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甩锅 封城原来是居委干的

5月29日，微信号“IN

朝鲜”发布的朝鲜全面解

封的消息，但被中共封杀。

为什么被中共视为友邦的

朝鲜的消息遭封杀？

朝鲜在5月初疫情爆

发后，除了封锁、隔离，

还做了几件务实的事：在

电视台反复播放关于奥密

克戎的宣传片，说明其症

状很轻；朝鲜专家给出了

“发热病”治疗方案，鼓

励居家治疗；朝鲜政府始

终强调不能耽误生产等。

朝鲜抗疫一个月后，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或许

是这样走向解封的朝鲜，

让大动干戈、全民核酸、

大建方舱、在封城中花费

大量医保费用的中共，感

到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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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顾万明在文章中披露，上

海领导称，居委会是城镇居民自治组

织，居委会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

结果，不是政府指令。居委会发布的

信息只代表本小区大家的共识，政府

不对它的合法性负责。并且称，未来
居委会再提到“上级有关部门要求”，
除了有正式盖章文件的，原则上都是

口谕，政府不承认。

外界普遍认为，上海政府推责给

居委会的行为是卸磨杀驴。资深中国

问题专家横河表示，“没有来自中共高

层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居委会的命令

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居委会是最低政

权，警察它是调不动的，所以是有更

高层的权力授权的。”

“所以说，上海市党政机构要负主

要责任；作为居委会、中共最基层的

执行者来说，当你执行不讲道理的任

务的时候，甚至是犯罪的时候，你就

要想到，将来你个人是要承担责任的。”
在中共体制下，类似上海的人间

惨剧还会层出不穷，中共还有不讲道

理的命令下来。只要中共在，就会有

人作恶，但每个执行的人，他总要承

担自己的责任。

上海官方称6月1日全面恢复正

常秩序，但避提“解封”两字，并点

名居委会等不得以任何借口限制居民

出入小区。民众认为居委会成为上海

封城的“替罪羊”。

官方：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
5月31日，网易一度刊发了原新

华社记者顾万明的文章（现已被删除），

披露上海市政府相关领导表示，“上海

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

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上海

全域静态管理是按下暂停键。” 

顾万明说，想不到上海否定了“封

城”的说法，上海的抗疫一直是按封

城的要求执行，现在忽然否定了“封

城”，觉得名不正，言不顺。

微博账号“关洪导演”总结说，“始

于愚戏（4月1日是愚人节），止于儿

戏（6月1日是儿童节）。”

上海市政府甩锅居委会
上海官方在宣布解除封控时还要

求，居委会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居民

出入。这一要求被视为上海解封的标

志性话语，引发舆论哗然。

禁朝鲜解封消息
中共怕民众比较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左：上海通往江苏的高速路被设阻，上海人无法下车;右：上海居民自主拆除小区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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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点

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由各地政府承

担。在医保局发布核酸要财政掏钱

的通知后，很多地方政府把48小

时检测改为72小时，或改为自费。

四川阆中率先宣布“自费常态
化核酸检测”。当地卫健委的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政府承担不起”。

医保局不再承担核酸费用，地
方财政也没钱支付，核酸检测公司

纷纷陷入了回款“拖欠门”之中。

一家检测公司参与上海核酸大规模

筛查，做了一两个月了，至今还没

有结过帐。

常态化核酸有必要吗？

最近，媒体引述高盛的研究，

称常态化核酸检测是平衡“动态清

零”的手段，可以缓解、制约疫情

或大规模封控对经济带来的冲击。

美国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

院病毒学专家林晓旭表示，常态化

核酸没有必要。一个地方没有疫情，

为什么要常态化？核酸检测存在灵

敏度问题，只能在医院的实验室里
作为一种辅助的工具，由医生来判
定。推向全社会的时候，本身就是

中共开启常态化核酸运动，要

在省会和千万级人口城市建立步行

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一个关键

问题是：最终谁为这笔巨大的费用

买单？

清零政策肥了中企苦了百姓
据外媒报导，中共今年在防疫

措施上，估计花费将超过3,500

亿人民币，多达3,000家厂商将

从中获利。病毒检测等相关产业都

将大赚特赚。

比如上海润达医疗科技公司在

上海封城期间，4月份每天做多达

40万个病毒测试，一个月的收入

超过3,000万美元，几乎全部来

自政府财政开支。

但并非谁都能发财。知情人披

露，在北京能够做核酸检测的，据

说只有北京的关系还不够，得有更

高层，国务院的、副总理级别的关

系，才能快速获得检测资质。倒霉

的是老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

常态化核酸检测谁买单？
国家医保局5月26日表示，

开支巨大 常态化核酸检测难以为继

近日，一封《疑接苗患白血

病群体的公开信》在网络上广

传，发布者是来自全国的白血

病患者，年龄在3到70岁。他

们在信中表示，自己在接种完

新冠疫苗后患上白血病，因此

怀疑与疫苗有关，所以要求中

共彻查，给他们一个交代。

公开信称，一些患者已经
“自发统计了上千份案例”，“有

详细的数据和资料”，因此具

有“统计学意义”，并且还透露

目前“医院的血液科人满为患、

住院部的白血病患者暴增”。

然而，这些患者向当地疾控

中心申请鉴定后，得到的结论
一致是“耦合”，并被中共打压。

专家表示，中共对于新冠疫
苗在国内的不良反应的情况没

有任何通报，疫苗资料不公开。

中共疫苗的质量问题一直深受

外界质疑。

2022年6月4日

疑接疫苗患白血病
中共严控消息

2022 年 5 月 16 日，一名居民在北京大规模核酸测试中进行咽拭子检测。

不科学的。

时评人秦鹏分析，正常的经济

运转，企业会生成产品，它会生钱，

企业、政府都会赚钱，是个良性循

环。可是，常态化检测、清零，带

来的结果是大家都没钱，只有极少

数官商勾结的人发财。所以这种情

况下，高盛的测算就是个伪命题。

中共是政治挂帅的政党，在评

估利害关系时，会以稳定自己的政

权为最优先、最高考量，却漠视人

民生命财产损失和安全。中共是防
疫乱象的根源。

新唐人

大纪元



大陆中小学“毒教材”知多少？

近期，大陆少儿教材及绘本中

的插画内容不健康，被曝光后引发

广泛批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

多处插图人物形像变形丑陋，充斥

着纹身、色情、猥琐变态等内容，

致使很多学生家长感到气愤、担忧。

其实，中共利用课本混淆美丑

善恶、颠倒黑白，洗脑毒害青少年，

已经由来已久。

       利用世纪骗局毒害小学生
明慧网2010年5月19日曾报

道，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

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持续利用

2001年中共自导自演的世纪骗局

“天安门自焚”欺骗小学生。 

但也有一部分了解事情真相的

老师，已经公开在课堂上将“天安

门自焚”骗局讲给学生，使很多学

生明白：“共产党是骗人的。” 

据新华社报道，2001年1月

23日2时41分，一个叫王进东的

男人及4个女人先后在天安门自焚，

警察立刻拿出灭火器围住他们，不

到1分钟，火就扑灭了。中共央视

焦点访谈的节目中详细播放了自焚

现场情况。

在天安门广场巡逻的警察通常

不会随身携带灭火设备，这些设备

是从哪里来的呢？事件突发，央

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

晰，远景、近景和特写俱全。

中共当局宣称，近景来自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被没收

的磁带。但CNN回应说“不可能”，

因为CNN记者在事发后不久就被

警方拘留，并被阻止拍摄。

更不可思议的是，画面中王进

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

中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

损，人体的头发因含有角质蛋白，

最易燃烧，但王进东的头发还在头

上。警察拿着灭火毯，等王进东喊

完口号才做灭火动作，明显是摆拍。

       “政府一手导演的”国家
恐怖主义行为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就自焚

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

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

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在场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

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

备案。

新华社称“自焚”者之一的刘

春玲死于自焚，但录像显示，她是

被人用重物打中头部而倒下的。一

物体击中她的头部后又弹回空中，

不远处一位男子还保持着刚刚发过

力的姿势。

刘春玲12岁的女儿刘思影在

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气管切开手

术，然而她在术后第4天就接受新

华社采访，嗓音很大，还唱了一首

歌，这完全违背医学常识。但两个

月后，医院就宣布刘思影突然死亡。

中共深知迫害法轮功是反人类

罪行，为掩盖罪恶，导演出天安门

自焚嫁祸法轮功，没想到反而弄巧

成拙，罪上加罪。

2022年6月4日 明鉴 3

迫害图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三次印刷的“九年义务教育六年制
小学教科书”中的《思想品德》(第十册)，一直以自焚伪案毒害着大陆的小学生。

左：自焚中王进东两腿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右：记者不穿隔离服采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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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史回眸

强制流产，甚至见孕妇就踹肚子。

口号是：“宁肯断子绝孙，也要让

党放心”“上吊给根绳、喝药给一瓶”

等等。只有中共这样的邪恶政权才

能打出这些灭绝人性的标语。

为了打赢这场断子绝孙的人民

战争，中共自上而下成立了一个庞

大的计划生育系统，从人员编制到

培训，从医院配备到警力配合，是

一个完备的杀人集团和系统作业，

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妇女。

    灭绝人性的计划生育系统
中共各级计划生育办共有30

万个主任，50万名的中共专职计

划生育工作人员，而参与计划生育

执法的工作人员（含医生，警察等）

高达9200万人。断人子孙是伤天

害理的事，中共用利益驱动和政绩

需要为诱饵来推行“一胎化”恶政。

某“基层机关干部”曾爆料了

中共基层计划生育官员如何瓜分计

划生育罚款的内幕：其所在的乡镇

计划生育办对于早婚早孕的夫妇最

上海封城期间，一对年轻夫妇

拒绝核酸，警察上门威胁说，不核

酸会受处罚，影响三代，男业主回

答：“我们是最后一代！”此语不胫

而走，成为2022年的主打流行语。

年轻人不要孩子，不是不想

要，主要原因是养不起，住房、医

疗、教育和养老成了压在年轻人头

顶的四座大山。中国人口呈负增长

状态，要挖掘这一现状的历史根源，

不得不归咎于中共罪恶的计划生育

政策。

    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的政策
用杀人来解决社会问题是中共

的一贯传统，计划生育就是有计划、

有组织、长期地对婴孩和胎儿的大

屠杀，其凶残非正常人类之所为，

是有史以来一场生命的大浩劫。

1980年9月25日，中共开始

强制性暴力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

间，山东冠县还推出了一个匪夷所

思的“百日无孩”运动，100天内，

无论是否合乎计划生育要求，一律

中国计划生育40年杀了多少婴儿？

2022年6月4日

低处罚6,500元，超生一孩最低

罚1万元，一般标准为数万元，视

“关系”而定，其计划生育罚款的

分成如下：告密者15%、乡计划

生育办（组）20%、乡长、书记

35%、县计划生育委30%。这就

是为什么那么多官员支持“计划生

育”，因为有经济利益驱使。
到1990年代，执行“一胎化”

政策，成为考核官员表现的“一票

否决制”，即超生严重地区“一把手”

及相关官员升迁将受影响。要想当

官，必须按党的意志不择手段地屠

杀婴儿才可。民众称，计划生育工

作队简直是魔鬼化身，所到之处鸡

犬不宁，有超生嫌疑的孕妇被抓去

强制堕胎，即使七八个月的胎儿也

要打下来，就算是足月引产下来的

孩子，也得活活弄死，同时还要家

人交钱赎人。

    计划生育杀死多少婴儿
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

统计，中国每年记录在案的人工

流产手术至少1300万例，而这美

国国务院的数据，中国每年堕胎

2300万例，平均每小时2625次

堕胎。

如果以每年1300万计算，36

年来，最少有4亿6800多万胎儿

被屠杀。如果以每年2300万计算，

36年来，最少有8亿2800多万胎

儿被屠杀。

专家分析，还有私人诊所的人

工流产未统计在内，如果将那些未

统计的、药物流产的女性也包括进

来的话，这个数字会更高，但实际

数字很难统计完全。

计划生育标语“该引不引，株连六亲”。

文 爱德华

上接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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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超过3.9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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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3日， 是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三十周年

的日子，澳大利亚法轮功学

员与澳洲各界用不同形式同

颂、同庆这个美好节日。

“法轮功已成为世界上一
股强大的正义力量”

庆典期间，前澳洲人权

专员瑟夫‧欧斯多斯基博士在

发来的祝贺视频中表示：“法

轮功已成为世界上一股强大

的正义力量。”

“尽管法轮大法在中国受

到中共持续的迫害，但法轮功学员

既没有向中共政权低头，也没有以

恶报恶。法轮功学员一直保持着他

们对信仰的坚定，并以和平的方式

直面中共的残暴和污蔑。”

澳洲大律师：你们赢得了我
持久的钦佩和尊重

澳洲大律师、悉尼大学法学讲

师索菲‧约克在视频中表示：“你们

赢得了我持久的钦佩和尊重，不仅

因为你们崇尚真、善、忍的优良品

质，而且还勇敢地、坚韧不拔地抵

制剥夺本国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的

专制政权。”

“永远不要放弃！我对所有参

与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最良好

的祝愿，从现在直到永远！”

澳洲各地民众赞赏法轮大法给
子孙后代带来美好

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三十周年

的庆典现场，不少民众表达了对法

轮大法真、善、忍原则的崇敬之情。

悉尼民众萨利姆‧巴多尔是一

位刚刚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新学员。

“法轮功已成为一股强大的正义力量”

澳洲大律师索菲·约克女士。

他说：“《转法轮》中提到

了很多关于真、善、忍的价

值观，令人感觉到一种解脱

感。特别当我们在生活中遇

到任何不满意的事情，无论

是工作还是家庭，法轮大法
的法理指导你要接受并理解
它发生的原因，肯定会帮助
你解开难题，令你身心健康。

这是很了不起的修炼方法。”

萨利姆还表示，让世界

认知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并

加入到法轮大法的行列中是

非常重要的。

悉尼民众卢卡斯‧莱尼兹说，
他在街上行走时，被和平的音乐和
穿着黄衣服的人所吸引。由此，卢
卡斯了解到中共的邪恶本质，他赞
扬法轮大法的凝聚力和焕发出善的

能量。他说：“这非常好，我从未

见过。我将与同事们分享，因为他
们不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
不知道关于独裁统治的真相，所以
你们传播真相是件好事。”

更多的澳洲政要和民众向法轮

功学员表达最良好的祝愿，“真、善、

忍”价值观在澳大利亚引起共鸣，

人们纷纷谴责中共的迫害，并支持

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

贵阳市南明区92岁的饶继钰

老太太，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

从2020年3月起被监视居住、取

保侯审，现在面临被非法开庭。

2020年3月至5月，贵州省

针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

“清零”行动，各地派出所、社区、

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上门或电话骚

扰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也

大面积出现，连90岁的老人也不

放过。

2020年3月7日，当时90岁

的饶继钰被北京路派出所绑架，警

察非法抄家，抢劫走两套大法书和

8000多元真相币，后带她到医院

体检不合格，于晚上12点放回。

前几天，检察院的人到饶继钰

家说叫她请律师，老人说：我没犯

罪，我不请律师。来人说：法院已

下传票，过几天到你家来开庭。

饶继钰老太不识字，忧心忡忡。

这里正告那些积极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所有人员，迫害法轮功的中

共江泽民集团，犯下的是逆天大罪，

参与迫害的很多昔日当权者已经遭

报入狱！神目如电，请立即停止迫

害法轮功！

贵阳市92岁老太太
面临非法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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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证

也不去，大家伙硬把他抬上了车。

到了医院，首先做全身彩超检

查，结果正常，之后做个头部CT，

也正常。所有检查都没有电击的迹

象。因为检查不出来哪里不正常，

无法入院。我跟大夫商量，留我们

住一个晚上，用点软组织损伤的消

炎药。医生勉强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大夫让我们出院，

亲家公说啥也不在医院住了。这样

我们回到了家。到家后，村子里的

很多人都来家里探望，当知道医院

不留，什么事也没有时，七嘴八舌

地就说开来。村里有个叫老姐的说：

你们呐好好信吧（指法轮功）。

有个木匠说，我看到的时候（指

亲家公电击后从屋顶直挺挺摔倒地

上）是最吓人的时候，黑眼球都没

有了，瞳孔都散了，这真是你们师

父给救的。回家我让你舅妈也信（法

轮功）。

20多天后，我准备了20多桌

酒席，请了村子里的人们吃饭，亲

家公也到场了。

2010年春天，家里盖仓库，

完工那天，房子上的脊瓦完不了工，

亲家公要上去帮着干。因为房子上

空有高压线，为了安全，我在外面

监了一天的工，回屋准备做晚饭，

刚进屋就听外面喊有人让电打了！

我赶紧往外跑，只见亲家公躺

在地上，嘴、鼻孔、耳朵都是血，

眼睛让电流冲得已经突出眼眶。我

看到人电得这样了，心里知道华佗

在世也治不了了，只有求师父了。

我抱着亲家公的腿，跪在地上喊

“法轮大法好”。随后母亲也赶到了，

母亲也高喊，大法师父救命啊！

大约有五六分钟，亲家公突起

的眼睛回去了，清醒过来了。亲家

说，我这是怎么了？这时有很多人

围观。我摁着他的腿说：你别动，

你让电打了。他说：你让我试着动

动，看看咋样。

他活动了一下四肢，说：你们

别害怕，我胳膊腿都好使，头脑也

清醒。在场的人都不让动。大约半

小时，救护车到了。亲家公说什么

亲家公遭高压线电击　奇迹生还

202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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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所

谓的“清零行动”中，我也

受到了干扰。大概在2021

年11月份的一天晚上，警察

要到我家来。我说：“这是我

女儿家，你们来不合适，咱

们就到社区办公室说吧。” 

过了几分钟，他们果然

开车来了，有三个人，其中

一个是所长。一个小警察打

开记录仪对着我照相，我说：

“你先把记录仪关了，我又没

犯法，你这是侵犯人权。”所

长听我这么一说，就让小警

察把记录仪拿走了。那个小

警察又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

说：“从今以后不炼功就行了，

我们就不管你了。”我说：“我

既不签名，也不按手印。法

轮功修的是真善忍，你们听

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指令，

将来清算江泽民时，所有参

与迫害的都会被淘汰的。”

过了几分钟，所长又领

来一个人，那人说：“我是国

保大队长，你炼法轮功上级

让我们掌握你的情况。”我

说：“你们可别迫害法轮功，

迫害好人是有罪的。”大队长

说：“好就在家炼吧，注意点

安全。”又对那个小警察说：

“你送阿姨回家吧，天黑了，

路上车多。”我说：“不用送，

我自己回去就行。谢谢，祝

你们一生平安。”

国保大队长说：
送阿姨回家吧

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以净化人心和祛病

健身的显著奇效，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今法轮大

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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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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