坎特来中国看看……他可

能会对我们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坎特19日在接受CNN采访时和

在推特上回应，他接受姚明的访华邀

请，但他说：“我想问一下姚明，我能

否参观维吾尔强迫劳改营？能否访问

那些被强奸和酷刑折磨的当地女子？

奥运前夕，许那等11名北京法

轮功学员遭中共枉法重判。因为作为

公民记者，他们拍摄了当局对疫情处

置不当的证据，与大纪元时报分享。

现在许那面临8年刑期，另外

10位被判2～ 5年不等。他们中很

多是知名高等院校毕业的研究生、大

学生，有的是画家、艺术家等，多数

是20多岁的年轻人。

许那是北京小有名气的画家，她

在监狱里才过了她53岁生日。她曾

因信仰而两次入狱，并遭受各种酷刑。

2008年1月底北京奥运前夕，因被

发现车里有一本法轮功书籍，许那和

丈夫于宙双双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通

州区看守所。8天后，除夕之夜，时

年42岁的于宙被迫害致死。同年11

月，许那被判刑3年。

身在加拿大、与许那有过生死之

交的小玉接受采访说，像许那一样的

法轮功学员“所信仰、所坚持的，是

人类最缺少的”。正因为为他人着想，

这么多年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讲

述真相，他们知道在道德沦丧的当下，

若不坚守，整个社会都不好了，每一

个人都不安全。他们修心向善，却遭

到中共迫害，对社会来说是巨大损失。

美国国务院就此事呼吁北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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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目睹北京当局为了掩盖证据，在

活摘器官的同时销毁尸体的场面？

他说：“我不需要中国的叙事，我

不想听宣传。我确实想去看看真实的

中国，并向全世界展示发生了什么。”

坎特因大胆批评中共的言论，曾

被北京当局点名批评；他所在球队的

比赛转播被腾讯撤下。

“中共并不代表奥林匹克核心精

神——卓越、友谊和尊重。”坎特说，

“它是一个野蛮的独裁政权。它们威

胁自由，它们不尊重人权。”

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

释放那些因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们，并

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

“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至

今仍在镇压和虐待这个群体。”一位

美国国务院官员在电邮中写道。他援

引关于酷刑和重判报告指出，“每年

都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拒

绝放弃他们的信仰而遭到拘留、骚

扰，……他们还遭受酷刑和虐待。”

著名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大纪

元采访时说，中共的做法一贯是奥运

回应姚明邀请 球星：我能去劳改营看吗？

大纪元

明慧网 大纪元

冬奥前重判11名法轮功学员 国际社会谴责

舆 情



郑州市官员当作替罪羊被抛出，中共

丢卒保帅，保住了河南省官员，也保

住了中央。

报告认定，这是一场“极端暴雨”

导致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郑州

地铁5号线14人死亡事件“是一起

由极端暴雨引发的严重城市内涝”。

事实是，郑州附近的常庄水库于

7月20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泄洪，

21日凌晨1时许郑州市委宣传部官

方微博才发布预警，晚了14个小时。

水库泄洪产生的大量人造洪水奔涌而

来，使郑州京广隧道数分钟被淹平，

长长的郑州地铁隧道也很快被淹没。

然而，泄洪的事没有写入报告，

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洪灾不是天灾，是

人祸，也就没法推卸中共官员的责任。

在西方发达国家，遇到灾害事

件，政客听从专家早已制定好的各种

预案。但中共官员自认是全能的专家，

所有人都得听一把手的，专家更不能

随便乱说话。中国老百姓养着世界上

最庞大的中共官吏群体，这些人却基

本不干实事，只顾做表面文章，升官

发财。

只要中共还在继续掌权，人祸就

不会断。

郑州水灾事故调查曝露真相

1月21日，新华社公布国务院对

郑州“7·20”水灾事故调查的报告

和相关处理结果，曝露了不少真相。

该报告称郑州京广隧道“6人死

亡、247辆汽车被淹”，这数字不合

逻辑。

2021年7月20日晚，京广隧道

数分钟内就被淹平，隧道内积水一度

高达13米深。247辆车至少有247

名司机，若247辆车平均还搭载了至

少另外1人，他们怎么出来的？若有

行动不便的老人、小孩，又如何获救？

瞒报死亡人数是中共官场的普遍

现象，然而，报告仅称查明事故死亡

失踪人数瞒报139人，京广隧道只有

6人被淹死，表明这份报告本身也存

在严重瞒报。那么郑州地铁呢？其他

地方呢？

新华社通报，郑州市委书记徐立

毅、市长被降级，有89名郑州官员

被问责。但河南省官员不但一点责任

没有，还被肯定“灾害发生后，河南

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众所周知，7月20日郑州水灾淹

死人后，中共高层反应迟钝，始终没

有前往抗灾一线。如今二十大在即，

2022年1月27日 真相 3

大纪元

2021年7月29日，京广隧道重见天日，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隧道顶部的架子上
挂满了水草；地面则是厚厚一层淤泥。网友惊呼：隧道长4.5公里，水都灌满了，
里面人还有活路？ 2021年8月2日，河南省政府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至8
月2日，郑州市遇难292人，其中京广隧道遇难6人。

寒 潮

有迹象表明，消费疲软和

房地产危机等因素对就业市场

的负面影响不断加深，2022年

经济前景承受考验。

消费拖累就业。由于中共

要求随时封锁疫情爆发区域，

消费者在餐饮和旅游等服务支

出方面表现欠佳。据官方统计，

去年12月的零售额为2020年

8月以来的最慢增速。

房地产危机和农民工。去

年，官方专注于遏制房地产债

务风险，房地产商为了降低负

债率，选择减少投资和开发。

12月房地产投资降速为2020

年初以来最快；2021年投资增

长为2016年以来最慢。建筑业

在去年第四季度呈负增长，影

响了建筑工人的就业机会。

因失业而离开城市的农民

工并没有被包括在中国城市失

业调查数据中。

科技行业裁员潮。去年，官

方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由打

压了一批科技巨头和教培企业，

造成新一波裁员潮。

知情人称，爱奇艺约有近

8000名员工，去年底大规模裁

员涉及40%的员工。滴滴出行

自去年7月裁减了数千人。字节

跳动自去年8月也裁减了千名员

工。中国最大的教培公司之一

好未来要裁掉9万，新东方计划

裁掉4万多人。

对科技和教培公司的打击

又严重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

前景。官方数据显示，去年，

16～ 24岁的青年城镇人口失

业率达14.3%，高于一年前的

水平。

中国的失业寒风
吹进千家万户

大纪元



我第一次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的关

系根本就不是什么鱼水情，什么血肉

相连不能分离。到现在就更加恶劣了。

底层民众活得比我们艰难得多，

而只要你真心对他们好，他们对你都

比较厚道。我慢慢感受到，所有人都

是平等的，所有人的人格尊严都应该

尊重。我的普世价值观逐渐萌生。

我在军队时就开始读18、19世

纪西方经典小说，那种人道主义精神

也滋润了我的普世价值观。

六四事件：意识到中共与人民
对立

“89六四”时我在苏州。那时天

天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

的情况。六四当天，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央视两位男女主播穿着黑衣服

出镜，语调非常沉重……后来从父亲

他们通电话里得知，广场开枪了！这

让我非常震惊。

89年10月我去北京，火车上列

车员闲聊时问我，你去北京干嘛呀？

我说到中央党校听课。那个列车员当

时就翻脸了：“啊，你是共产党，你们

共产党杀人。”直到我下车，他没再

搭一句话。我就知道共产党开枪，完

全丧失了民心。

我想研究这个党究竟怎么了？就

考了中央党校的研究生。那时，我还

没对这个党的本质做思考，我很虔诚

地相信它的各种理论和政策，总是从

善良的一面去理解它。以至于同学在

背后都称我是“马列主义老太太”。

与央视合作和去西班牙：对中
共不再抱幻想

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

中央电视台要我去做个宣传片。我想

让中共逐渐接受普世价值，就朝着改

革、理论创新的方向去做。结果审片

的时候，央视的4个台长一块看，看

到第一句就不看了。他们说，你知道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现旅居美

国。2020年12月，她在美国《外交

事务》上发表文章，表示与中共决裂。

下面请听她讲述自己的觉醒过程。

20岁前没听说大饥荒 
我的外祖父上世纪20年代参加

了中共的农民起义。我母亲和她的兄

弟姐妹都加入了中共的军队。我父亲

在30年代后期加入新四军。这个家

族几乎所有人，妈妈、爸爸、几个舅

舅和姨父都在中共军队里。因此我从

小生活在军营中。

军营是个封闭的环境。我父亲在

当地部队是首长，那些部下、警卫员

都拿笑脸对我们。我从小到大就在中

共的宣传教育中，不知道社会是什么

样，还把中共宣传的理论真心诚意地

信奉。我到20岁，都不知道中国发

生过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

荒，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挨过饿。

我完全不了解我的同学是怎么生

活的。文革中有一天，我到一个工人

子弟同学家玩，隔壁人家在结婚，院

子里搭着婚宴饭桌，我凑过去看饭桌

上摆的饭菜，随口就说了句：“这就

是结婚的菜呀，还比不上我们家平时

来个人好呢。”我的同学听了很生气，

说“谁能跟你们家比啊”。

我没有下过一天乡，因为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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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特权，我们去当兵了。文革结

束后，我一位同班同学告诉我，他父

亲是个大企业的总工程师，文革时全

家如何受屈辱、苦难；他下乡整整10

年，那时很绝望，一直熬到最后一批

回城。

我听后心里很震动：作为中共官

员的孩子，我们是有原罪的。当人们

在吃苦受难的时候，我们完全逃避了。

对中共体制的怀疑始于9·13 
9·13林彪坠机事件爆发，我们

军医大里林彪小舰队的孩子们一夜之

间全被招走了，消失了。父母倒台，

孩子跟着倒楣。我第一次思考，这个

党为什么内斗会这么血腥、残酷？

我转业到地方企业工作。80年

代初改革开放，第一次出口转内销商

品博览会，大家都想看看国外用些什

么。我们排队等了一个上午，中午谁

也不敢去吃饭，又热又累又饿又渴。

下午开馆前10分钟时，只见当地市

委的工作人员簇拥着一个官员夫人和

她的孩子，嘻嘻哈哈地走过来，直接

进入展览馆，而我们被挡在门外。

我发现身边气氛不对了，那些工

人一个个冷眼看着，非常不满。而那

个官员的孩子是我发小。我躲到工人

队伍里，侧着身，不想让他家人认出

我来，不想跟那些特权的人是一拨的。

前党校教授认清中共心路历程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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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党校教授

觉醒之路

蔡霞



请你来干嘛？我们这儿是不能够像你

这样去讲创新的。2001年是党的80

周年，你这哪是祝寿，哪是大庆啊。

接着我们又去做三个代表思想学

习纲要，它是中央文件，要在人大会

堂开新闻发布会。中宣部事先搞了一

个大纲，大标题、小标题都有了，要

我们寻找哪些话符合标题所要求的内

容，就剪到下面，给编出来。

我跟另一个起草人说，这不就是

文革时的毛主席语录吗？当时我们住

在北京著名的风景区八大处。那人笑

着说，你管他呢，你在这好吃好喝好

招待，也不用动脑筋，让你干什么你

就干什么嘛。

我这才明白，中共的意识形态完

全是欺骗，感觉特别荒谬。

2008年我去西班牙做访问学者，

经过比较研究，我发现中共的体制是

无解的。因为它不可能诚心诚意走现

代文明之路，不可能开放党禁、报禁，

放弃暴力这一套；它绝对不能放弃一

党专政，与其他政党平等存在；它也

绝不会让全社会来参与立宪，宪法只

是它手里玩弄的工具；它也不肯用纳

税人的血汗钱，为民众建立教育、医

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它也没有超越

世俗社会的信仰，不讲道德底线。

我看到中共拒绝和反对普世价

值、反人类、反文明的趋势，对它不

再抱任何幻想。

“我们这群人是掘祖坟的”
去年8月17号中共宣布开除我出

党，同时把我所有的养老待遇全部取

消了，反而让我如释重负，我可以坦

坦荡荡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早在几年

前我就有了退党的心愿，现在我彻底

跟它脱钩了，回归到人民当中来，心

里是高兴的。

其实，红二代、太子党也不是铁

民，对未来世界就是个巨大的灾难。

废掉这个极权体制，中国经济才有活

力，中国才有未来。

极权政权在突然垮塌之前，总好

像很强大，很坚固，其实不然。前苏

联东欧在短短几个月内，像多米诺骨

牌那样一个个倒下了，谁能想到？因

为它内部无法再有任何弹性可以调

整，可能一个偶然的小事件，就能变

成极权大厦突然崩塌的导火线。中共

当然害怕，它不知道哪一天社会局面

就失控了，所以它越来越依赖暴力恐

怖，对社会的监控和压制的力度越来

越大，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它的维

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

中共是个罪恶的黑帮集团，中国

社会对其极权统治积蓄的仇恨极大，

中共欠人民的旧账未清，新仇又添。

九千万党员都是被绑架到这个战车上

的，入了党就没有退出的自由。退党、

退团、退队既是精神上的觉醒，也能

够最大限度地和平解体中共，使社会

和平转型。尽早跟这个黑帮集团做切

割，在未来的社会转型中就会给自己

多一层保护，对本人、对家庭、对国

家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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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一块，其中有一类人跟我一样，有

着深厚的良知、正义感，不再希望共

产党极权体制继续统治中国。甚至于

爹妈都是将军以上的人的孩子，他们

说我们希望它倒台。

80年代中共高层曾经说，要让自

己的孩子当国家领导人，不会掘祖坟。

但坦率地讲，我们这群人是掘祖坟的。

因为共产党政权毫无正义，没有合法

性。这个祖坟是该掘的，到了终结这

个统治的时候了。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未来”
有人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很辉

煌嘛，这个体制有优越性，中共有能

力领导国家建设。其实他们看到的是

外表，内里的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的

贫富悬殊，掠夺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严重的污染……完全没有可持续性。

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1997年中共就提出改变经济增

长模式，20多年过去了，它改不过

来。因为它有利益驱动，它自己要贪

财、贪国、贪权，可以不顾人民的死

活。中国人没有权利，没有任何人身

安全保障。中共再往前走，对中国人

上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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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月，
已有超过3.9亿人“三退”。



也会努力遵循法轮功教给我的道理，

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

中国大陆学员：舍不得离开
据中文班协调人黄女士介绍，参

加网上中文班的学员，很多是海外华

人，近几个月每堂课都有翻墙进来的

中国大陆人参加。

海外华人翔第一次参加教功班就

落泪了，“这是我血脉中的文化。”

林说，自己小时候看见过真相币，

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可惜我没有逃出中国大陆。”

唐悟空（网名）说，自己2005

年接听过真相电话。去年11月才了

解清楚法轮大法真相，多次寻找，大

多是宣传单，或者网上自学。他说，“法

轮功让我看事物很通透，学习班氛围

很好，舍不得离开。”

疫情发生之后不久，有人在北美

的民意调查中发现，想打坐炼功的人

数与疫情发生之前相比增加了30%，

因此，不断有人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炼

法轮功。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户外和面对面的活动都受到限制。动

荡中，人们渴望找到有益身心健康的

良方。网上法轮功免费教功班为民众

带来了福音。

据不完全统计，自2020年4月

以来，来自全球超过90个国家的两

万两千多人参加了法轮功免费网上教

功班，遍及五大洲，甚至北极的不同

族裔、职业、年龄段的民众。目前已

扩展到20种语言。

中文学功班有两个班适合亚太时

间，另一个班适合北美时间。

很多人参加了网上学习班后，迫

不及待地找到当地炼功点，参加面对

面集体炼功。

口耳相传、亲朋相继而来
许多人表示，学法轮功是为了增

强自身免疫力、舒缓焦虑和工作压力；

有人是从亲朋好友那里了解到法轮功

的神奇功效，决定修炼。很多人说，

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台湾陈女士和母亲修炼大法10

多年了。上个月，她把网上学功班的

链接发给了未修炼的姐姐。她姐姐当

天就报名参加了课程，不久她姐姐也

开始修炼了。

大卫是从前岳母那里知道法轮功

的，很快就加入到学习班来。他说：“我

以前也打坐，但总是在寻求新的增强

心态平和、精力集中的方式。”

直肠癌四期患者学功后经历神奇
许多人反馈说，炼法轮功时感到

强烈的能量在体内流动，身心净化，

既感受到巨大的疗愈功能，也感受到

内心的平静祥和。

拉纳基拉先生是直肠癌四期患

者，去年7月开始炼法轮功，3个月后，

在医院复查时发现“息肉消失了，就

连手术留下的伤疤也全部清除了！”

日本的山口女士80多岁了，她

3年前听说过法轮功，听说有网上教

功，就立刻报名参加了。她说，自己

以前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疼痛，皮肤、

气色也不好，炼功后，疼痛缓解了，

气色也变好了，“生活和健康状况都

有了巨大变化。”

“我发现了内心的宇宙”“这正
是我要找的”

参加“法轮大法九天班”是初

学者全面认识法轮功的有效方法。法

轮大法的深邃法理激荡着学员们的心

灵，启迪他们对人生全新的认识。每

次课程结束后，许多学员舍不得离开，

提出很多问题，渴望了解更多。

莎莉女士学功后留言反馈说：“我

发现了内心的宇宙。谢谢你，我已经

等了很久了。”

劳若表示，“（我）感受到内心美

丽的平静感。非常感谢！”

来自哥斯达黎加的乔琳达女士说

炼第三套功法时，止不住流泪。“真

神奇呀。我的经络感受到了能量，太

感谢了。”

越南新学员楠写来感谢信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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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学法轮功 九十余国两万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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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五套功法圆容明慧简单易学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真·善·忍
讓上億人身心受益的修煉功法
法輪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