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政府计划10月

份扩大对中国出口半导体

的限制，对此，外交部称

美国这样做是科技霸权主

义，是希望把中国控制在

产业链的低端。

随即，微博上这一话

题热度飙升，不少网民谴

责中共的流氓逻辑。一网

友说：“我得罪了邻居，邻

居把WiFi密码改了，我

连不上骂了半天。”

另一网友：那限制自

家人出家门、出村、出镇、

出城、出省、出国的行为

算不算霸权主义呢？

“竟限制芯片出口，太

过分了。我很生气。我们

核酸机器也限制出口。让

他们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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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撒币”究竟花了多少
钱？ 贫穷国民无助

波兰民众：游行带着
真善忍的美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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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捐赠物资高价卖给业主，激起民愤。

上千业主从楼上冲下来抗议。

然而，抗议遭到中共镇压。9月

11日午夜，贵阳南明公安分局派400

警力赴花果园维稳。

正义女士怒斥大白：你们的防疫
政策不邪恶吗？

极端防疫激起民愤，一位女士痛

斥大白的视频在网上爆红。

女士：“你们这个防疫政策还不邪

恶吗？让老百姓生不能生，死不能死。

如果我爸现在死了，连葬礼都不能办。

还不够邪恶吗？”

“你们把我们封在家里跟坐牢有什

么区别？难道我们还要感谢政府，感

谢党吗？这就像监狱一样，我是犯人，

你们是狱警，我还要感谢你们，我是

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中共官员为何坚持清零？李正宽

认为，清零已经被视为中共的“政绩”，

官员要想保住官位或得到升迁，就得

向中共交“投名状”，将清零继续到底。

因此，党官们会以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为代价，加固自己的乌纱帽。

2022年春季以来，国际社会普遍

采取开放的态度，选择与新冠病毒共

存。而中共却掀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封

城”，越来越多的城市搞起了“清零”

（“静态管理”）的极端措施。

民众焦虑情绪失控 命案频传
资深时评人士李正宽表示，截至9

月上旬，国内超过70个城市处于部分

或全面封控状态，受波及人数超过三

亿。伊犁全境封城已近40天，有孩子

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也有老人

因饥饿上吊自尽。

更有居民因焦虑而情绪失控，在

微信群发生争执，最终邻居之间发生

械斗，酿成命案；另有高层楼居民爬

出阳台，不慎坠楼。而河南安阳一位

被封控的老人，为了得知何时才能被

放出去，不惜冒险从12楼翻窗到隔壁

询问邻居的视频流出后，令人泪奔……

这些是几个月前上海封城灾难的重复。

贵阳封控民不聊生 爆发群体抗议
贵州省贵阳市疫情失控，封城已

超过一周。在贵阳花果园M区，物业

“隔壁把WiFi
密码改了”
外交部骂骂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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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员竞相搞清零
导致民心崩溃 命案频传

香港人怀念英女王：
英国做到，中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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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居民在阳台挂出“我要吃饭”“饿”的字幅；右：房门上贴着“不做核酸”“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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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更不会相信世上确有无需严刑

峻法、也能令人心悦诚服的人和事。

英女王零距离访问：为何英国
人做的到，中国人做不到？

英女王生前在1975年、1986

年，两次访问英属香港。她一次访

问爱民邨，一次访问隆亨村，和

1997年后中国国家领导人君临天

下、杀气腾腾地南下出巡深圳，有

天渊之别。

女王也有自己的保安，但到访

民居时，几乎不设防。上下层街坊

都可以随便望，非常随意，就像迎

接远房亲戚，不会觉得那是要斋戒

沐浴才能有幸一睹龙颜的“面圣”。

在爱民邨、隆亨邨，港英政府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2022

年9月8日去世，享年96岁。她

一生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她强

烈的责任感、对王位和臣民矢志不

渝的献身精神。 

9月12日，香港总领事馆外，

市民悼念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虽

然女王是福寿全归，但在无数香港

人心底里，还是非常不舍。

港人绝对的精神领袖
绝大多数的香港人出生开始，

就是英女王在管治，习惯了她像家

长般看护国家。政客来来去去，女

王依然在位，假如有哪个象征可以

涵盖整段香港步入盛世、又步入衰

亡的历史，就只有女王。

英女王曾经是香港人民的绝对

精神领袖。昔日杀人犯“三狼”要

求特赦，会专门写信给女王，市民

要改变既成事实，求救的对象也是

女王。对香港人而言，英女王从来

都是高贵的，那是优雅，与阶级无

关。无论遇到什么风浪，英女王都

处变不惊，喜怒不形于色，时刻提

醒世人：这就是大英帝国的风范。

很多没有教养的人简单贬斥为

“贵族特权”、“封建余孽”，永不能

理解这种气度能化解矛盾、团结国

香港人怀念英女王：英国做到，中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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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每一个居民进行“国家安全”

审查，就算有示威者也不会有后果。

中国人的庙堂里比英国人多了一个

中共，一切就都变了。

“人心未回归”？是现况太离谱
中共一直有一种论调，就是香

港“人心未回归”。对此，港人李

志烺说：“2019年后，这么多香港

人愿意去看香港历史，愿意去参与

一些讲香港历史的活动，某程度

上的原因就是觉得这25年以来，

中国在香港的管治太过份、太离

谱。”“所以某程度上是的，所有关

于英国和香港以前的事物，香港人

都会比2019年以前有更大的好感，

这个是事实。”

美国驻华大使馆中秋送祝福
粉红：“也祝你911周年快乐”

9月10日中秋节，美国驻华

大使馆发布了一段中秋祝福视频。

然而，中国网友涌入评论区纷纷发

表“高见”：“美国不来搞敌对破坏，

就是最大的快乐!”“也祝你们911

周年快乐！”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横河指出，

中国传统文化最起码做到的一点是

礼尚往来，中国网民的表现是受到

中共仇恨教育的洗脑，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遭受摧毁的结果。

原《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

主编程益中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

是单向的，就是你有骂外国政府或

所有民主政府的自由，但是你没有

批评中共的自由。而党文化灌输下

的中国网民也产生了很大程度的人

格与精神分裂，无事骂美国，遇事

找美国，有很多网友感慨：“所以，

现在中国出现重大灾情时，越来越

少人愿意伸出援手。” 大纪元

港人悼念英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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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撒币”究竟花了多少钱？贫穷国民无助

中共大举对外援助的举动被国

内民众称为“大撒币”政策。那么，

“大撒币”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自2017年起，3个接受中国

援助贷款最多的国家——巴基斯

坦、斯里兰卡和阿根廷，总共获得

328.3亿美元贷款援助。而这只是

“一带一路”项目中很小的一部分。

针对上述消息，国内的普通百姓又

是怎么看的?

“国内的不管，给外国大把
大把送钱”

虽然这笔钱的数目与中国每年

动辄几百亿的外交支出难以相比，

但在同一块大饼下，对国内民众来

说，仍是政府对外大撒币，却不顾

贫穷国民的表现。

“国家拿人民的钱，送给外国

去。国内的不管，给外国大把大把

送钱去。老百姓管不了。”吉林省

四平市的一位居民说。

这位居民表示，高龄80多岁

的他每年需要花费3到4万元在医

疗费上，但当地政府对于高龄民众

的补助却很有限，他甚至听闻有民

众穷困潦倒而被逼上绝路的例子。

“有好多家庭困难、看不起病，

医院都不给人看病，因为有些人

(缴)不出钱。政府干脆不管。就

说国家经济困难，钱不给。” 

换得国际社会认可更重要？
有网民表示，中国对外大撒币，

对于中共来说十分值得，能收买许

多非民主政体的独裁者，换得对自

己有利的投票，甚至使民主国家“乖

乖闭嘴”。

在湖南时政评论人士郭先生的

眼中，中共如何将钱送出去，不是

老百姓说了算。在中国，共产党的

权利支配一切。

“对外几千亿就这样送出去，

作为免贷也好、无息贷款也好，要

的就是国际社会的认可……。（国

内）老百姓过得好不好，不重要。”

郭先生说，“这个钱它（中共）认

为是它的钱，要怎么花不用征得老

百姓同意。在它们（中共）心目中，

我们就是韭菜。”

国内民众贫困无助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20年表示，中国约有6亿中低

2022年9月16日 聚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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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以下民众，平均每月收入为

人民币1000元左右。而根据法律

资讯网站“华律网”资讯，2022年，

中国贫困户一年的补助是150元至

1200元，依居住地区不等。已届

退休年龄的郭先生感叹，湖南地区

对于贫困户的补贴并不多，若将相

对高额的预算用于民生补助，将能

帮助许多贫困民众。

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上月

宣布，将免除非洲17个国家共23

笔对华无息贷款债务。中共虽然没

有公布涉及的金额，但国内网民们

对此不满：“经过房奴、卡奴的同

意了吗？！”

2022年9月22日，在中共援建的莲花塔上拍摄到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法新社）

蓬佩奥视频对话
中共不代表中国人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近

日成立“中国中心”，前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担任咨询委员会主

席。9月13日，蓬佩奥开始发

布系列视频，与中国人民直接

对话。视频第一集主题为“中

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

蓬佩奥在视频中说，“我们

制作这些视频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直接与中国人民谈论中

美关系……我们这样做是有原

因的，因为中共是一个一党专

政的政治组织，它是一个泊来

品，并且致力于一个与中国人

民为敌的意识形态。”“对于中

共来说，你们——中国人民——

是它的最大的敌人。中共真正

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对中国人民

的控制。” 大纪元



4 历史回眸

70名律师、60位作家、3位美国

国会议员和一位美国副总统。这个

家族的人没让国家救济一美元。 

信奉无神论的马克 · 尤克
斯家族

马克 · 尤克斯同样住在纽约州，

他是一名无神论者，他的妻子也相

信无神论。

温奇研究了这个家族中的903

人，其中有310名流氓，440人患

有性病，7名杀人犯，130人被送

进监狱，平均每人服刑13年，60

名小偷，190名妓女，20名商人，

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

（一人可能有多个劣行）。这个家庭

花费了该州1,200,000美元，他

们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

为何造成巨大差距？
在不到100页的调查报告里，

作者详细列出两个家族中每个成员

的真实姓名、背景以及从事的行业。

作为一位教育家，作者在反思

着，到底什么力量可以让我们下一

阿尔伯特 ·爱德华 ·温西（Albert 
Edward Winship），1845年出生于

马萨诸塞州，他是美国早年教育领

域的先锋，不仅是教育家，也是媒

体教育专题的记者。

生前他出版了几本著作，其中

有：《贺拉斯·曼的生平》 （1896）、 

《伟大的美国教育家》（1900）。

然而，他在1900年出版的、

追踪两个家族近200年以来的后代

繁衍发展，书名为《尤克斯 · 爱德

华兹／马克 · 尤克斯》，这个研究

给后人留下寓意深远的参考。

独特的研究
那么 《尤克斯 · 爱德华兹／马

克 · 尤克斯》到底叙述了什么样的

两个家庭的故事？这两个同时代的

家族，一家是信“基督教”的爱德

华兹；另一家是著名的“无神论”

的宗师马克 · 尤克斯。

据说，“无神论”的马克 · 尤克

斯对爱德华兹说：“你信神，而我

永远都不会信！”

温奇的这项研究分别统计了爱

德华兹家族200年后的情况，也统

计了马克·尤克斯家族200年后的

情况，并列出两大家族详细统计数

字结果，我们来看看。

有信仰的爱德华兹家族
爱德华兹是美国最伟大的思想

家之一，他生前住在纽约州。他是

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娶了一名与他

有相同信仰的女孩。

温奇研究了这个家族中的

1394人，其中有300位传教士、

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

两个家族的两串数字：结果让你大吃一惊！

2022年9月16日

代，或者几代人，变得更有道德和

章法呢？

是的，爱德华兹家族获得了比

金钱、地位更重要的力量——信仰。

因为有信仰，他们有道德底线，

遇事能用普世价值做判断，能辨识

正邪，用道德约束自身负的一面，

与人为善，积极進取，才培养出来

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而相信无神论的马克 · 尤克斯，

其对子孙后代的长远影响让人震

惊！无神论给他的家族带来无尽的

灾难。因为失去了信仰，人们不再

相信因果报应，许多人放任魔性，

自甘堕落，使自己陷入痛苦的深渊。

阿尔伯特 · 爱德华 · 温西研究

的可贵之处，就是把活脱脱的具体

数字、人物和真实，展示出来，让

许多人穿越百年的变迁，一目了然

地去回答为什么在结果上有那么大

的差别。

在这两个父亲、两个家庭、两

种截然相反的命运面前，你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你会为你的家人设定

什么方向呢？ 希望之声 明慧网

100多年前，美国学者阿尔伯特 · 爱德华 · 温西曾公布一项研究成果：同时代的基督教徒爱德华兹和著
名的无神论者马克 · 尤克斯两个家族的繁衍发展史。这两个家族的数字对比鲜明，出人意料。

爱德华兹家族。（人口数：1394） 马克 · 尤克斯家族。（人口数：903）



人、人们之间都

能互爱，使这

个世界上的坏

事越来越少。”

先 生 安 德

烈曾在文化部门工

作,“壮观的游行、携带着壮观的

信息：真、善、忍。”听说法轮功

学员在中国遭受中共迫害，他说他

还记得很清楚1989年发生在天安

门广场的事，一定要停止迫害。

公司老板：游行让人感到非常
舒服

公司老板诺

瓦克先生和电

台化妆师米蒂

琴斯卡女士很

想帮助法轮功学

员结束中共的迫害。

“我觉得这是个和平的游行，

能举办这样的游行，让人感觉非常

舒服。”公司老板诺瓦克先生对记

者表示，“我支持他们，为他们加

油。人应该和平地活着，迫害必须

停止。”

和他在一起的电台化妆师米蒂

2022年9月10日，来自欧洲

35个国家、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

波兰首都华沙举办游行活动，向当

地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大法和

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

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

行，欢庆四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吸引了无

数人的目光，人们纷纷接过学员递

上的真相资料，不少人还签名声援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建筑师：非常感激法轮功学员
展示的这些

银行职员皮

特察克和建筑

师理格察女士

对法轮功学员

的活动很感兴趣。

对于中共迫害法

轮功学员长达23年，不允许人们

修炼真、善、忍，银行职员皮特察

克说，“没有人应该由于他的信仰

受到迫害，这种迫害不应该出现在

我们世界上。”

理格察女士是建筑师兼平面设

计师，她说，“对，这些不应该出

现在当今人类社会，人们有权利想

其所想。特别这些价值（真、善、忍）

纯粹是普世价值，应该让人们自由

地修炼。”

“我们完全赞同真、善、忍”
加布列拉和安德烈在不同方阵

前逗留了很久，“我们昨天来就看

到了游行，今天又特意来了。”

加布列拉说要将拍录下的所有

内容都发给他们认识的人,“我们

需要这样的游行，所有的好价值都

消失了，需要复兴。我希望所有的

波兰民众：游行带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

琴斯卡女士对游行队伍中揭露中共

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景感到震惊。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3年的迫

害，不允许人们修炼法轮功，她说，

“这非常糟糕，让人很伤心。这些（中

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自由，

不能炼功。”她觉得，“这么大型的

反迫害活动，希望能（对结束迫害）

有所帮助。”

诺瓦克先生表示，“无论如何

用什么形式都要声援（法轮功学

员）反迫害。每个人都有权利做他

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为此挺身

而出。”

他俩认为将这类话题带入公开

场合非常重要，“能时常提醒我们，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2022年9月16日 真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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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0日，来自欧洲35个国家、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举行大游行。

“三退”保平安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退”，

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声明
“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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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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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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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给

freeget.ip@gmail.com

索取破网IP。请注意：主题不能空白，

内容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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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与舅舅聊天，我问舅舅：

您相信神的存在吗？舅舅认真地考

虑了一下说：“我认为神是存在的。”

他给我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舅舅过去在长春齿轮厂工作，

即现在的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齿轮厂。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春

齿轮厂里还有个家属厂，家属厂里

的工人多数都是长春齿轮厂男职工

的妻子。也就是说很多夫妻俩人都

在这一个厂子里工作。

长春齿轮厂里有个男职工叫费

延财（音译）。1978年夏季的一天，

费延财在吃晚饭时给他妻子讲他小

时候在农村时发生的事。他小时候

农村没有电，家家用油灯照明。有

一天，他家的柴油灯失火，火星四

溅，把周围人的衣服都点着了。聪

明的人脱下衣服得救了，没脱衣服

的就被烧死了。

第二天，他妻子上班去，干的

活就是用刷子蘸汽油清洗零件。因

为是夏天，汽油挥发得快，干活人

的衣服上都有挥发的汽油。这时，

舅舅讲的故事：生死之间

明慧网

一位黄女士抽烟，抽着抽着，突然

间，所有干活人的衣服上都着火了。

费延财的妻子这时想起昨天晚上费

延财给她讲的事，立即脱下全身的

衣服，并告诉其他人赶快脱光衣服。

其他妇女出于害羞不肯脱。瞬间，

四条生命便被活活地烧死。凄惨的

场面让人无不落泪，她们留下18

个没有成年的孩子。

这件事在长春齿轮厂震动很

大。当天晚上，费延财的妻子泣不

成声地对费延财说：“你昨晚要不

跟我讲那件事，我今天就死定了。”

舅舅感慨地说：“这事多奇巧

呀！这是神看到费延财的妻子有劫

难，要救她，就通过费延财的嘴点

化她用这种方法逃生。”

我说：“您听说过‘三退保平

安’吗？相信吗？”舅舅说：“我信，

中共太坏，作恶多端，就该天灭。”

我问他：“那您三退吗？”舅舅爽快

地答应：“退”。看着舅舅那坚定的

态度，我由衷地为他正确的选择而

高兴，一个生命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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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谴责恶行
丈夫口腔溃疡好了

2016年丈夫得了口腔溃疡，

越用药越严重。初期还能吃干饭，

后来只能慢慢喝点小米粥，吃点豆

腐。看着他痛苦的表情，我也着急。

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是两男

两女，说社区来登记户口。我家住

一楼，我把户口本从阳台窗户递给

一个男子，这时我看到约十多米处

有一个男青年正举着手机对着我。

我大声说：你干啥？还给我照相？

这是非法的！你们咋能干这种事

呢？！我把户口本抢了回来。

这时丈夫出来，大声质问：谁

让你照的？你照相通过谁了？！你

这是违法的！删了！删了！

我接着说：我是守法公民，我

炼功，是在做好人，有一个好身体，

我犯了哪家法了？！你们说明为什

么给我照相，不说明白可不行。

那四人面面相觑，丈夫大声说：

“再别上我家来！”四人慌忙走了。

我心里很可怜那男青年被邪党

利用。回到里屋，我对丈夫说：你

说话好好说，看你把那人骂的，他

还是个孩子，咱家不也有孩子嘛。

丈夫笑出声来。我感到很奇怪，

丈夫今天怎么啦？他平时很少有笑

容，怎么还能笑出声来，还挺得意。

这时我看该做中午饭了，就问

丈夫中午吃什么，我去买回来。丈

夫说吃肘子。

我把肘子做好后，对丈夫说去

切一下再吃。丈夫说不用切了。我

端上来，丈夫大口大口吃起来。

这时我才完全明白：丈夫的口

腔溃疡好了，他能不高兴吗？！面

对邪恶，丈夫义正词严，做了正义

的事情，他的口腔溃疡瞬间好了，

真是神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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