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日晚，佩洛西座机

落地台北松山机场，众多

小粉红崩溃。有人直播狂

扇自己耳光、狂砸物品。

也有大批小粉红不是自

残，而是将矛头对准中共。

有视频显示，一名男

性粉红在厦门政府大门前

大骂：“美国都到这边了，

共产党都不敢吭一声！”

视频中，中共厦门市委、

市政府、人大、政协的牌

子下方，都堆满了刚刚砸

碎的鸡蛋壳。

一名小粉红从支持“开

战”，到失望愤怒，最后

痛斥当局“玩弄民意”、

高喊“改朝换代”。一名《南

都周刊》记者痛斥中共“窝

里横、愚民、低智、无德，

还妄想做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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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抵台 微博崩了
网民：中共纸老虎被抓现行

佩洛西访台的前一天，微博热搜

前十几条都是煽动民众“挺战”的话题。

2日晚，就在佩洛西抵台之际，大陆

新浪突然“微博崩了”，无法访问，民

众纷纷表示，这是“微博战略性崩溃，

人为断网”，控制舆情，保党国颜面。

针对佩洛西抵台，中共的“反制

行动”是“五部门”反复口头表达“坚

决反对”。社交平台一片骂声：“让我

们见证纸老虎现形。”“说好的共军‘军

机伴飞’呢？说好的‘击落’呢？”

网友转发一段男童将气球吹爆的

视频，配文“瓜娃别哭，以后别吹了”。

有评论说这是中共转移国内矛盾。但

这些视频和帖文都很快被删。

也有网民反讽,“宣布：即日起，

禁止佩洛西来华旅游，……，禁止佩

洛西去唐山吃烧烤，限制佩洛西在中

国村镇银行存款，在城镇购买期房的

权利，只要她敢踏上中国的领土一步，

就立马给她赋黄码，抓去做核酸，让

她寸步难行！”

中共搬起民族主义这块石头，精

准地砸在了自己的脚上。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2

日晚间抵达台北，小粉红炸锅，中共

的表现与此前大相径庭，引发大量网

民嘲讽、怒讽中共才是纸老虎。

佩洛西访台前 中共全方位恐吓
佩洛西访台消息传出后，中共不

断对美国及台湾发出强硬的军事威胁，

举行实弹演习和备战调度。7月29日，

中共第80集团军微博挂出“备战！”

中共外交部、国防部都反复叫嚣

“严阵以待”“绝不会坐视不管”“拭目

以待”等。《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

进在推特叫嚣解放军军机伴飞，更声

称用导弹直接把佩洛西专机打下来。7

月30日、8月1日，中共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在推特上发文，为外国网友

科普“纸老虎”的涵义，影射美国。

中共安排多重军事演习。东部战

区7月30日在台湾海峡最窄处、距离

台湾新竹仅125公里的福建平潭附近

水域进行实弹演习。8月2日上午，中

共还派出了多架军机逼近台湾海峡中

线，“极具挑衅意味”。中共还派出多

艘军舰停留在海峡中线附近。让外界

感觉，中共咄咄逼人，中美必有一战。

小粉红纷纷倒戈
官门被砸臭鸡蛋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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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大纪元

佩洛西抵台 中共纸老虎现行

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举行会晤期间发表讲话。（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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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点

信吗？”“钱放哪都比放银行安

全。”“哈哈，我说五年都保不齐取

不出来，还二十年。”“玩个新花样

挖老百姓的钱包”“天天算计老百

姓”“是我看着太像傻子了吗？”“好

事能摊到我们平头百姓头上。”“韭

菜就躺平，任凭他蹂躏。”

大陆民众王先生说，这很明显

就是养老金不够，又骗老百姓去存，

“整天忽悠老百姓。”

分析：养老“第一支柱”亏空
“第二支柱”名不符实

据官方说法，中共称已初步建

立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及职业

在经济下行、失业潮和退休潮

并起之际，今年官方推行个人养老

金制度，日前宣布设立特定养老储

蓄试点，但民众纷纷表示不信任。

官方推“特定养老储蓄试点”
民众抱怀疑态度

中共银保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

7月29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

定养老储蓄试点工作的通知”，称

将由工、农、中、建四家大型国有

商业银行在合肥、广州、成都、西

安、青岛开展特定养老储蓄产品试

点。试点产品期限分为5年、10年、

15年和20年，利率略高于大型银

行五年期定期存款挂牌利率。

通知称，这项试点是为落实中

共有关“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决策

部署”，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

根据通知，试点预计今年11

月左右开始。单家银行试点规模不

超过人民币100亿元，试点期限一

年。储户的特定养老储蓄产品存款

本金上限为50万元。

但通知公布后，民众纷纷表

示不信任。微博网友留言：“我说

对不起你只能没关系：银行值得

大陆试点养老储蓄 被讽忽悠百姓

大纪元

年金、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三支

柱”养老保险体系。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三

个所谓支柱,第一个是社保基金里

的养老金，这一部分钱实际上是企

业和个人交的钱，政府代持。然后

等职工老了，它要返还的。但现在

这些钱入不敷出。几年前就出现了

巨大的亏空。

资料显示，去年，中国养老第

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

亿。未来10年，全国的养老金缺

口预计有8万亿到10万亿。分析

表明，“80后”很可能成为无养老

金可领的第一代。

李恒青说，“第二条支柱其实

不算支柱，它实际上就是企业的退

休金，原来一些国营企业，尤其是

央企，他们是有退休金的。民营企

业根本就没有这一块。而且现在的

央企和国企，能够支付退休金也是

非常少的，拿不出来这个钱。”据

人社部数据显示，全国只有3.85%

的就业人口，参与了企业年金或职

工年金。

时评员王赫表示，中共财政已

经山穷水尽，中共掩不住，外界早

就看穿了。

中共所谓养老第三支柱，就是

现在搞的以自己的储蓄养老。

今年4月，官方首次推出了个

人养老金制度。旅美经济学者李恒

青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原来说什么

计划生育好，承诺政府来养老，但

它从来不兑现承诺。忽悠你时什么

都敢说，履行义务的时候，一条标

语就把所有的事情解决了。

近年网络流传着一系列

报纸截图：从“只生一个好，

政府来养老”（1985年）到

“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

（1995），到“养老不能靠政府”

（2005年），再到“推迟退休好，

自己来养老”……中共现在开

始大搞个人养老金制度，网友

们纷纷感叹养老看来只能靠自

己了。

从“政府来养老”
到“自己来养老”

大纪元

2022年8月6日



【特稿】      四亿人三退 红朝将倾 退党保平安
美东时间2022年8月3日早

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声明退

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的人数突

破四亿!这是退党运动新的里程碑，

也是全球去共化的重大事件。

2004年底，大纪元发表《九

评共产党》，引发了中国民众退出

中共的“三退”大潮。这场精神觉

醒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它从内

部和平瓦解邪恶，唤醒人性，必将

彪炳史册。

当前，中共已至穷途末路，内

忧外困无解。

中共是世间最大的邪恶
《九评》编辑部指出，共产党

是一种生命，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

生灵。它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

来毁灭全人类。从巴黎公社流氓暴

徒的烧杀作乱，到今日中共的所作

所为，共产党一百多年在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灾难性实践表明，它是个

极其邪恶、残暴、虚伪的货色。

中共是共产党今天在世间的最

大代理，集所有邪恶于一身。

从土改、镇反、反右到文革、

“六四”，再到迫害法轮功，再到迫

害基督徒、维吾尔人、藏人、维权

律师、访民等等，中共一次次对国

内民众举起屠刀，此等暴虐举世罕

见。其中针对信仰“真、善、忍”

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已经持续23

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甚至被残忍地活摘器官。由于中共

严密封锁真相，真实死亡数字和镇

压之惨烈尚不为人知。

据《九评共产党》一书统计，

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

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

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今年上半年，大陆的各种乱象

和悲剧接连不断。2月份，徐州惊

爆“铁链女”事件，中国妇女拐卖

现象震惊中外。春天，上海野蛮“清

零”导致了严重的次生灾害，许多

人因得不到及时医治而丧生。6月，

唐山打人事件引发舆论风暴，暴力

凌弱之猖狂，不正是中共摧毁道德

导致的恶果吗？接下来，河南乡镇

银行受害储户维权遭镇压，中共治

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难隐藏。

尽管民不聊生，中共却一刻也

不放松对民众的监控和压制，抄家、

抓捕、判刑、酷刑、骚扰、禁止出

境等非法恶行继续上演。中共已完

全蜕变为与民为敌的黑社会政权。

此外，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

法》，摧毁“一国两制”。在新疆建

立100万人集中营迫害维吾尔族人。

在国际上，中共加大力度对外

渗透和扩张，利用“一带一路”计

划掠夺他国资源，并且对外国政客、

智库、各大财团、科技公司、媒体

等施加利诱和威吓，腐蚀无处不在。

自由社会觉醒 中共走向末路
近几年，中共迫害人权的官员

2022年8月6日 聚焦 3

大纪元

2022年7月21日，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举行大型游行活动，声援4亿人三退。

屡屡遭到美国制裁，中共各类代理

人在海外接连被判刑、被取消永久

居民身份。世界上28个国家已制

定或准备制定人权法案，对人权迫

害者拒发签证、冻结其海外资产。

2020年10月2日， 美 国 移

民局公布了新的政策：“一般而言，

除非特许，凡属共产党或任何其他

极权党或分支机构的成员申请移民

的候选人都不得进入美国。”

今年5月12日，美国联邦众

议员班克斯推出《共产党签证透明

度法案》，要求所有赴美签证申请

人报告与共产党（以及与中共军队、

准军事组织、执法部门、公安部门

或国家安全部队）是否有任何关联，

其目的是为了防止中共对美国签证

制度的滥用。

退党才能保平安
中共号称拥有九千万党员。这

些人的党员身份以及他们长期对党

的服从、配合，正是中共赖以生存

的依托。当中共垮台后，党员将面

临清算，所有曾推动和参与犯罪行

为的人员都将接受调查和审判。

中共不等于中国。退出中共，

就是为自己选择光明的前程、为民

族开创美好未来。



4 百年真相

当地领导认为她是“现行反革命翻

案”，两周后，李九莲再次被抓捕。

1974年4月26日，当地群众

自发成立“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

会”，要求彻查真相。他们持续向

赣州市、江西省、中共中央反映李

九莲的冤情，申冤大标语贴满街头。

身为景凤山小学教师的钟海

源，原本不认识李九莲。但她被李

九莲的睿智和勇气打动，希望能为

李的平反尽一点力。于是，她主动

到调委会做义工，担任播音员。

那时候，中共极左路线占主导

地位，1975年5月，公安部批复：“李

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是反革命性

质组织，应予取缔。调委会主要成

员先后被捕。

钟海源没有退缩。1974年11

月29日，她散发传单时被抓捕；

因为坚持“李九莲无罪”，她被判

刑7年。没多久，另一个罪名又来了。

由于公安部支持江西省委镇压

“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钟海源

对时任公安部长华国锋没有好感。

1976年4月，华国锋担任中共中

1978年4月30日，江西省新

建县的一个刑场上。

44年前的一场活摘惨案
钟海源被两名武警架到指定的

行刑地点。一个副营长故意朝她的

右背开一枪，不把她打死。然后，

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几名医务人员，

迅速把她抬上附近的一辆篷布军

车。军车上早就搭好了一个临时手

术台。几名医生和护士，以最快的

速度，取出了钟海源的肾。

手术过程中，钟海源的鲜血流

遍车厢底板，滴滴嗒嗒溅落到地上。

一名老军医用拖把来回拖车厢底

板，再把拖把上的血挤进一个塑料

桶，几次之后，竟盛了半桶之多。

钟海源为何被枪杀摘肾？
事情的起因，和另一名铁骨铮

铮的女子李九莲有关。

1969年5月1日，李九莲因

为男友告发她反对中共第二号人物

林彪，被江西省赣州地委以“现行

反革命”罪名抓捕。1971年林彪

坠机事件后，赣州地委不承认抓错

人，只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

矛盾处理”的说法把她放了，分配

到江西兴国钨矿厂当工人。

李九莲在工作、生活中，仍然

受到各种刁难。为讨回公道，她从

赣州到北京不断上访，但都没结果。

从1974年4月4日起，李九

莲接连在赣州公园贴出六份大字

报，声明当初反对林彪没错，要求

彻底平反。大字报引发强烈反响，

很多人同情，支持声援她。但是，

惨不忍睹 打抱不平的侠女被中共枪杀取肾
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被监禁的钟海源在表态会上

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这句话

成了“恶毒攻击华主席”的罪证，

她被加刑至12年。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

被抓，华国锋成为中共党政军最高

领导人。此时，钟海源还是不认罪。

她数十次和看守辩论，每次都遭到

严刑拷打。最后，在小腿骨被打断

的情况下，她居然在监狱墙上写下

“打倒华国锋”五个字。1978年4

月30日，钟海源被判处死刑。

据《惨死荒郊的两位女政治犯》

记载，当时，南昌92野战医院住

着一名飞行员，是高干子弟，患肾

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肾，而且必须

从活体上取。医院到处寻找肾源，

结果找到了即将被执行死刑的钟海

源。一条鲜活生命就这样被残害了。

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
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

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据《凤凰周

刊》报导，广东省中山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透露，2000

年是中国器官供体从短缺走向爆炸

性增长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

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

2014年9月，“追查国际”的

录音电话调查显示：时任中共军队

总后勤部卫生部长白书忠指证，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江泽民亲自

下的命令。

活摘器官罪恶证明中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反天、反地、反人类、

反神佛的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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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大纪元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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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

之前，国内媒体对法轮功有过很多

正面报道。1998年7月10日，《中

国经济时报》第6版〈百姓广场〉

栏目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

了河北省邯郸市家庭妇女谢秀芬在

瘫痪16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

了行走能力。

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

报》报道了患高位瘫痪、全身70%

部位麻木失灵的广州迪威皮革有限

公司统计员林婵英，在炼法轮功后

恢复了行走能力之事。

除媒体报道外，从1992年法

轮功传出至今，从国内到国外，还

有很多祛病健身的奇迹广为流传。

篮坛宿将：炼功一个月　脱胎
换骨的变化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故事：他们站起来了！

明慧网

“八一”篮球队、军区队和总

后勤部篮球宿将王金菊，在篮球场

上挥汗拼搏了十几年，获奖无数，

赢得了很高的赞誉。但是，强烈运

动给她的身体健康埋下严重隐患。

上世纪80年代，王金菊转业

到北京一家影视公司担任副总裁，

随着公司生意的红火，名利双收，

她在人生的路上又扬起了风帆。

然而，就在她踌躇满志之际，

厄运降临了：1995年的一天，王

金菊突然瘫痪了！亲友们抬着她四

处寻医，却始终得不到治愈。王金

菊躺在床上，由年迈的姐姐照顾。

回想人生，王金菊真是欲哭无

泪，此时，她深深体会到：人一旦

失去健康，真是一无所有啊！

转眼到了1996年，王金菊的

朋友送给她一本《转法轮》，并告

诉她，周围很多患严重疾病、绝症

的人，修炼法轮功后都康复了。这

个消息给王金菊带来重生的希望。

她一口气读完《转法轮》，感到这

本书把她人生所有的疑惑全解开

了，于是她决定修炼法轮功。

一个月后，奇迹出现：王金菊

站起来了！王金菊的神奇经历，让

许多亲朋好友走入了法轮功修炼。

南澳女孩：四周创下生命奇迹

雷尼 •利维森在25年的生命

中，她不知道行走的滋味，整日缩

在轮椅中，没有同龄人的快乐。

雷尼生活在澳洲爱德雷德市。

5岁时，她还不会说话，被确诊是

智力迟钝、脊柱畸形弯曲。因腰椎

肿胀导致全身剧痛，她不能站立，

不能行走，因为腿部运动会造成她

从脚底心到头顶的剧痛。对雷尼来

讲，生活真的很艰难。她总是担惊

受怕，也无力上学，非常痛苦。

2003年，雷尼随已修炼法轮

功的母亲一起修炼法轮功。四个星

期后的一天晚上，母女俩在家里炼

功，雷尼说她可以站着炼所有的功

了，随后坐下来单盘打坐。母亲杰

西非常震惊，这就是活生生的奇迹，

雷尼修炼四个星期变化就这么大。

雷尼炼法轮功九个月时，她的

脊椎变得垂直了，人比以前长高了

三寸。她去参加了一个艺术课程班，

还每星期去一个咖啡店做工一天。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完全有

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了。这就是法

轮大法的神奇力量！

上网预约 免费学功

请翻墙访问 https://chinese.
learnfalungong.com

目前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日文、瑞典文等20种语言教功。

联系邮箱：
contact_ch@LearnFalunGong.
com

更多真相，请翻墙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干净世界www.ganjingworld.com

获取翻墙软件的更多方法：

无界软件 https://git.io/vFI6A

Email索取：

用海外电子邮箱发信给

ziyoumen99@gmail.com

索取自由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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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明（化名）50多岁，是某

公安局副局长。他的主要工作是“维

稳”，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也干

了许多助纣为虐的恶事。

一开始，建明对法轮功不了解，

只要上面布置的任务他都参与。法

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不听。于

是，学员把他的恶行在明慧网上曝

光了。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给他打电

话，这对他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一天，建明参加表姐孩子的婚

礼。在婚礼上他遇到了一位法轮功

学员。这个学员劝他不要再参与迫

害了，并且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修

炼，迫害修佛的人对他不好，劝他

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建明说：“我

还要工作，党可不能退。”

2018年，建明旁听了对法轮

功学员的非法庭审。律师有理有据

地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他

才如梦方醒：原来按照中国法律，

法轮功真的不违法！这么多年，自

己都是在违法迫害大法弟子。但他

还是心存侥幸：共产党一党专政，

我违法又怎样？法院不还是照样判

你有罪关进大牢？！

后来，建明去医院检查出癌症。

近年，建明的那些公安局的同僚死

了好几个。他心想：“死的怎么都

是年轻的？”法轮功学员的一句话

总缭绕在他脑中：“人不治天治！”

这时，他朋友的妻子（法轮功

学员）再次劝他退党，在海外退党

网站匿名三退，他毫不犹豫地退了。

一天，国保警察要将一个老年

法轮功学员送拘留所非法关押，建

明正好碰上。他沉着脸对国保队长

说：“走走程序算了。”国保队长明

白了，就让那位学员回家了。

2019年秋天，手下问他，上

面吩咐让他们去法轮功学员家“访

问”（即骚扰），法轮功学员若拒绝

签字是否抓人？他有点火了，说：

“怎么，干这个事儿你们上瘾哪！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闹腾？”手

下马上明白了，到了法轮功学员家，

在门外转一圈就回去交差了。

事后，建明对手下说：“不管上

级怎么说，反正咱们不抓（法轮功

学员）了。”

公安局长被查出癌细胞之后
许多体制内的官员逐渐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有的人“三退”，有
的人在职权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天安门“自焚”真相真 相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确凿证
据表明，这是中共为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世纪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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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秒雪碧瓶变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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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法委书记
带来三退名单

我丈夫是体制内官员。一次，

丈夫与朋友们去爬山，我也去了。

有一个县的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

书记问我：“你怎么爬得这么快

呀？”我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嘛！

我过去瘫痪在床将近半年，身体

不好，脾气也不好。炼法轮功炼

好了，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我

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明白了

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

他说：“哎呀，原来法轮功这

么好啊！”于是，我就进一步给

他讲了真相，还给了他一本《九

评共产党》和一些真相资料。他

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连他的司

机也“三退”了。

有一天，这位县委副书记给

了我一张纸。我一看，原来是一

张十多人的“三退”名单。显然

是《九评共产党》及法轮功的真

相资料让他彻底醒悟，他把自己

的亲友也劝退了。

我想提醒还不明白真相的

人：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

安！守住你的善，那是你走向幸

福平安的通行证。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