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泄赤贫惨状 主播拍婚宴遭传唤

近日，中国经济学家

陈文玲在人民大学在线举

行的中美论坛上，呼吁中

共“收复台湾”并把台积

电抢到手，令舆论哗然。

外界评论中国的经济学家

都变成战狼了，她把中共

的真实想法都说出来了。

矢板明夫在脸书发文

指，陈文玲的“抢台积电

论”是反智的。他分析，

高科技企业需要人才和技

术，更要有一个自由的环

境。在天天开会学习领导

人讲话、动不动就封城的

国度，即便台积电去了，

也会很快垮掉。

更有评论说，台积电

本来就不是你的，你一定

要抢过来，这就是先天当

土匪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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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淇淋也触禁区
坦克蛋糕封冻网红主播

法学专家批常态化核酸
要求审查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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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调查的重点是该视频有没有

“恶意策划营销”。陈建回答，视频是

做公益或反映风土民情，无其他目的。

视频引发热议 网民惊叹
不少网友被“赤贫”的画面“惊到”，

感叹“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在地上吃饭？吃的是什么食物？

连桌子也没有？？”有网友说，“这已

经是很豪华的聚会了，在当地，只有

结婚这样的大喜事，才能这么来一顿。”

为何呈现真实生活状况的视频，

在当前的中国却成为禁片了呢？

脱贫假象 人间奇迹只是口号
2021年2月，中共宣布“中国脱

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但被外界

普遍认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时事评论员谢田表示，这段视频

“是在无意之中，把中共所谓已经脱贫、

繁荣了的假象给戳穿了。中国究竟还

有多少被掩盖的真相？中国人民也是

会反思的，所以中共会害怕。”

众所周知，中共的“脱贫”是面

子工程，“不能相信共产党的话，不能

相信它说的任何事情。”

日前，一段5分多钟的四川大凉

山婚宴视频火爆网络。视频中的婚宴

现场，记录了当地的贫困现状。目前，

该视频已遭全网删除，视频主播陈建

也遭到公安的传唤。

实拍婚宴遭传唤
视频显示，这是一场盛大的婚宴，

村庄里赶来赴宴的男女老少蹲在路旁，

地上摆着简单食物：酸菜豆腐汤。热

情的彝族村民们还把拍摄视频者请到

了新房内，隆重招待。

虽然视频里十分喜庆，但网友看

后却感到心酸，新人的新房破败不堪，

没有像样的家具、电器，甚至连可以

就餐的桌椅都没有，一盆酸菜豆腐汤

和一盆荞麦粑粑，就直接放在地上。

拍摄者陈建是一名视频主播，他

称这段视频保守估计已有几千万的观

看量。6月7日，陈建发消息说，自

己要被请喝茶了，因为婚宴视频的影

响太大，他已连续接到网监部门、美

姑县公安、政法、宣传等部门的电话。

官方人员指控陈健的视频展示当

地的赤贫状态，和政府的“扶贫胜利”

宣传相悖，影响了“扶贫脱困的形象”。

专家喊抢台积电
道破中共本意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近日，四川大凉山一段婚宴视频反映出当地赤贫现状，遭遇封杀。（网络视频截图）

大纪元 新唐人



2 热点

逝世，中国大学生发起了在天安门

广场及各地纪念胡耀邦的活动，后

来发展到要求中共反官僚、反腐败、

推动民主政治改革的运动。

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

将民众聚集定性为“动乱”。6月4

日凌晨，中共军队及坦克强行闯入

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据美国和英

国的官方数字，当时被中共屠杀的

大学生和市民总人数超过1万人。

每年的六四期间，中共都禁止

任何能够触发人们记忆六四的活

动，包括坦克、蜡烛、“6”和“4”

两个数字一起出现等等。

蛋糕事件让近亿粉丝了解六四
给李佳琦带来如此巨大麻烦的

原因显而易见，监管部门认定他踩

了绝不能碰的政治高压线，所以必

须将他断网冷冻。

李佳琦的粉丝多达1.7亿，其

中很多人是1989年后出生的，谈

论购物远远多于讨论政治。李佳琦

的直播被停播令这些粉丝费解。

当晚，无数80后、90后以及

00后群体，都在各个平台疯狂挖

今年是六四事件的33周年。

33年来，中共一直极力掩盖历史，

试图抹去中国人民对六四天安门大

屠杀的所有记忆，尤其是在每年6

月4日前后。但今年，网红李佳琦

因推广一款看似“坦克”的冰淇淋

蛋糕导致直播间被封，反而引起

90后网民探寻六四大屠杀真相。

第一网红推蛋糕 瞬间被封杀
6月3日晚上，直播带货领军

人物之一的李佳琦，在一次网络销

售直播过程中，向数以万计的观众

展示了一款和路雪（Wall’s）多

层冰淇淋蛋糕。这款冰淇淋蛋糕的

两侧装饰着奥利奥饼干，顶部似乎

是一个巧克力球和一根巧克力棒，

类似于六四事件中的坦克形状。

几乎是瞬间，该直播突然中断。

在此之后，李佳琦再没出现在网络

直播活动中。

六四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4月15日，曾在80年

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

冰淇淋也触禁区 坦克蛋糕封冻网红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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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一男青年拦坦克；右：李佳琪推坦克冰淇淋蛋糕。

掘李佳琦被突然封杀的原因，有人

甚至开玩笑说，本来谁都没有注意

到的那么一个画面，结果闹到现在

变成了半个微博都在讨论为什么封

杀李佳琦，也等于都在讨论“六四”。

有网友说，“谢谢李佳琦，如

果不是中宣部这么敏感封禁，本

90后 还 不 知 道1989年6月4号

发生了什么呢！” “我想着很久以

后许多00后，90后回忆起他们

的政治启蒙：‘那天我蹲了一晚上

才弄清楚李佳琦直播间为什么被

封。’”“李佳琦不关心政治，政治

也没有放过他。”

中共陷入自己制造的悖论怪圈
李佳琦是90后青年，接近李

佳琦团队的电商孙枚表示，李佳琦
团队为确保政治正确，一直与中共

政府保持互动。这样看来，李佳琦

本人应该是并不知道六四真相，才

对坦克蛋糕毫无警觉，误堕中共审

查陷阱。
因此，有网友总结出一条“李

佳琦悖论”，在网络上热传：“一个

人如果想完全不想触碰到中共的政

治禁区，他就必须了解所有的政治

禁区。当他了解了所有的政治禁区

时，就已经触碰了政治禁区。” 

中共审查欲盖弥彰
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表示，“这

恰恰与中共的初衷相反，这就是中

共最不想见到的。中共穷极一切手

段想管控民众的舆论和思想，但没

想到反而是这种极端的管控手段本

身成为了让民众冲破禁锢的契机与

导火索。” 

中共审查适得其反,所以说中

共体制走进死胡同，中共一定是自

己搞死了自己。 大纪元



法学专家批常态化核酸 要求审查疾控中心
北京时间6月5日晚，澎

湃新闻发表中国政法大学法

学教授赵宏题为《法治的细

节─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

法律问题》的文章，6月6日

迅速冲到热搜榜首。

赵宏直指常态化核酸检

测带来法律风险不少。首先

是政府为此耗费巨额经济和

人力成本，但各级政府如何

支付这笔开支却少有说明，

是否符合预算也处于黑箱之

中，这给公众监督带来困难。

赵宏强调，政府在决策

时应谨守“科学、理性和审慎”的

态度，由此才不至于使某些“僵化

过度的政策选择”，最终造成“不

可控的负面效果”。

地方政府严苛防疫乱释法
赵宏认为，有些地方政府采取

强制方式，如吉林四平的居民因错

过第25轮核酸，而被要求补缴前

24轮费用的事例。赵宏批评，将

所有违反当地疫情防控指令的行为

都视作“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

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

令”，是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50条的扩张解释和过度适用。

他指出，传染病的爆发流行，

仅属于中国相关法律中所称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时各地进入

的也只是“应急状态”而非“紧急

状态”，这两个概念要严格区分。

除扩张解释《治安管理处罚法》

外，四平市还擅自决定对不测核酸

的市民予以拘留和罚款等处罚。赵

宏文章指，如果说拘留罚款是限

制当事人人身自由、剥夺其财产权

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甚至是在

传媒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人

声誉的严重毁损。如此严苛的惩戒

既在个人未履行配合检验义务的行

为上，不当联结了根本无法律依据

的处置，也贬损了个人的人

格尊严。

呼吁审查疾控中心
6月5日，微博实名认证

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建

议全国人大对 “疾控中心”

进行违宪审查，派工作组进

驻，对违法行为审查，严惩

滥用职权、贪污腐败、以抗

疫为名义的各种违法行为，

以平民愤。他说，“要允许人

民群众讨论和公开批评。”

对此，时事评论员王赫

表示，法学专家建议审查疾控中心，

不是说他不清楚现在的问题出在根

子上，就是中共的动态清零上。那

么他说这段话是绕弯批中共制度，

他故意拿疾控中心说事。王赫分析

说，“在中国当前这个政治环境下，

他不可能拿当局的‘动态清零’方

针来说事，那个政治风险很大。”

中共文革式清零防疫，地方官

员为保乌纱帽，宁左勿右，层层加

码，随意限制民众自由，勾连核酸

公司，谋取暴利。有民众坦言，中

共上层为争权、中层为保官、基层

为捞钱，而百姓则生活在水深火热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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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建议全国人大审查疾控中心。（微博截图）

北京核酸检测内幕
20天3万 司机也干

天收入逾3万元，一起检测的同事

甚至有滴滴车司机和地产经纪人。

赵建毕业于重点医科大学检验

专业，他表示，检测工作专业门槛

很高，绝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做的。

赵建平均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

时。他说工作强度大还可以承受，

最难受的是这个行业现在特别乱。

第一天做兼职，赵建问一起干

活的同事：“你学什么专业？”结果

同事从没学过检验，之前是跑滴滴

的。除了司机，也有房产经纪人兼

职做检测。

他还透露，有招聘许可权的人

会把熟人、亲戚招来。这些没经验

的人会时常犯错，导致假阳性出现。

近期频频爆出核酸公司违规操

作，但很多核酸公司本身就是中共

权贵们的白手套。防控乱象的根子

在于中共体制的溃烂。

由于中共要求各大城市建立

“15分钟核酸采样圈”，使检测员

成为抢手行业，同时催生产业乱象。

一名在北京兼职的检测员赵建

（化名）在媒体上透露，他工作20

乱 象

看中国

新唐人



4 历史回眸

     中共不让饥民出离城市
国军被困数月后知道无法解

困，放饥民出城逃生。他们并没有
想到中共没有人性，会用几十万长
春百姓生命做筹码，捆绑国军，而
故意掐断百姓的最后一线生机。

共军在长春城外筑起100多公

里的封锁线，每50米就有一个士

兵拿枪守着，不让长春居民出城。

造成大批难民卡在国军守城线和共

军围城线之间的地段，进退不得。

1948年9月9日，林彪等人

给过毛泽东一个长春现场报告：“饥

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乘夜或于

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

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

此饿毙者甚多……成群跪在我哨兵

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

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

吊……”，“战士见此惨状，有陪饥

民跪下一道哭的，说‘上级命令我

也无法’。有将难民偷放的，经纠

正后，又发生了打骂捆绑，甚至射

击饥民的情况。”

幸存者说：“吃的是草和树叶，

渴了喝雨水，用锅碗瓢盆接的。这

些喝光了，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

军旅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

一书中，揭示了中共在辽沈战役中，

为取长春，不惜饿死三十万平民的

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段史实，今天

知道的中国人并不多。

     长春围困战
中共军队围困长春发生在

1948年5月23至10月19日。驻

扎长春的国军主官郑洞国，麾下

10万军马，是威名赫赫的抗战名

将。中共惧怕强攻付出巨大代价，

于是“围而不打”，切断国军外部

粮食和弹药供应。利用百姓与国军

争粮——城里多一张嘴，国军就多

一份压力。

毛泽东批准的围困长春使之

绝粮的做法是：“严禁城内百姓出

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

放出。”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

投诚。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

老实，在目前情况下（饥饿战)有

可能争取起义、投诚。”虽然毛毫

无怜悯之心，但毛很懂得利用人之

常情。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

绝望，但他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

持到最后。

不寒而栗的历史真相——长春饿殍战

2022年6月11日

都是蛆。就这么熬着。”

     长春围困死亡统计
长春围困战前，城市居民估计

在40万到60万之间，还不算无数

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5个月围

困战后，居民锐减到17万人。

日本方面估计饿死20万人左

右。当时在城中的前国军少将段克

文在回忆录中估计饿死了65万人，

他当时听说有个共军连长实在看不

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

无可忍，拔枪自杀。龙应台著《大

江大海一九四九》中认为，饿死人

数约有10～65万人。

     战争罪及长春模式
中共的部署，真的让长春变成

了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

骨之城，而中共却无耻地说成“兵

不血刃”！中共为了夺权，以令人

发指的手段杀害无辜百姓，古今中

外，绝无仅有！

作家杜斌在《长春饿殍战》中

写道，关于共军为何要将难民们饿

毙的问题，一位当年参与围困长春

的老兵说：“我们得到军令是，他

们（难民）是敌人，他们必须死。”

国际舆论认为，长春围城是

20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共产党应为这一灾难负责。但中共

要的是政权，历来视百姓生命如草

芥。后来，长春围困还成为中共加

以推广的“长春模式”，中共将领

粟裕曾说，这一模式在“若干城市

采用过”。其实，三年大饥荒和现

在的清零运动不都是长春模式的翻

版吗？

还原真相，讲述数十万冤魂的

痛楚，让悲剧不再重演。中共的存

在，是中华的耻辱。 大纪元

尸骨遍地的长春城



2022年6月11日 真相 5

我叫成德富，是重庆市垫江县

人，今年76岁了。我1997年开

始修炼法轮功，可是1999年江泽

民一伙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

压，我被关进重庆西山坪劳教所。

我妻子无法忍受，离我而去。

离婚后，我又找了一个老伴，

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多。2011年

7月，垫江公安局又多次对我恐吓

骚扰，老伴非常恐惧。她背着我写

了离婚书，交到法院后不辞而别。

我心里着急，决定到她的老家

周家镇去找她。没有找着，我失望

地坐上了回垫江的客车。傍晚6点

左右，客车刚开过一个叫峡口的村

子，我突然感到胸口被人拍了三下，

两个人拧着我的肩膀往前走，走的

速度非常快，只听风从耳边过。

过了一会儿，有人喝令：“到了，

跪下！”我抬头一看，前面台上竟

然坐着阎王。阎王问我：“你叫什

么名字？”我答：“我叫成德富。”

阎王又问：“多大岁数？”我答：“66

岁。”阎王大声说：“抓错了，第二

班快去湛江抓那个40岁罪大恶极

的陈德富，他才是该抓之人。”

阎王翻了一下案桌上的大本子

（大概是生死簿），往后翻很多页才

说：“抓错了，你是我请来的贵客。

你既然来了，不妨参观一下再回去。

你回去要做三件事：一、你回去告

诉阳间的人，阎王、地狱是专管惩

治坏人的，善恶有报；二、你回去

要多做善事多救人；三、你把我说

的和在地狱看到的一切告诉阳间的

人，以前做错了改好了就好，不要

再继续做恶。”我说：“记住了。”

于是两个差役带我走过奈何

桥，叫我抬头看血海。可把我吓坏

了，一望无边的血海里全是人，多

数是穿官员服装和公检法司制服的

人，也有穿工作服和白衣服的人。

人们被鳄鱼、毒蛇撕着肉吃，各种

哭叫声惊心动魄，太可怕了。

差役拉我说：“快抬头往这边

看。”我看到更可怕的场景：一望

无边的广场上摆着各种刑具。第一

个大刑具上绑着一个又高又胖的

人，两个刑役拿着大刀。差役说：“这

人是当官的，贪污受贿，到地狱

后割肉来还。”我问：“还得清吗？”

差役说：“都能还清，不还清就放过，

阎王都要受上天惩罚的。”

接着是四个穿执法服装的，反

绑在刑具上，一根钢钎横穿四人的

腰部，一边一个刑役，将钢钎一推

一拉，四个人叫声太凄惨，满地是

血。差役说：“执法人员应惩恶扬善，

他们却专害好人，下地狱就用这酷

刑偿还，一推一拉还一个受害者。”

再一个刑具是一男一女绑在刑

具上，陪同的差役解说道：“这两

个是在阳间乱搞男女关系的，通奸，

两个人都不要脸，都无道德。” 

我还想再看，阎王说：“时辰已

到，快回去。”两个差役将我托起

一甩，我大叫一声“哎呀！”同时

我听见有人说：“他活过来了。”

我慢慢睁开眼，问：“这是什么

地方？”医生答：“这是县医院急诊

室。”我把阎王讲的三件事和见到

替阎王捎话的贵客

的一切讲给他们听了。我说：“谢

谢你们救命之恩，你们太辛苦了，

我请客。”

医生和司机对我说：“今晚我们

就算第一次做好，谢谢阎王的贵客

给我们讲了地狱的所见所闻，多做

好事，不做坏事，争取到地狱不受

罪，吃夜宵就免了。”

和他们告别时，我流下了泪水，

我知道他们都能做好人。

遭劳教所残忍折磨
天津杜英光含冤离世

天津小学教师杜英光坚持

修炼法轮功，曾经历中共惨无

人道的折磨，不幸于2021年

11月9日含冤离世，年仅50岁。

杜英光是天津市大良镇蔡

各庄村人，大学毕业，1996年

修炼法轮功。2001年5月，杜

英光被绑架到天津市双口劳教

所，他遭到残酷折磨，如：针

扎指甲缝、电棍电击、烟头烧

手心，鼻子灌芥末水、鼻孔上

抹屎、猛抽嘴巴、棍子打、飞

脚踢胸口、连续十天不让睡觉

等等。杜英光在劳教所被迫害

致腹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水

肿、胰腺异常。

参与迫害的有原天津双口

劳教所警察佟秀和、大队长吕

某、杨志秋等。这里劝告参与

迫害者，悬崖勒马，不然恶报

来临后悔迟！

电

击

明慧网

明慧网



6 见证

我说：那我给你背我师父写的《洪

吟》，她说好。

我基本把《洪吟》背下来了，

她高兴地说：“太好了，这是我一

生听到最入耳、最难得的。”车快

到终点了。这位工会主席站起来说：

“呀！快到终点站了，我只顾听你

背书听你讲，忘记下车找厕所了。”

下车之后，这位工会主席握

住我的手兴奋地说：“我没问题了，

尿急病今天没问题了，我身体很轻

松，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我被尿

急症纠缠十几年，到处治不见效，

我今天忽然感觉身体轻松。”

我说：“你与法轮功有缘，你把

法装到心里了，当然要受益啊！”

她激动地说：“法轮功太伟大了！

我要修炼法轮功，不能失去这次机

会，我真正体验到法轮功神奇的能

量！真的太神了！”

后来，这位女工会主席跟我多

次联系，请了大法的书、教功录像

带，真正开始修炼了。

2014年春天，我在车站候车

时，给一位女士讲真相劝三退，她

说：“我是一个国企的工会主席，

是党员，你讲的很有道理，中共用

谎言治国、造假习惯了，我不信那

一套，我退。”

很快来车了，那个女工会主席

坐在车的最前座，我坐她旁边。她

跟我说：“我患有尿急症，中途得

下车两次找厕所，不然就丢人了，

为了下车方便，我每次坐车都要坐

前排坐。我想问你，为什么中共打

压这样严重你不放弃修炼？”

我说：“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

法，修炼真、善、忍这三个字。要

求修炼者必须做到先他后我，遇事

向内找，看淡世间一切，不断净化

心灵，这么好的功法我不会放弃的，

而且我亲身受益良多。中共对法轮

功是诬陷诽谤。”

这位工会主席说：“我现在明

白了，你能把你学的著作的内容讲

给我听吗？我想再深入了解一下。”

工会主席：我真正体验到法轮功神奇的能量

2022年6月11日

共产党的灭亡是天定的，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和反思，下

面举两个真实的例子。

刑庭庭长的请求。一天，我认

识的一个刑庭庭长，突然跟我说一

件事。他说得知自己在国外被列入

了被追查的名单，他恳请我帮助联

系去掉他的名字。

该庭长说，当初他给法轮功学

员判刑，是“610”（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非法组织）和政法委强制性的，

他不判别人也得判，所以没有办法。

现在知道被列入了被追查名单，他

法官求撤名与
博士退党

十分担心影响到自己及子孙后代，

并说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

博士终于退党。我认识一位博

士，她是一个单纯、善良、倔强的

人，之前给她讲真相她固执地不听。

一天，我再次给她讲真相，从

中共篡政以来的各种运动，到文化

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迫害

异议人士一点点地讲，她静静地听，

和之前的高傲、反对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

随后她讲了自己的经历，讲到

伤心处不断地流泪，她说自己一心

工作，为了创业，卖掉房子，她踏

踏实实地钻研，因为不善言辞，没

有背景，最终的成果却成了政府和

别人的，而自己还背负着一身债务。

说到退出中共组织，她发自内

心地同意。她说，当初是真心加入

中共，加入后才知道，中共完全是

说一套做一套，宣传中共如何好，

如何为百姓好等等都是骗人的。她

后悔加入，并说如果不是亲身经历

她不会相信中共是如此邪恶的。

可贵的中国人快快觉醒吧，我

们是神的子民，不是马列子孙，不

要充当邪党的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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