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部位于纽约中城的

高科技公司干净世界，目

前正式推出了“干净世界”

平台，可以呈现数百万的

视频和服务上亿的观众。

“干净世界”的执行

长James Chiu说，干净世
界“提供一个在技术和内

容上都干干净净的网络环

境”，将为人们带来正能

量和便利，“我们希望用

户感到安全，希望他们把

孩子也带来，因为这是一

个安全和干净的地方。”

“干净世界”采用了

保证数据安全的最新技术

和措施，用户不用担心个

人数据的收集和泄露。

欢迎访问“干净世界”：

www.ganjingworld.com

（国内需翻墙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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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拐卖婴儿
“社会调剂”挑战道德底线

AI用于党建
老大哥看着你

“这共产党太坏了
我要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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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裸奔”。

数据库泄漏了中共许多机密，已

经成为研究中国问题各领域专家、媒

体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重要资料了。

美国著名的中国人口专家易富贤

教授通过对信息的分析，他得出结论，

202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是假的，

中国的人口危机比想像的更严重。

数据还暴露了中共对公民进行的

政治迫害。在一个案件中，一名上海

居民于2018年被警方传唤，原因是

他使用虚拟专用网络（VPN）逃避中

共防火墙并访问推特，据称他转发了

“涉及（共产）党、政治和领导人的反

动言论”。

还有一条数据显示，2011年6月

上海普陀区警方接到举报，一信箱里

有关于宣传法轮功和《九评共产党》

的碟片，警察通知了国保掌握。

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观点，此次

信息泄露事件可能人为疏忽占主要因

素，但人为因素和系统程序“其实是

一体两面”，泄露事件凸显了中共忽视

对公民隐私安全的保护。

时评人秦鹏表示，中共搞数字极

权，是为了保政权，它没有精力也没

有心思搞好公民的保护。

近日，中国最大数据泄露事件引

发海内外关注。6月30日，一个名叫

“ChinaDan”的网络用户在黑客论坛

Breach Forums上发帖，宣称获取

了中国上海公安系统逾23TB数据量

的10亿中国公民的户籍、身份证等个

人敏感信息，以及数十亿条报警记录

等资料，并以10个比特币（约20万

美元）的价格出售。

数据库在网上暴露一年多
暗网情报公司Shadowbyte专门

在网上扫描搜寻存在安全漏洞的数据

库，创始人Vinny Troia在今年1月

发现了上海警方的这个数据库。

 “我发现数据库的网站是公开的，

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它，你所要做

的就是注册一个账户。”“由于它是在

2021年4月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下

载这些数据。”他补充说。

数据库泄秘 涉中共最敏感资讯
黑客在贩售数据的同时，提供了

25万个公民的信息样本。许多西方媒

体通过拨打样本数据库中的个人电话，

证实了信息的真实性。国内一人接到

电话得知缘由后，叹了口气说，“我们

创干净网络环境
干净世界问世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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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

网络安全专家称，一个常见漏洞导致了这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个人数据
泄露，也是中国所遭遇最大规模的网络安全事件。



“这共产党太坏了
我要退党”

2 热点

“以前抱过很多，派出所直接
上户口”

有关所谓的“社会调剂”，桂

林市卫健委人口家庭科邓科长答复

记者说：“在上世纪80年代确实是

有过这个政策，由当时的桂林地区

下发。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正在查

阅档案找具体的政策内容。”

全州县民政局社会事务部说，

“现在《民法典》出来就不行了。

以前很多抱过去，派出所直接给上

户口也是有的。”

这在全国是普遍现象。2011

年，财新报道《邵氏“弃儿”》称，

2002年湖南邵阳隆回县近20名婴

儿被计生部门抢走，每名婴幼儿送

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

元以上的回报。

2009年南方都市报称，2004

年，贵州镇远县将交不出罚款的超

生婴儿抱入福利院，称之为“弃婴”。

失踪的孩童哪儿去了？
有知情人士透露，二三十年前

在广西，谁家有超生儿，都会被强

7月5日，网上爆出

一份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

告知书，内容称，当地两

位居民“超生的孩子由全

县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

不存在拐卖儿童的行为”，

“没留存任何记录”，此事

件引发全网震惊、愤怒。

家属控“计划生育”
抢走血亲

该事件中邓振生与唐

月英夫妇是广西桂林全州

县农民，他们一共育有7

个孩子，失踪的小儿子出

生于1989年，名字叫邓小周。

因邓小周是老七，1990年邓

家被计生办人员扣押家具，再被逼

交6000元罚款，邓振生无法凑齐。

1990年7月，在计生办人员

高某的安排下，邓振生夫妇带着小

儿子邓小周住旅店，被突然出现的

5人抢走邓小周。邓振生夫妇报案，

一直四处打听小儿子的下落，但音

讯全无。

前几日，他们收到了全州县卫

健局的告知书，难以接受，将此事

发布在网上引发舆论的关注。

事件曝光引众怒 舆情沸腾
事件曝光后，多家媒体发声批

评：“社会调剂”的说法“突破了

一般的公众情感和道德底线”；人

伦底线应是一切人口问题的底线。

网友们愤怒谴责： “以后也别

打击拐卖儿童了，这不就是国企和

民企的区别么？”“每天都在刷新

着认知的下限，没救了。”

“还有多少罪恶没有揭穿。”“反

人类的地方，全世界的笑话。”

官方拐卖婴儿 “社会调剂”挑战道德底线

2022年7月9日

广西全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告知书。

希望之声 大纪元

行送到孤儿院，然后再被

“卖”到国外收养，6000

美元一个孩子。这都是政

府行为，是公开的“秘密”。

曾经在美国做国际领

养社工的张雯介绍说：到

2000年达到一年近1万

人，一半以上都送去了美

国。领养家庭要付费给福

利院，“如果是涉外家庭，

2000年 左 右 是3000美

金；到2005年左右提高

到3.5万元人民币。”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发表评论说，“他

们这样做，既可以完成所谓的强制

计划生育的各种指标、有政绩，同

时拐卖人口有利可图。”

他表示，这说明政府亲自参与

到这种违法犯罪里，此事件揭示了

公权力已无所不用其极，丧尽天良。

中共是否会道歉或改变？
迫于舆论压力，广西自治区与

桂林市两级政府部门都派出工作组

赴全州调查，那么，中共是否会道

歉或者改变，会追究无人性的计划

生育政策吗？

2011年邵氏“弃儿”事件，

当时官方介入调查，5个月后全面

否认了存在买卖婴儿的行为，要么

将婴儿称为非法收养，要么称婴儿

的父母自愿送给福利院。

财新编辑后来写道：“邵氏‘弃

儿’的真相在哪里？没关系，真相

在人们的心中……”

正如政经评论人士秦鹏所说，

中共不可能将事件真相公之于众，

更不用说赔偿。中共的邪恶完全是

无底线的。



AI用于党建 老大哥看着你

近日，安徽省合肥国家科学中

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在网上发文称，

成功研发出识别中共党员生物特征

的人工智能AI技术，能判断他们

接受党课教育的效果，进而甄别出

党员是否“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网友惊呼“老大哥在看着你”。

“老大哥”无处不在
文章提到，该研究院研发出名

为“智慧思政吧”的人工智能设备。

“智慧思政吧”被做成一个个封闭

空间，人坐在里面，就可以掌握他

内心是不是真心地接受党课教育。

消息被网民炮轰，“脑控” “太

可怕”“科技洗脑”。在舆论压力下，

上述文章和相关视频已被删除。

类似测谎仪器谈不上新科技
成果

安徽社会学者宋大安指出，合

肥人工智能研究院的所谓新科研成

果，就是一部测谎仪，算不上新技

术，在西方人权社会，对犯罪分子

也不会轻易使用这种测谎设备，这

也反应体制内官员悲哀的状态。

大陆前公安董广平表示，这说

明共产党的极度没有自信，它对底

下党员的极度不信任。

很多网友把这种AI设备当作

一个笑话：他们连正常人的思维都

没有了，把仪器说得很灵，但人的

面部也会做出变化；科研所把精力

用于此，根本无力应对科研挑战。

中共对民众的监控无处不在
据媒体报道，全球近10亿个

摄像头，一半以上在中国。摄像头

周围100米内装拾音器采样声纹，

每时每刻都有25亿张人脸图像被

储存。全国使用手机追踪设备。中

共正在从民众身上收集DNA数据、

虹膜样本和声纹，25个省份和地

区建立了男性DNA数据库。中共

要把所有的数据库整合到一起，“为

公民建立全面档案”。

中共在把全社会建成一个大型

的数字监狱。如果一个政党真的是

为老百姓谋福利的，还需要这么提

防民众吗？

2022年7月9日 聚焦 3

李家超被美制裁
无银行敢开户
无商界敢捐款

2020年8月7日，美国宣布

制裁11名损害香港自治的中港官

员，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保安

局局长李家超均受到制裁，他们在

美国的资产被冻结，在美国有营运

的银行也不能为其提供金融服务。

此前，林郑月娥曾公开说，她

被迫每天花现金，家中已现金成堆。

据报道，在美国制裁令下，没

有任何大亨直接捐助李家超的竞选

活动。因为许多香港商界精英在美

国有资产，他们已意识到为李家超

参选活动冠名的后果。

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民主

抗争运动，200万港人抗议示威，

遭中共及港府暴力镇压，时任保安

局局长的李家超配合中共，镇压抗

争者。

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因参与破

坏香港人权及法制被美国制裁，银

行不敢为他开户。港媒披露，李家

超参选时只能收现金捐款，购买点

钞机数钱。 大纪元

动
态

河南洛阳新安县八陡山

村的一女高中生冯梦月，今

年高考取得601分，却在7

月1日不幸遇害。哥哥发帖

指控凶手，随后被删帖封口，

很快又传出哥哥去世的消息。

据媒体报道，受害女的

村里有个残疾光棍的同姓伯

伯，出于嫉妒，对她痛下毒手。

警方4日也宣称，抓到嫌犯

冯某民（男，51岁），已招供。

但死者的哥哥冯浩在微

博透露的内容与该说法有差

异。冯浩称，冯梦月是被一

名恶霸闯入家中拖走，然后

在废弃洞穴内被残忍地杀害。

他还指控，这名恶霸作

恶多端，但因为“背后有领

导撑腰”，多次犯法都逍遥法

外。但冯浩很快就被消音。7

月6日，冯浩也出事了。

众多网友痛斥中共治下

的不公：“天黑得快看不见

了。”“这盛世，不要也罢！”

大纪元 新唐人

豫高考女生被杀
哥哥控凶也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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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两罪并罚，足以判十年监禁，

倪匡不堪忍受，于是他听从朋友的

意见，1956年末，他连夜骑马往

北方逃亡，原本想逃到外蒙避难。

他骑马却误跑到了火车站，就

坐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到了大

连，后又乘船去上海，当时上海亲

友也不敢收留他太久，他就寻找机

会准备偷渡香港。1957年7月的

一个雨天，倪匡花费了150元，终

于成功偷渡到香港，成了英国管辖

下的香港公民。那时，倪匡22岁。

多年后，倪匡说：“如果不从内

地来到香港，非但没有机会写作，

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反

右’我肯定过不了关，‘文革’也

挨不过。幸亏来了香港……”

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
爱国

倪匡反共立场十分坚定，他认

为中共完全违反人类的历史文明，

“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控

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

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

倪匡一直很反共，他生前即表示“共

产党的本质不会变”。

著名香港科幻小说作家倪匡7

月3日逝世，享寿90岁，消息迅

速登上微博热搜，逾万网民到倪匡

已10年没使用的账号下面留言悼

念。国内多个媒体报导倪匡逝世，

但却闭口不谈倪匡对中共的看法。

如果不逃到香港，连继续
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

倪匡，原籍浙江镇海，1935

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知识分

子家庭。他小时候跑去看过枪毙“反

革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种

场面，“回来吃不下饭。”

1951年，16岁的倪匡报考了

“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成为一名“公

安干警”。1955年，倪匡去了内蒙

古第四劳改管理大队。期间，倪匡

饲养的狼狗咬了总队书记，因此成

为批斗对象，倪匡不得不检讨，承

认自己有“潜在的反革命思想”。 

1956年冬天，风雪太大，运

煤车不能把煤送到，很多人都冻死

了。倪匡拆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木桥

当柴火，结果被冠上了“破坏交通”

的反革命罪名，倪匡被关小黑屋。

天天思想汇报、开会检讨，又

“反共才是爱国”    的倪匡：共产党本质不会变

2022年7月9日

经历广东土改的倪匡，指出很

多人对中共已故领导人还存有幻

想：“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是无辜的。”

每当听人说共产党进步了，他就

说：“人家问食人部落领袖现在怎

样了？他说我们进步了，用餐刀吃

人肉。共产党现在的所谓进步就是

用餐刀吃人肉。”

30年前倪匡的小说《追龙》中，

曾“预言”东方将有一个大城市要

毁灭，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因

其优点尽失。后来倪匡提到，这个

城市就是香港。他说，香港消失的

优点就是“自由”，“主要是言论自

由，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没

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其他自由。”

对于所谓的一国两制，倪匡早

就知道它是骗局，“我根本不相信

一国两制这回事”，“共产党说了算，

有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

党说的，共产党的话什么时候靠得

住？数十年来没有实现过一句话。”

但倪匡认为自己爱国，“爱到

极点！”他曾写下两句口号：爱国

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

信神后的倪匡对人生有了
新的认识

倪匡作品里有很多轮回、因果

报应的故事，倪匡相信人死后有灵

魂，认为不同生物通过修练，可以

使身体产生变化，就会成人或成仙。

1986年，倪匡受洗成为基督

徒，原因是与牧师祷告后，治好了

多年的酒瘾。信神后的倪匡对人生

有了新的认识。倪匡的太太患脑退

化后，倪匡悉心地照顾太太的生活。

倪匡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遗

产，他对共产党本性的洞见，将继

续警醒更多的善良人。 秦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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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7月1日是加拿大155

周年国庆纪念日，自从疫情开始停

止了两年后，2022年7月1日又

迎来了各城市盛大的国庆游行活

动。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

国乐团和腰鼓队再次受到邀请，参

加了在密西沙加市举办的国庆游

行，深受观众的喜爱。

华人：赞同“真、善、忍”　
选择“三退”

黄女士是一名来参加游行的某

华人团队成员，很早就移民到加拿

大。她说：“中共是在祸害中国百姓，

尤其是近期大陆的‘清零’活动，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做，这对百

姓的危害很大。”

“‘真、善、忍’的理念是对的，

现在大陆出现的各种假货遍地，什

么毒疫苗毒奶粉，就是中共在毁掉

中国人心里的真和善。”她还表示，

法轮功学员提到的中共是对整体中

国人的迫害，这个说法很对，中共

不能代表中国，不能代表中华民族。

最后，黄女士用化名退出了之

前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学

员最后把保平安的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告诉了她，

她非常感谢。

大陆新移民：爱国不是爱党
缕女士刚刚移民加拿大不久,

学员向她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真相。

缕女士很认同法轮功学员所说

的“爱国”是爱自己的民族，爱自

己的同胞，并不是高调地所谓“爱

党”，中共不能代表中国。她用化

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多伦多国庆节游行　民众喜爱法轮功

当地居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
信仰“真、善、忍”

帕蒂班先生和妻子伊娜女士一

起观看游行，当了解了法轮大法的

基本信息后，帕蒂班先生表示：“不

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有益身心，这很

不错啊。而且我觉得‘真、善、忍’

对现在的社会很有帮助，我希望能

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跟随他。”

伊万一家人在路旁观看游

行，随着天国乐团的音乐拍掌。

他们表示这是第一次听到天国

乐团的音乐，全家都非常喜欢。

当得知乐团所有人都修炼

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

轮大法时，芭芭拉和娜塔莎同

时说：“这真是太好了，这能带

给我们和平、幸福、以及快乐。”

明慧网

7月1日，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参加在密西沙加市的国庆游行。

天安门“自焚”真相真 相

大量证据表明，天安门“自焚”漏
洞百出。下面仅举一例。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盛汽
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试验表
明，用火烧雪碧瓶，7秒收缩变形，
10秒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
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左：帕蒂班先生和妻子伊娜；右：伊万、芭芭拉、娜塔莎（从左至右）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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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管你，任何不好的东西进不去你

的空间场，你就高密度地默念九字

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经过交谈，她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

平安度过无数艰辛 感恩师尊
2022年5月11日她写了一篇

日记，摘抄如下：

今天早上起来核酸结果出来了

“阴性”，我心情特别地高兴，这次

我终于战胜了疫情，真是太不容易

了。我从4月2日密接，隔离到5

月11号，在这期间有无数的艰辛，

无数的泪水，有无数的无奈，但是

有（法轮功）老师的支持和帮助，

我熬过来了。在我心里有个意念，

有老师保佑我，肯定会没事的，在

这期间老师是我的精神支柱。在这

里我特别感谢恩师，感谢恩师帮助

我度过了无数次的难关……没有恩

师的保佑和保护，靠我自己是扛不

过来的，再次感谢恩师对我的厚爱，

谢谢啦！

这篇日记表达了女儿的肺腑之

言。尽管她是个严重的“密接”者，

但她诚信师父和大法而没有染疫，

这就是奇迹。

我家住在吉林市，在疫情期间，

我的大女儿是个严重的“密切接触

者”，但是她却有惊无险地躲过了

这一劫。我给大家讲一讲她的经历。

女儿身边的人接连确诊
大女儿没有修炼法轮功，但是

她从我和她爸爸修炼法轮功后的身

心变化，看到了大法的美好和殊胜，

她特别相信法轮大法，平日里总是

佩戴着真相护身符、默念九字真言。

大女儿退休后在一家大医院的

食堂打工，因吉林市是这次疫情的

重灾区，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吃、

住都在统一安排的环境，两个人住

一个房间。大女儿和同住的女同事

很熟悉，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防护和

戒备，可巧这名女同事被传染上了

病毒，检测为阳性，之前刚好女儿

过生日，她俩在一起吃的蛋糕。

而且，她们对门住着两名男同

事，女儿还帮助他们拖地等等，没

想到其中一名男士染疫，随后同屋

的另一名男士也检测出阳性。这下

可把我女儿吓坏了，哭着告诉了我。

听完后，我对大女儿：“你别哭，

你绝对不会有事的，坚信师父一定

“密接”女儿躲过了这一劫

2022年7月9日

“三退”保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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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亿人“三退”。全球
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
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更多真相，请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2022年5月13日，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举行盛大游行，庆祝第23届“法轮大法日”。

“这共产党太坏了
我要退党”

我有一位亲戚中专毕业，在

县城的一个药厂工作，这药厂

的效益不太景气。

一次，我去那儿办事见到

了他。聊了一会他的工作情况，

我就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中共

党、团、队会给你带来好运。

他很认同，我送给了他一本《九

评共产党》。

后来听他妻子说，他把《九

评》看完之后，很生气地说：“这

共产党太坏了，我要退党。”第

二天上班，他直接找到党委书

记说退党，当时在场的人都愣

住了，书记说：你不正常了吧？

是不是发烧了烧的？不许退。

他大致地说了几句就走了。

他的言行得到了福报。他

自学考试拿到了会计证，现在

他在一大型公司分公司任会计

主管，年薪50万左右。

今年他的孩子考上了研究

生。这是他们一家都相信大法

所带来的福报。

福 报

“三退”保平安

明慧网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