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孩妈再落虎口？志愿者探访被抓

自由亚洲电台2月11日

发表文章表示，中国妇权创

办人张菁称，不是只有丰县

八孩母亲的脖子上才有枷

锁，彭帅与谷爱凌的脖子上

也都有“隐形锁链”，这也

是为什么谷爱凌谈彭帅、谈

自己的国籍，有刻意回避敏

感之处。

彭帅于去年11月在微

博曝料自己曾遭到前中共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

高丽性侵，随后一度失联数

周，而北京冬奥期间她接受

法国《队报》采访时说自己

没有指控遭到性侵。

最近谷爱凌称“任何人

都可以下载VPN，它在App

Store上是免费的”，该言论

遭到中共审查和删除。

谷爱凌根本不知道中国

环境的禁忌，她所存留的自

然和美国式的无忌，会不会

成为中共的负资产？

2022年2月17日 第29期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未
来

美推新法案锁定中共最高层 
专家：精准打击

中国重用归化运动员
的背后

法拉盛新年大游行
众人明真相做“三退”

热 

点
透 

视
见 

证

在微博上转发网友消息说：“他们要给她

做脑叶白质切除手术，让她永远失去记

忆！所以他们宣布要封路！”

徐州官方四次通报该案，前后矛盾、

漏洞百出，在强大的舆情压力下，是否

会为掩盖真相而对八孩母亲采取穷凶极

恶的做法，志愿者被拘留的事实加剧了

外界的担忧。中共向来是不解决问题，

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加拿大华裔作家、民阵全球副主席

盛雪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徐州铁

链女并不是一个个案。事件凸显了几个

社会问题：中国社会性大规模地丧失人

性，泯灭善良，道德沦丧；中国很多地

方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片荒蛮之地，

没有任何法治也没有现代文明；中共各

级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给更高一层的权

力护航；中共的谎言治国已经完全成为

常态。

她强调，“整个社会大规模地泯灭善

良，其实跟中共常年对信仰的迫害有直

接关系。这么多年对法轮功群体这种严

酷的迫害难道对整个社会没有影响吗？

它对基督教信仰、真正的佛教信仰的群

体迫害，其实都导致中国人的这种泯灭

善良、道德沦丧的一个后果。”

2月10日，据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

调查组发布通报，经部、省、市公安机

关对杨某侠（铁链女）等人的DNA检验

比对，仍然认定杨某侠就是云南亚谷村

的“小花梅”。

同日，央视报导“丰县生育八孩女

子”视频显示，一名男医生告诉躺在病

床上的杨某侠：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就

好，睡一会儿就好吧。杨某侠说：“放我

走吧！”

央视记者进入病房后，镜头首先聚

焦在病人的床头卡上，显示年龄为“52

岁”。有网友质疑，一名女子51岁生第

8个孩子，40岁后连续生7个孩子，属

于医学界的奇闻。52岁受尽折磨的人看

起来像40岁，受折磨还能永葆青春？

2月11日，到丰县调查铁链母亲

事件的2位女志愿者（网名@我能抱起

120斤、@小梦姐姐小拳拳）试图进入

丰县精神病院看望徐州铁链女，被抢走

手机，到孙楼派出所报案后失联。

警察称她们“涉嫌违法犯罪了……，

等拘留通知书吧”。

此前几天，两位志愿者一直在丰县

实地采访，被赶出入住的酒店，只能睡

在车中。“小梦姐姐小拳拳”2月11日还

彭帅、谷爱凌都有
一条“隐形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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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跟八孩妈说：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就好。杨某侠说：“放我走吧！”



为了找到真相，高一喜的家人找

到牡丹江公安医院的主治医师张丹询

问情况，张丹却非常紧张地说：“你不

要问我，不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按需杀人
有目击者证实，高一喜被送往牡

丹江公安医院时是自己走入病房的。

入院医检结果表明，高一喜身体健康。

这不得不令人怀疑，是不是高一喜早

在2014年验血后，已经成为待用的

器官供体，所以这次是在按需杀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在给牡

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滨做电话调

查时，朱家滨亲口说出是他活摘了高

一喜的器官。

当历史翻过这一页，中共必将受

到像纳粹大审判那样的国际审判。每

一个参与者都将面临人间法律和道德

法庭的终极审判。

高一喜住牡丹江市穆棱市，曾当

过酒店经理，烧得一手好菜。2012年

他患上了青光眼，几乎失明。他想起

母亲眼病就是炼法轮功康复的，于是

走入了大法修炼。令他惊喜的是，很

快他的双眼就恢复了正常视力。

2014年6月4日，高一喜被牡丹

江公安国保大队无故抓走，期间被强

行抽血化验。后被家人取保回家。牡

丹江公安内部一位善良人偷偷告诉高

一喜说：“你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他们公安已经瞄准你了。”

公安瞄准了高一喜的什么呢？
2016年4月19号，高一喜夫妇

半夜在家，遭到牡丹江公安国保的再

次绑架，仅仅10天后，年轻健壮的高

一喜被牡丹江公安医院宣布“猝死”。

当时，高一喜的妻子因为炼法轮

功，被关押在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

中午时，她被国保警察带到了公安医

院，看到高一喜身上盖着一床被子，

人已经四肢僵硬，但是左眼微睁，右

眼半睁着。

在被带往第一殡仪馆的路上，牡

丹江公安局先锋公安分局副局长殷宪

峰边开车边对高一喜的妻子说：要好

好配合，配合做好“这件事”。

到底是什么事要高一喜的妻子
好好配合呢？

另一边，穆棱市公安局国保警察

崔兴国等人，将高一喜的哥哥骗到牡

丹江第一殡仪馆。殷宪峰说：“你看一

看你弟弟的遗体，看完了就解剖。”

高一喜的哥哥坚决不同意解剖遗

体。下午3点左右，高一喜的女儿赶

到殡仪馆。全家人再次共同表示，不

同意解剖高一喜的遗体。但是公安警

察骗他们说：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同

不同意没什么用，必须得解剖！

当孩子闯进解剖室想要继续商谈

不要解剖父亲遗体时，发现高一喜已

经被从脖子往下到肚子都剖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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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诡异的是，解剖还没有完，操

刀的大夫就中途离开了。有目击者看

到，同一时间，有4辆警车从殡仪馆

疯了似地开出去，速度快得吓人。不

由得令人怀疑，是不是他们已经带着

高一喜的器官去赶时间了？

晚上7点多，高一喜的遗体被解

剖完毕，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

肝脏、胆、脾脏和左右肾全部被摘走

了，只留下一具空壳。高一喜的遗体

在化妆时，竟然有大量鲜血流了出来，

用了两条毛巾，血仍然渗到枕头上，

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按照公安

的说法，高一喜凌晨5点死亡，晚上

7点多解剖结束。14个多小时之后怎

么会流出那么多的鲜血呢？

高一喜的哥哥下午去解剖室看高

一喜的遗体时，惊奇地发现高一喜的

眼角处有泪痕，而且是刚刚被人擦过

留下的湿乎乎的痕迹。 明慧网

高一喜的故事和背后的惊人秘密

活摘器官的罪恶（《Organ Harvesting》）,董锡强，油画，2007年。



拜登政府上台后，宣布对24名中

港官员实施金融制裁。国务卿也指示，

停止颁发签证给中共移民局、安全部、

公安部等现役人员的配偶和子女。

王赫说，“川普和拜登政府制裁

中共官员，那些都属于行政令。这次

是国会的立法法案，所以性质比总统

令更加强大。

这些人大代表从个人利益角度出

发，他也会审慎地考虑自己跟中共的

关系。这样对他本身有很大的约束，

对中共的打击更大。”

“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在美国

国会手里，这个议案对拜登政府本身

也是一个往前推动的作用。而法案的

继续联署、讨论、表决，对美国社会

认清中共和反制中共也是一个有利的

促动和推动。”王赫表示。

美推新法案锁定中共最高层 专家：精准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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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阿拉巴马州的众议院

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袖罗杰斯9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共产

党必须为其令人发指和令人不

安的人权侵犯暴行承担责任。”

政经评论人士秦鹏说：“美

国国会推出的这个法案是一个

核弹级的大动作，一旦真正制

裁这些人，相当于把中共的核

心团队，作为一个反人类的犯

罪集团来对待。”

“现在美国这个制裁，把那

些长期故意混淆党和国家、政

府和人民，躲在人民背后作恶

的中共高层给现形了。这个法

案就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他调

侃，“这像一个照妖镜，能够定

点打击，让领导先走。”

中共必须为其暴行
承担责任

大纪元

美议员提新法案，制裁对象包括中共最高层。

美国国会议员们于2月9日推出

新法案——《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

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

共法》。专家认为，这是核弹级的大

动作，起到了精准打击的作用。

法案列举了中国各项人权问题，

包括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在

香港实施“国安法”，打压香港自由等。

法案的制裁对象包括：全国人大

所有成员及其直系成年家属，包括七

大常委及其家属。根据法案，制裁对

象将无法在美国境内进行财产交易，

无法取得赴美签证等。而在中国运营

的美国公司，也同样无法与被制裁对

象进行任何交易或业务。

2月13日，旅美时事评论员蓝述

对大纪元说：“这些被制裁的对象，几

乎包括了全部级别最高的中共党员，

他们要么是在人权问题上犯过罪，要

么怂恿和支持中共在人权问题上犯罪，

所以对他们制裁是理所应当的。”“这

个法案将对所有在中共体制内搞人权

犯罪，或者支持及参与中共人权犯罪

的这些人，起到一种阻吓作用。”

专家：法案一旦实施将断掉中
共高官的退路

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

13日对大纪元说：“这个法案一旦实

施，2000多名中共人大代表和他们

的直系家属，跟美国的那种利益勾兑，

都会受到法案的制约。美国盟友也很

可能会跟进，比如像五眼联盟，甚至

这次抵制冬奥的国家，都有可能跟进

这个政策。

如果全世界都采取这个政策，那

么中共官员转移巨资，把海外作为他

们日后享乐或子孙享乐天堂的梦想碎

灭了，他们的退路被彻底断掉了。”

大纪元专栏作家王赫也指出：“中

共的人大代表，都是中共台面上的人

物，中共出台一些倒行逆施的政策，

迫害人权的事情，都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表决通过。所以美国这个议案将这

些人摆上前台，作为靶子，针对性、

威慑力都相当大。”

美国多次宣布制裁中港官员
事实上，川普已经多次对迫害新

疆和香港人权的官员进行制裁。制裁

对像包括：14名中共人大所有副委

员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共副国

级的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高官。

川普离任之前，美国国务院又发

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

赴美旅行。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

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



量资金。同时不惜去破坏自己不允许

双重国籍（的法律），回避不谈。

李元华说，其实很多国家的奥运

选手，平常的训练都是自己花钱请教

练，自己去俱乐部参赛。到了国家有

选拔赛、集训时，国家才会提供一些

训练经费。“这其实更符合奥运会最

初的精神，大家参与，然后有一个竞

赛的精神，并不像中共把体育政治化，

不是关心体育本身，而是想用体育比

赛的成绩贴金到中共自己脸上，还不

计成本，不计代价，不惜一切手段。”

中共在冰球运动上使用最多的归

化球员。男队总人数25人，里面归

化球员15名；女队23人，归化球员

为13名，两队总共48名运动员，归

化人数达到了28人。并且这些人不

是临时拼凑，而是以昆仑鸿星冰球俱

乐部的名义参加俄罗斯的冰球联赛，

都磨合了几个赛季。

归化运动员的国籍尴尬
美国之音引述美国密苏里大学圣

路易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苏珊·布劳内

尔（Susan Brownell）说法认为，

冬奥会组织者在中国冬奥会运动队中

谷爱凌和其他29名归化运动员公民

身份上保持缄默，是为了避免公开宣

布可能给予谷爱凌或任何其他在外国

出生和在外国长大的运动员罕见的国

籍法例外情况，在他们没有放弃双重

国籍时，就将他们归化成中国公民。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都想保持双重国

籍，如果你给予运动员双重国籍，其

他人就会马上说：“我呢？”

原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元华

说，很多冬奥冰雪项目在中国并没有

任何基础。中共为了拿出成绩增加民

众对其专制集权的认同感，只能走归

化捷径。在这个归化过程中，投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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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用归化运动员的背后

大纪元

新唐人

洗脑无效
报告揭中国“沉默大多数”拒中共

尽管中共在国内控制媒体、舆论，

同时严厉打击反对声音，但一项研究

发现，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保有独立

观念，不完全与中共官方立场一致。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报

告，显示中国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

其实对中共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并不

总是支持中共政府。

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较富裕和

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人，更可能支持

归化运动员谷爱凌的双重国籍问题备受外界质疑

中共为什么重用归化运动员？
答案很简单，中共不想冬奥会成

绩太难看。中国东北冬天也是冰天雪

地，为什么中国本土的冰雪运动还停

留在业余水平？因为中共把东北掠夺

空了。东北人因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背

井离乡，人才外流严重，打冰球的人

就更少了。

以黑龙江鹤岗为例，鹤岗是一个

开采了百年的煤炭城市，在中共的计

划经济体制下，鹤岗的煤被调配给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鹤岗工人没有得

到应有的补偿，所以鹤岗经济单一，

一旦煤被挖光，中共就抛弃了鹤岗这

座城市。

鹤岗人口持续外流，2020年鹤

岗全市人口约89万，与十年前相比

减少了16.7万，下降15.81%，剩

下的鹤岗人还有很多老人，找个冰

球运动员就更难了。鹤岗市政府在

2021年12月23号就应该财政破产

了，但是中共嫌“破产”难听，起了

一个新名词叫“财政整顿”。

伪满洲国时期，东北的GDP是

世界第四、亚洲第一，超过日本本土。

中共统治了70年，掠夺了70年，搞

得人才外流、政府破产。如果现在东

北GDP还是世界第四，中国冬奥会奖

牌至少是世界第四。所以说，中共用

归化运动员的奖牌掩盖的是对东北的

掠夺和破坏。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亲市场和非民族

主义的观点；多数中国受访者，支持

言论自由和生育自主。

专家认为，这为外界揭示了万马

齐喑的舆论场之下，真实的民意。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分析：“我们可

以看到，就是这个沉默大多数的人群

的存在呢，他实际上是触及到了一个

‘中共不是中国’‘中共也不代表中

国人’这个命题。这个应该是美国制

定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基点。”

民 

意



分析：黄万盛反映北京沉默的
社会菁英对中国防疫不满

中国政治评论员林声(化名)接

受访问时分析，黄万盛的讲话符合也

反映过去两年中国的社会菁英、自由

主义的知识分子、退休的老人、党内

干部元老等过去几年私底下一直在议

论的内容。他认为，“这种表达表明，

在中国存在庞大的沉默的大多数。”

林声指出，黄万盛的评论集中在

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社会菁英对

过去两年防疫模式的不满，既不科学

也不民主，效率很低；第二，沉默的

大多数担心新的资本在绑架中共、绑

架管理层。林声说，“华为啊、钟南

山的金域公司，这些受到高层喜爱的

资本或者说裙带资本，中国新兴的裙

带资本正在绑架中共的抗疫模式，绑

架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第三，黄

万盛在批评中共由领袖身边核心小圈

子所组成的决策模式，他们个人认识

的局限和思路以及政治性格，很大程

度影响中国政策，是相当危险的。

中国新冠检测龙头企业“金域医

学”一地区负责人因违反《传染病防

治法》被刑事立案。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此前被曝光曾替“金域”站台。

“我一点都不惊讶或是惊愕，这

是中国共产党经常做的事，他可以把

任何灾难作为他捞钱、抓钱的机会。”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表示。

中国封城、清零是练兵、演习
杨海英分析“清零”防疫政策背

后的政治目的是在练兵、演习，以“封

城、清零”老办法，用高尖端的科技

监视，让整个一座城市像武汉、西安

一样不动。然后可以把几万人迁到一

个地方，就像在新疆的做法一样。

杨海英：“我觉得他趁这个防疫、

灾难、清零在练习，以后像武汉、西

安这么大城市，全城起来抵制中共都

不可能，他已经得到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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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学者：“清零”背后涉及中共利益输送

近日，网路上流出一段哈佛学者

黄万盛在一场私人聚会谈话录音，其

中谈到中国防疫“清零”政策弊端。

黄万盛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化

研究中心、比较哲学研究室主任，现

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

“我总结三条：第一中国老百姓

怕死；第二中国做官的怕丢乌纱帽；

第三中国的专家不敢承担责任。”黄

万盛在录音中，为中国疫情防控现状

下了注解。

黄万盛指出，奥密克戎这个变种

病毒基因序列仍属新冠病毒序列，但

只感染上呼吸道与肺无关，所以美国

跟欧洲整个放开完全不管，真正完成

自然免疫，并宣布疫情到3月底可以

结束。

黄万盛：中国某集团通过核酸
检测赚了6700亿

“科技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核

酸的试剂跟疫苗的开发，已经成了跟

权力直接相关的利益集团。”黄万盛

揭露，中国这些领导的“(白)手套”

和家属们，染指核酸试剂，导致只要

有一两个病例，就让整个区域做全民

核酸检测，因为他们要的就是核酸试

剂的采购量，才能获巨大采购利润。

黄万盛进一步披露，“我前天才

得到数字，(这个狗屁集团)中国某

集团公司，仅通过核酸检测一项就赚

了6700亿元。”与黄万盛聚会的友人

在旁边听到这数字惊呼“不敢想像”。

黄万盛直白地表示，“全世界没

一个国家用这种方式进行免疫。这种

防疫就是给中共利益集团输送利益。”

他说，“包括现在强行要打疫苗，强

制打3针、4针，都是和背后利益集

团有关系。”

医疗系统性崩溃  权力高度集
中  拨款制药业上万亿90%购
买专利

黄万盛提出，为何美国确诊数增

加更多，却没有发生公共危机和灾难。

他归因于美国底层医疗系统健全，因

为医疗没有向权力高度集中。黄万盛

看到中国基层医疗的症结所在，“我

们全部的问题来自于我们的权力机

制，权力太过集中，他就把相关利益

高度集中起来，这对老百姓存在构成

很大的灾难。”

黄万盛表示，“这是系统性的崩

溃，中国每年政府拨款和民间资本进

入制药行业的资金有几万亿人民币，

但其中90%都用于购买国外专利。

自主研发能力非常差。”

录音独家分析：哈佛学者揭中共惊人“防疫”真相。

“清零”背后



在2022年2月5日的法拉盛大

游行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以多姿多

彩的方阵向父老乡亲送上节日的祝

福，并告诉民众“三退”是顺天意而行，

“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

2004年11月29日，第一则退

党声明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刊出后，为

了协助中国民众顺利退党，“全球退

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

迄今为止，已经有3.9亿人通过

各种渠道将“三退”声明传出，宣布

退出党、团、队（“三退”）。

大街上人头攒动，全球退党服务

中心的游行方阵中，只见50多英尺

长的金龙飞舞、来回穿梭，两只彩狮

上下腾跃，锣鼓声声。两旁观看的人

群争相拍照摄影，抚摸龙头狮面，沾

得喜气。

大型福娃拜年画“全球退党服务

中心恭祝朋友们新年好”和大横幅向

人们传递着天机和祝福：“除旧迎新春

入户 抑恶扬善福临门”“三退顺天神

灵护 九评进户福德随”“除恶避凶辞

旧岁 救人趋吉迎新春”。

游行当日，共有213人同意声明

“三退”，世人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

纷纷唾弃它。

退党义工韩女士见到一位50多

岁的男士，韩女士说：“老弟，祝你

新年快乐！告诉一件好事，瘟疫期间

如何保命保平安。共产党掩盖这场瘟

疫，导致全世界三亿九千多万人感染，

574万多人死亡。你过去参加了它的

党团队组织，发过毒誓把一生献给它。

这个毒誓要兑现的，你就遭殃了！今

天姐遇到你，给你起个化名退出它的

组织，你就平安了。”

他回答说：“共产党坏透了，我

早就想脱离它了。”韩女士给起了个

化名叫王家旺（他姓王），他爽快地

退了团队。他说：“你们法轮功是正义

人士，在扭转乾坤，非常了不起！”

义工王女士给一位林女士讲真

相。林女士说：“你看那边有些举红旗

的人，他们都骂人的，我问他们，‘你

们说共产党好，为什么来美国啊？’

他们就骂我，还想动手打我，就像流

氓一样，动不动就要动手打人，太不

像话了，真是一帮土匪。”看清善恶后，

林女士同意退出团队。

6 见证

法拉盛新年大游行 众人明真相做“三退”

2022年2月17日

明慧网

2022年2月6日，法拉盛新年大游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祝朋友们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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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 悟

2022年元旦，老年法轮功

学员A上街讲真相。超市前，A

给两个16岁左右的学生讲真相，

他们表面上很接受。A说：“你

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啊！”

然后给了他们一个护身符。

一个学生拉着A的手说：

“奶奶，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有

两个好同学不知道，我打电话

叫他们过来，你也给他们讲讲，

让他们也得救。”A信以为真。

结果，十几分钟后，来了一

辆110警车，从车上下来了两个

警察。

刚才那个学生指着A，对

警察说：“她就是炼法轮功的，

你们说举报法轮功有奖，你们

给我钱。”一个警察走到学生的

面前，严厉地说：“尽做缺德事！”

这两学生赶紧走了。其实，这

两个孩子也是因为听信了中共

对法轮功的污蔑之词，心灵受

到污染的结果。

警察回过头来，语气和善

地对A说：“上车吧，跟我们到

派出所再说。”到派出所后，警

察说：“都知道炼法轮功的是好

人，做事是为别人好，可是有

人不相信，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也快过年了，好，就在家炼，

别出来了。叫家里人来接你吧。”

不一会儿，A的女儿开车来了。

警察说：“回家好好看孩

子。”A说：“谢谢你们。”

觉醒的警察越来越多了。

觉醒的警察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