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9日，“丁香园”

系列医学博主的微信微博

5个账号突然全部遭到禁

言。一名时常使用丁香园

网站的医学生匿名表示，

丁香园多用于对大众医学

科普，使用者多为医生和

患者。丁香园上的许多医

生都是来自三甲医院，十

分优秀，许多医学生及临

床医师也都十分仰赖丁香

园资料。这位医学生说，

“丁香园更多的时候是在

中国逼仄的言论环境中讲

真话。比如关于他们‘反

对’莲花清瘟，但其实只

是解读了相关文献，没有

承认它的有效性罢了。”

中共对舆论的封锁到

了连健康话题都不让人谈

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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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多地封城 游客：
没封台湾岛 封了海南岛

万名富豪欲携480亿
逃离 专家分析原因

许那：如果我不反对
我必是逆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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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高官被调查一点也不惊讶。“当你

有那么多钱在一个行业里晃荡时，如

果没有重大的腐败丑闻，那才令人吃

惊。”他说。

有网友轻松列出部分烂尾芯片

业如下：贵州华锌通2016年成立，

2019年倒闭，地方投资21亿；江苏

淮安德淮半导体2016年成立，2019

年倒闭，地方投资46亿。成都格锌

2017年成立，2020年停工清算，地

方投资70亿；陕西坤同2018年成立，

2020年停工清算，地方投资129亿。

上述烂尾工程涉案金额已经累计超过

250亿。而2020年陷入财务麻烦导

致烂尾的武汉弘芯半导体就达千亿元。

过去十年来，中共对芯片行业投

资上万亿元，却无法实现科技突破、

打破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在缩小与西

方的芯片差距上没取得多大进展，更

别说消除差距。荷兰阿斯麦仍主导光

刻机，日本尼康则控制着光刻胶这一

关键化学品。中共近期低调称能够生

产7纳米芯片，被疑是山寨版台积电。

中国每年1,550亿美元的芯片需求仍

大部分依赖进口。日前美国通过《芯

片法案》，更是剑指中共。

7月中旬以来，已有3名芯片行

业高管被官方通报调查：工信部电子

信息司原司长、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简称大基金）总经理丁

文武，华芯原总裁路军，原工信部部

长肖亚庆。另有3名传出被带走失联：

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前总裁刁石

京，大基金旗下的深圳南山鸿泰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人王文忠。彭博社评论，

正在接受腐败调查的官员名单看起来

像是芯片行业名人录。

芯片制造的任何进展都需要很长

的时间和大量的研究投资，因此芯片

初创企业不容易获得风险投资资金。

中共为了和美国争霸，实施共产极权

扩张，近年来将芯片产业视为必须突

破的“卡脖子”产业，砸万亿国家资

金扶持，但没想到，在无官不腐的中

共体制中，中国芯业变成了实实在在

的芯骗吞金兽。

在中共内部，越是国家拨款越多

的行业越容易出问题。长期观察者

表示，大基金的投资导向是腐败的

完美温床。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

平基金会的研究员马特 • 希恩（Matt 
Sheehan）告诉MIT说，他对中国芯片

丁香园医学博主
账号被“一锅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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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接连被查 芯片业吞金万亿

主板及芯片。



2 热点

为5000元/天，13口人共住5间房。

疫情滞留后，酒店按半价计费，

每间房每晚2500元，“我们13个

人一晚的费用就要12500元，我

们也想换个更便宜的房间，但这

家酒店最便宜都要2300元一晚。”

许峰说。

餐食也是一大开销，午餐、晚

餐自助餐700元一位，滞留期间，

一家13口人每天的食宿费高达

26500元，7天的风险排查将花费

18万余元，而且“还不知道7天

后能不能顺利离开”。

武汉李女士带着一家老小11

口人在三亚旅游度假，同样被疫情

困住，即使半价优惠，每晚住宿费

也要1500元。为了节约开支，李

女士一家11口人，只入住了两间

房，每间房有两张床，后又要求

酒店加了一张小床，“真的是很挤，

但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还不是

最糟糕的，8月7日，李女士住的

酒店被征用为隔离酒店，所有住客

必须离开，李女士发愁，这一大家

子人不知道该去哪里住。

在海南滞留的游客被迫睡在机

场大厅的地上，游客群起抗议，高

喊“我们要回家！” 

中共以军演恐吓台湾之际，海

南爆发疫情，三亚、海口等8地陆

续封城，数万游客难以逃离，怒骂

中共“没封台湾岛，封了海南岛”。

三亚超前台湾
先进入“战时状态”

海南三亚突然爆发疫情，8月

6日起封城，航班全部取消。当天，

三亚官方发布致全体市民游客的一

封信，称三亚已转入“战时状态”。

大陆网友哀叹：“悲报！三亚

超前台湾一步，先行进入‘战时状

态’。”继三亚之后，海口、五指山

市等多地进入全域临时静态管理。

网友嘲讽中共：“不是嚷嚷着要

把台湾岛封起来吗？怎么最后封了

个海南岛？”“炸台湾结果炸弹掉

到日本经济区，封台湾结果被封的

是海南。”

逾8万游客被困
一家13口花费18万

封城导致8万多游客被困三亚。

据澎湃新闻报导，来自四川成都的

许峰（化名）一大家13口人在三

亚旅游，却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在

三亚知名文华东方酒店，每间房费

海南多地封城

大纪元

官媒互殴 凸显中共乱象
上海《澎湃新闻》在此期间报

导了多篇关于三亚封城的新闻，令

海南官方不满，《海南日报》更在

8日凌晨转载了一篇标题为《对三

亚疫情防控带节奏，某媒体澎湃得

「太离谱」》的文章，隔空打口水战。

官媒互殴，网友们在线吃瓜，

对中共文宣不买账。 “领导们每天

听好话都习惯了，一下子把海南说

得这么low，心脏病差点犯了” “和

你隔空对骂是不敢动你，你也姓赵

不是？普通人还有命吗？”

民众越清醒，清零乱象中共恶

政，就越难以为继。

“没封台湾岛 封了海南岛”游
客

推特创办人发
“灭中共”推文

8月6日，推特创始人、

前首席执行官杰克‧多西转推

了CNN驻北京记者王诗琳的

视频，视频记录了北京“清零”

高压下的现状：“两千万人被

划地为牢，所有的公共活动

都停止。”据CNN计算，仅在

北京的一天大规模测试，就

花费至少1000万美元。

多西转推后发帖 “End the 
CCP (结束中国共产党）”。次

日帖子得到9000多次转发，

4.7万人点赞和几千条评论。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起

的“End CCP”活动，已经被

很多美国人赞同。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在知晓中共恶行真

相后，纷纷“三退”，凸显中

共正被广泛抛弃。 大纪元

海南三亚日前爆发疫情而封控，8月7日，三亚市区新风路无行人、无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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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富豪欲携480亿逃离 专家分析原因
据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预 计，2022年 将 有 约

10,000名高净值中国富豪（资产

过百万美金）迁移出中国，总计会

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仅次于俄

罗斯的人员流失量，在全球排第二。

该机构称，2022年，香港的

百万富翁预计将流失3,000人。

这种外流可能与香港近年的社会动

荡有关，持续的抗议活动损害了香

港的长期吸引力。

疫情清零政策触发大逃亡
中共采取的封城清零政策，是

引发大逃亡的重要的导火索。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

院的谢田教授说，网友估计至少有

3000～5000人是从上海逃离的，

“上海清零政策结束后，马上机场

就充满了逃离上海的人。”

“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资

产在权力面前是多么脆弱，中共用

简单的防疫政策，都可以剥夺他们

的人身自由、基本民生和人权，很

多人确实因为清零政策逃离中国。”

他说，清零政策还导致很多企

业倒闭，国外订单、产业链转移到

其他国家。“企业发现他们可以重

新开工生产以后，订单却没了，一

些人也因为这个离开中国。”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说，

早在2019年，中国的移民人数就

曾经刷新了历史新高，出现了第一

波高峰，当时至少一万五千多名富

豪选择移民到海外。相比2016年

一万人左右的统计数字，增幅达到

了30%。

2014年期间，大陆胡润百富

榜对已经移民的富豪进行了一次社

会调查，调查显示：教育质量、环

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促使移民

的三大动因。但是疫情爆发以后，

2019年底以来，大陆的经济遭受

了重创，中共又同时提出要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引发了富人阶层对公

私合营可能卷土重来的极大担忧。

中共体制问题是根本原因
唐靖远告诉大纪元，中共现在

聚焦 3

大纪元

强调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搞国进

民退，将私营企业视为中共公有制

经济的威胁，最终决定用暴力打压

富有群体，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中共还推广共同富裕，就是

利用法律、税收等方式割富人的韭

菜，其实也包括中产阶级，让整个

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都感到一种前

所未有的惶恐，就是感到他们的财

产安全已经没有保障了。”

一些富豪携带资本移民海外，

包括碧桂园的掌门人杨惠妍、融创

集团创始人孙宏斌、华人置业前主

席刘銮雄、步步高集团的董事长段

永平……都已经移民海外。

唐靖远分析说，大逃亡是（中

共）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本质上

是无解的，除非整个社会的体制发

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资产外逃的背后
中共已经没有出路

随着人员的大逃亡，大批富豪

通过海外投资、置业或离岸信托等

方式，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根据全美地产学会的年度报

告，中国买家在美国住宅销售额以

61亿美元保持外来买家销售额第

一。近六成的中国买家是全现金购

买，平均购买价格略超100万美元，

其中近1/3的人在加州购买房产。

这些资金不乏来自以权谋私或

贪污腐败。据悉，河南村镇银行

400亿存款消失，实际上是高级

管理人员和地方政府合谋，用200

亿贿赂中共政治局常委高官或其家

属，另外100多亿贿赂地方官员，

这些贪官拿到钱后大多转移海外。

中共的大量裸官一旦有风吹草

动，立马一张机票离开。“中共已

经没有出路”已经成为体制内人士

共识。

大纪元

2022年8月13日



4 百年真相

他公开认错，李景均拒绝了，最后

他决定离国出走。

1950年3月，李景均一家分

乘两辆三轮车，由北大宿舍直奔前

门火车站。出校门时，他请门卫将

一封信转交校委会主任乐天宇和副

主任俞大绂，信中称：自己“身体

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

辗转上海、广州，同年3月12

日，李景均怀抱4岁的女儿，与克

拉拉一起走过深圳罗湖桥，踏入了

与中共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英租

地，那时，香港还是个自由世界。

1951年，李景均一家到达美国。

不立于危墙之下
靠远见躲过劫难

君子防祸于先，不立危墙之下，

李景均以远见和智慧躲过了其后中

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李景均逃离大陆两年后，中共

篡政以来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改

造”运动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改造”

不合作的陈寅恪先生，1953年拒

“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

当年经由香港，九死一生回到祖国

报效，为何中共建政一年后，他就

携妻带子，毅然决然又逃到香港？

美国博士冒死回国
李景均，1912年出生于天津，

其父是 “桐油大王”富商李锐，

1941年，李景均获美常春藤名校

康奈尔大学遗传学和生物统计学博

士学位后，带着新婚的美籍华裔妻

子克拉拉经由香港回国，恰逢日军

侵占香港，夫妻二人在朋友帮助下，

历经艰难辗转到广东惠阳。

1946年，李景均出任北京大

学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

场长，成为北大当时最年轻的系主

任，1948年，李景均出版英文版

《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是世界第一

本群体遗传学的大学教科书，并独

领风骚近半个世纪。

中共1949年篡政后，进行大

专院校专业性改造时，成立了北京

农大，时任党总支书记乐天宇是 

“老革命”、毛泽东中学时代的密友。

乐天宇在农大讲演鼓吹苏联“米丘

林学说”，批判西方遗传学。李景

均随后公开指出乐的讲演“不科

学”、有“错误”，不久，李景均遭

批判，被迫辞去系主任之职，并被

停课。紧接着，他被扣上了“亲美

反苏”的政治帽子。

李景均没想到，当年他放弃在

美国的安逸回到祖国，待到所谓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

竟被诬蔑为敌人，他感到“一腔热

情，报国无门”。那时也有朋友劝

润到香港 靠远见避难的中国遗传学之父
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之职，他

说，“……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

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

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

义，并不学习政治。……”文革中，

这位已经双目失明、卧床不起的“反

动教员”，衣服上盖满了大字报，“革

命者”将高音喇叭绑到了他的床头，

用批判的录音刺激他，最后陈寅恪

惨死于红卫兵的折磨之下。

“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
当知识分子在中国连绵不绝的

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时，受聘于美

国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的李

景均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享有世

界声誉的科学家。李景均被公认为

是群体遗传学最重要的传播者和推

动者之一，任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

席、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委员会委员、

美国控制遗传舞蹈病国会委员会委

员等职务。1962年，李景均被选

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8年，

李景均荣获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

的杰出教育奖。

从1950年踏入香港的那一刻

起，李景均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上世纪90年代，很多当年离开中

国的人纷纷回国探亲。有人问李景

均是否想回去看看，李景均坚定地

回答：这辈子是不准备回国了。

2003年，91岁的李景均于美

国逝世。他近乎完美的一生得益于

对中共恶政的超人远见与清醒认

知，这对如今的大陆精英人士来说

仍然具有巨大的正面提示效应。

文 / 秦顺天 

李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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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8月13日



当时约32岁）患过

脑癌，后炼功得到了

健康的身体。我让

她住在我家。2001

年7月破门而入的警

察抓走了我们，她

判了五年，罪证是：

她把真相信寄给了

北京各大部委；我

被判五年，罪证是：

编辑了两本法轮功

祛病实例的小册子。

监狱，其实是

中国社会大环境的缩放。如果你想

维持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你就必

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只有赞颂

法律是英明的、感恩它赐予了你一

切，才能换取所谓的生存权——猪

栏里猪猡一样的生存。

我曾一度希望自己被关押在纳

粹集中营，而不是北京女监。纳粹

毁灭的是人的肉体。而女监毁灭的

是人的精神，让你活成行尸走肉。

当酷刑无法使我放弃信仰，警察对

我说：“你这种人，就应该做个手术，

切掉你的大脑，置换上一种统一规

格的。”统一规格的标准就是CCP。
这种精神摘除，被称为“思想

改造”。改造的逻辑是非人的，比

如它说：“不能让你睡觉，因为你

一睡醒就不会思考。”它还说：“我

们折磨你，是为了挽救你。”它颠

倒黑白，当董翠（北京顺义妇幼保

健院的医生，时年33岁）在酷刑

后仍相信“神是存在的”，她被认

为“改造不到位”，被拖到没有监

控的地方（犯人的洗澡堂）群殴致

死。之后，全监区的犯人被逼表态：

监狱没有虐待犯人；我控告董翠是

被虐致死，而被关进小号折磨，理

当恐怖侵入日常，在一个谎言

铺天盖地，信息严密封锁的国家，

讲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两只小手被拷紧在一个手铐
环里

1999年的7月20日，继4 • 25
中南海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后，我

和于宙（许那的丈夫，2008年被

中共迫害致死）为争取信仰自由的

权利，到府右街上访。一到那里便

被警察塞进了大公共汽车，拉到丰

台体育馆。

因为府右街被戒严，学员们陆

续到了天安门，对于那年8岁的蒋

炼娇来说只有恐怖。她与妹妹、哥

哥、姐姐随父母与湖北的众多学员

到北京上访。小娇娇看到警察把父

母抓走，11岁的姐姐被警察推翻，

然后被拽着长发拖在地上走。后来

她与妹妹也被扔进警车。身材矮小

的娇娇在大人的腿中间摸找父母，

惨叫声与警棍呼啸，一抬头，一张

大人脸上的血，滴到了自己身上。

也是在天安门，我的辅导员张

连义（或张连渏，北京大学高能物

理博士后）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个打

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被抓走。

我和于宙刚刚走出地下通道，

便被便衣拦住：“你们是炼法轮功

的吗？”我俩说“炼！”一个“炼”

字，我们被驱进警车，关了一个月。

2000年十一以后，随着警服

统一换成纯黑色，天好像要塌了，

迫害加剧，天天都在抓人，拥有一

本经书可能就会被劳教判刑了。

这种精神摘除，被称为“思想
改造”

李丽（吉林四平某工厂工人，

许那：如果我不反对，我必是逆天的

由是：诬告干警、造谣生事。

如果我不反对，我必是逆天的
如果你想拥有它所允许给你的

“获得感”“安全感”，你就要学会

如何忘恩负义、指鹿为马、助纣为

虐，并为之涂脂抹粉，成为它的一

部分，成为假恶暴的一部分。我终

于看清它为什么迫害“真、善、忍”，

就因为它是假、恶、暴。

作为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

人，我终于认识到：必须讲出它谎

言之下的真实历史，让人看清73

年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是一

切灾难的元凶？必须讲出它是如何

洗脑亿万中国人，侵蚀国人心灵，

扭曲人性的。唯此才能接近最大的

一个真相：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

泯灭了人的良知，难道不是对人类

最大的迫害？

觉悟这些之后，我不再害怕被

人说成是“反革命”，面对这种践

踏天赋人权的政治，如果我不反对，

我必是逆天的，我必是软弱自私的，

我必是与邪恶为伍！而反对它才是

真正的爱国，真正的为国人的未来

负责。 文 / 许那

北京画家，法轮功学员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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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

球依然有2.92亿乙肝患者，中国

乙肝患者人数仍然占据全球前位。

乙肝，是已知的肝炎里感染人

数最多的，甚至会恶化为肝硬化、

肝癌，中国80%的肝癌均由乙肝

导致。目前医学界仍不能完全治愈

乙肝。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罹患

乙肝后不治自愈，创造了医学奇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走入修炼
久治无效的乙肝痊愈

法轮功祛病健身故事：致命肝病　神奇消失

明慧网

1983年，原北京师范大学副

教授李元华在大学期间得知自己患

上了病毒性乙肝，这种不治之症给

他带来巨大的身心冲击。

当时，他身体经常感到疲惫，

身体生理指标非常糟糕。肝病带来

的肠胃不适，让他吃什么都难消化，

有时半夜以为自己要死了，心跳突

然没了，不能再入睡，只能坐着。

他表示，在走入法轮功修炼前

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和疾病做斗争。

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家里用最大锅熬

药，熬出半碗药，其中包括黄连。

他喝完以毒攻毒的药后，浑身无力。

他在80年代初考上大学，那

时，一个家庭出了一个大学生是非

常让人高兴的。但因为疾病，他内

心始终忧虑。

直到1994年，他走入法轮功

修炼后，在不知不觉中身体恢复了

健康，移民澳洲时，他的身体检查

指标全部正常。

新世纪影视演员：人有了生死
的经历才知道什么是珍贵的

冯娟出生在中国甘肃省兰州

市，五岁时被确诊为慢性乙肝，这

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击倒了冯娟

的父母。

在初中一年级刚入校时，“学

校得知我患有肝病后，怕传染给其

他同学，叫我休学一年！当时，我

几乎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了……”

冯娟说，“随后母亲又一次带我去

医院复诊，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

告诉我们说因为我得病时太小，又

这么多年治疗无效，再这样下去，

会转变成肝癌，名医专家断言我活

不过20岁。”

“回到家后，我感觉自己像是

被判了死刑，执行日期是在20岁

那年！……我也放弃了所有的治

疗，等待命运的安排！”冯娟脾气

越来越暴躁，记忆力在衰退。

幸运的是，冯娟闯过了20岁

这关，在22岁那年，她开始修炼

法轮功。她的心态平和了，记忆力

也在恢复。

2016年是冯娟和先生结婚后

出国去加拿大的第一年，冯娟将面

临着要生产。原本担心以前患有的

乙肝传染给孩子，“但没想到，当

孩子出生后，各方面检查数据都很

正常，而且超高超重，但都是在正

常范围之内的，医生说她是个超级

健康的宝宝！这下我才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法轮大法的威德在我生命

中的展现吗！”不仅孩子非常健康，

冯娟产后的检查报告也显示她身体

健康无病！

冯娟激动地说：“这一刻是我一

生中从未有过的幸福，我心中只有

一念——感恩师父！”

6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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