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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封武汉 下半年淹安徽 

慧眼识魔：历史的
绝响引人深思

几天内下了一年的雨量，中共偷偷泄洪，不告诉当地民众。安徽、江西等地被泡在水中，一个多月
了，居民仍无家可归，成为疫情后的二次难民。（图片来源：Google 公有领域）

中共禁蒙语
遭蒙人抗议
8月 26日内蒙古教育

厅发文，要求今秋起，小

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先

使用中共教育部统编《语

文》教材，用汉语授课，

即所谓的“第二类双语教

育”。此举引发蒙人强烈抗

议。从内蒙呼市到东北的

大兴安盟、赤峰市、中部

乌兰察布盟，都流出学生

与家长们罢课及抗议集会

的视频。9 月 2 日，内蒙

古广播电视台 300 多位员

工签字保护母语。

据悉，公安部长赵克

志前往内蒙指挥镇压抗议

活动。网路同时流传出中

共警察抓人、打人视频。

一周内已有 4 人自杀以示

抗议，包括33岁的女公务

员苏日娜。有评论说，蒙

古民族因保持了自己的语

言文化，中共洗脑作用有

限，中共正计划逐步消灭

蒙语，摧毁蒙古民族文化。

7 月 22 日，安徽庐江县石大圩连

河段“决口”，洪水咆哮着冲向周围的村

庄，水位迅速涨到 8米高。石大圩和牛

广圩两个圩全部都泡在水里，直线距离

约30公里的两个乡镇好几万人口背井离

乡。截至 9月 1日，当地人表示，家里

的水位仍有2米多深。

庐江县同大镇台创园的居民对海外

媒体表示：发洪水的头一天晚上，当局

让撤离，没提泄洪，什么东西都不让他

们搬，走时什么都没带；40多天，政府

就发了一袋米一桶油，其它什么都没管。

7月 20日，淮河水情告急。王家坝

紧急开闸，76.5小时放出3.75亿立方

米洪水。19.5 万亩良田被淹，20万人

迁离。水位还未消退，官宣“正能量”一

路高歌：“有一种精神，是王家坝精神，

这种精神，是弃小家保大家的顾全大局精

神，是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家国情怀。”

上半年武汉到底死了多少人，没有

人知道。今年的鬼节，武汉街头烧纸钱

的一步一家。下半年淹安徽。中共的“正

能量”就是整你没商量，百姓永远是“代

价”。推特中一位身处被淹稻田边的安徽

中年农民说：“承包费、种子费、农药费、

人工费，就这样被淹在了水里。我们不

知道怎样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但我们只

能默默承受，因为我们是安徽人。”

另一位安徽灾民泣血拜托：“父老乡

亲们，为了上保河南，下保江苏，我们

安徽人付出了太多了。灾情过后，要是

有安徽人走到你们家门口要饭，就请你

给他一口吃的吧！”

根据安徽阜南县水务局数据，2007

年分洪，算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

蒙洼蓄洪区直接损失约 6亿元，但只得

到 8838.5 万元补偿。中共所谓的补偿

只是杯水车薪，做做样子罢了。非洲大

撒币和一带一路大放贷，却毫不手软。

一边国内全网“感谢”安徽人，党

魁视察安徽；一边芜湖、庐江等地的百

姓居屋仍泡在水中。这样的感谢无异于

道德绑架。如此视察，更会使官员们报

喜不报忧。

其实，在中共那里，代价总是要让

人民来承担，今天你侥幸是它划定的那

个踩着别人痛苦，享受着幸福的“多数”，

明天你或许会不幸地成为承受苦难的“少

数”。“一党功就万骨枯”，而中共自己永

远是“伟光正”。 明慧网 / 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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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根据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我们看到了一些报道……显示这种病

毒出现在世界不同地方，而且可能早

于中国”。

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不错，

我们确实看过一些报道，说是在美国

某地或法国某地或意大利某地，早

在去年 12月甚至更早就有了新冠肺

炎，只不过当时人们不知道是新冠肺

炎，当成普通肺炎或流感去治了。但

正像中国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所

说，新冠肺炎的传播力很强，如果医

生把新冠肺炎当成普通肺炎或流感去

治，难免在自身防护上做得不到位，

因此就会被感染，就必然发生医护人

员的大面积感染，从而引起医生的警

觉，于是很快就会发现这不是普通肺

炎或流感，而是新冠肺炎。然而在那

些据说是更早就发生了疫情的其他地

方，都没有出现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感

染，都没有引起当地医生的警觉以及

查明病情，可见那里发生的不是新冠

肺炎而只是普通肺炎或流感。

2 聚焦

8月 27日，正在挪威访问的中

共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是首先向

世卫通报疫情的国家，但并不意味疫

情就发源于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的

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报道……

显示这种病毒出现在世界不同地方，

而且可能早于中国。”“病毒最初是从

哪里开始的？它是怎么开始的? 应该

留给科学家和医学专家……，不应该

政治化或者污名化。” 王毅说：“现在

中国全国每天都是零感染啊！所以所

谓的病毒从中国传出去，都是谎言！”

王毅的这番讲话，纯属诡辩。

我们知道，今年2月 27日，钟

南山说过，新冠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

但新冠病毒不一定是发源于中国。钟

南山的说法随即受到上海复旦大学华

山医院张文宏医生的反驳，张文宏指

出新冠病毒也发源于中国。不过钟南

山至少还承认，新冠疫情首先出现在

中国，而现在王毅竟然连这一点都要

否认。

王毅说新冠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

不容改写疫情叙事 中共专制没有优越

撰文 / 胡平

明慧网

王毅说：“现在中国全国每天都

是零感染啊！所以所谓的病毒从中国

传出去，都是谎言！”

不错，现在中国的疫情得到某种

控制，但是这不能抹杀新冠病毒疫情

是从中国传出去的这一事实。新冠疫

情首发于中国，由于中共当局，首先

是习近平，蓄意地压制、掩盖和发布

虚假信息，错过了把疫情扼杀于萌芽

状态的时间窗口，造成新冠疫情的大

规模扩散，酿成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

的巨大灾难。

王毅的讲话，以及此前中共发布

的有关新冠疫情的白皮书，都是力图

改写疫情叙事。中共妄图用它改写的

疫情叙事，掩盖中共当局在这场新冠

疫情浩劫的第一责任，并用来证明中

共专制制度的优越。对此我们必须揭

露，必须批判。

（原文转载于《自由亚洲电台》
网站，原标题为：《不容中共改写疫情
叙事》）

8月 27日，中共官媒央广网微

博挂出一段视频，中共外交部赵立坚

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

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

该视频一经贴出，几乎遭遇史上

最强翻车，百姓一片骂声。

网友怒怼中共：“吃香喝辣从来不

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

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让领

导先走，让人民去死，一向是共产党

的治国理念。”“网络封锁你们是铜墙

铁壁！野蛮拆迁你们也是铜墙铁壁！

武汉封城你们还是铜墙铁壁！到外面

把八十国联军惹毛了，人家要扁你了，

我们就是铜钱铁壁了，我们不干!”

大 实 话 中共版“铜墙铁壁”遭民众吐槽

左图：一边是“武汉人加油”的文宣鼓噪，一边是不管死活封门封户的人道灾难。真相岂容掩盖。（图片来源：Google 公有领域）
右图：1月 2日，继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等 8名医生后，央视播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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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日是抗日战争胜利 75周

年，官媒仍声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起

到了主导作用。然而，日本筑波大学

名誉教授远藤誉近日发表中文版新著

《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以确切翔

实的史料证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

东为削弱中华民国军队的力量，派遣

间谍潜伏日本外务省，把从国共合作

中获得的国民党军事情报卖给日本。

潘汉年奉命勾结日军
远藤誉1941年出生于中国吉林

省长春市，1953 年返回日本。后担

任东京福祉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主任，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理学博士。远藤

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

教授。

早在 2015年 11月，远藤誉撰

写的《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

一书在日本出版。她收集了中国、台

湾、日本三方面资料，揭露前中共党

魁毛泽东与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岩

井公馆合作，打击国民军队的历史真

相。该书出版后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

一个月内增印了5次。

日本战败后，岩井公馆的主人、

日本情报官员岩井英一攥写了回忆录

《回想的上海》。

2020 年9月11日

日本专家新著揭秘中共勾结日军

远藤誉引用了书中记载的一些史

实：中共高层间谍潘汉年按照毛泽东

的命令，卖给日方国民党军事情报的

同时，向岩井提出“中共军和日军停

战”的提议。

为了协商停战一事，潘汉年通过

岩井的介绍，与南京汪精卫政府的军

事顾问、日本陆军将领影佐见面，又

在影佐引荐下与汪精卫也见了面。

岩井委托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小

泉清一，每月向潘汉年支付2000港

元作为收购情报费，同时另外支付潘

汉年1万港元，用以支付潘所筹办的

多种刊物费用等。当时，2000港元

相当于一名香港华人警员5年的薪水，

最终这笔可观的收入落入中共手中。

岩井回忆说，日本支付的费用总额达

30多亿日元（超过2500万美元）。

岩井还披露，潘汉年是通过另外

一名中共间谍袁殊向岩井提议，商谈

共军与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停战”的

事宜，岩井因不懂军事，把该建议转

手影佐，潘汉年从此开始直接与日军

接触。

毛泽东多次感谢日军侵华
1961 年 1月 24 日，日本社会

党代表团访华，国会议员黑田寿男、

浅沼稻次郎等人被毛泽东接见。毛说：

“日本的南乡三郎（日中输出入组理

事长）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

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

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

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

然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

到北京来看京戏……所以日本军阀、

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

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

东文集第八卷》“日本人民斗争的影

响是很深远的”）

1964 年 7月 10 日，毛泽东在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

田寿男、细迫兼光时感谢日本侵华。

佐佐木对日军侵华抱歉时，毛说：“我

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

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

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

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

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

不要感谢啊？”（1969年《毛泽东思

想万岁》原文复刻，（716 页版本）

第532～ 545页）

1972 年 9月 27 日，毛与来访

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会面时，感谢日

本皇军侵华。中共官方文件迄今不敢

披露毛与田中会谈的详细内容。但从

当时专供官员阅读的《参考消息》和

《大参考》中有泄露。田中向毛道歉：

“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

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则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

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

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

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

哪？”“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

你们的战争赔偿！”

中共一直歪曲历史，宣称自己是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实质是为了维

护中共的统治。（有删节）
新唐人 / 罗婷婷

日本专家新著曝光抗战期间中共勾结日军内幕，粉粹“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的谎言。

曾经历过共军围困长春的日本专家远藤誉教授新著揭秘：毛泽东勾结日军出卖抗日国军。
（图片来源：Google 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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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它，

自然连带它的成员。退出党、

团、队，解除“永远跟党走”

的毒誓，免遭连累。神看人

心，真心“三退”，真名、化名、

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

站：tuidang.epochtimes.com；
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烧饼歌》预言指出希望之道
明宰相刘伯温留下许多预言，著

名的《烧饼歌》以君臣问答的方式暗

道天机：

帝问：“末法时期谁传大道？”

伯温回答：“末法时期传大道的

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但弘传的是宇

宙根本大道。他就是释迦牟尼当年预

言的未来佛弥勒，然而，真佛不在寺

院内，而是出身在民间。”

释迦牟尼的弟子普贤菩萨曾多次

提及，在末法时期，弥勒再生转法轮：

“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当有佛。名

弥勒如来。”《烧饼歌》也预言了未来

佛弘法“众道会下引进修行”的关键

时间。1992 年 5 月 13 日，李洪志

大师在长春传出法轮大法，到 1999

年近 1亿人走入了大法修炼，以“真、

善、忍”指导世人修炼的宇宙根本大

法—法轮大法在末世中开启了人类

返本归真的希望大道。

在大瘟疫中只要诚心念诵九字真

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众生，

就能从瘟疫中得到救度。大法弘传，

为末世之人开启了救度之门！

大佛洗脚天下乱 刘基预言指出路

“这法轮功
都是好人好事嘞”

撰文 / 荏淑一

明慧网 / 宁夏大法弟子

2020年 8月 30日，我着急

搭乘班车回单位上班。

路上，我瞧见一位头戴黄色

头盔的中年男子在买早餐。我琢

磨他可能是电动车出租司机。我

赶紧上前询问：“你做出租的吗？”

他回头冲我说：“等我一下，你去

哪里？”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方。

我关切地问他生意好做吗？

他叹了口气：“哎，不好做呀，去

年我是给店子送酒的还送的很好，

今年不行了。”我和他讲武汉肺炎

中共邪党掩盖事实的真相。他很

认同。我就和他讲“天安门自焚”

伪案真相。他说：“共产党尽整假

事，我做了十多年的村长，我知

道共产党一路来就是说假话做假

事嘛。我早就想退党了。村里不

批准，说什么影响不好。”

我笑着告诉他：“退党起个化

名从心里真心退出来就管用，共

产恶党做的坏事就和你没关系了。

我给你起个化名张贵，祝你贵气

东来。好吗？”他开心地说：“这

个名字好。我老婆总是叫我退党。

我老婆经常看法轮功的老太太送

的真相资料，还说这法轮功都是

好人好事嘞！”

明慧网 / 云南大法弟子

四川乐山大佛，从唐代兴建至今

已经有超千年的历史。当地有俗语说

“大佛洗脚天下乱”。2020 年 8 月

18日早上，洪水上涨漫过大佛脚趾，

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发生。

乐山大佛闭眼流泪
1949 年以后，凡国人遭遇大灾

难前后，大佛石像均闭眼流泪，展现

神迹。

1959 年～ 1962 年“三年大

饥荒”，四川一地就饿死了近千万人。

许多尸体流过大佛座前。1962 年，

人们看到千年的乐山大佛像，竟然闭

上了眼睛流下了眼泪。1963 年，乐

山大佛石像再度闭眼流泪。中共害

怕，花了 4000 万人民币清洗大佛，

却洗不掉眼角的泪痕。紧接着 10年

文革整了 1 亿人，死了 2000 万人。

乐山大佛石像第三次闭眼流泪，是在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后，当地人纷

纷传述大佛面露怒色。

2020年以来，异象百出：瘟疫、

蝗灾、六月雪、洪水、粮荒。此次“大

佛洗脚”，据当地民谚说法，天下要

有大事发生。中国人的希望在哪里？

见 
证

我生活的地方是回民自治区。一

天，我和一位六十多岁的阿訇讲起华

夏文化和“藏字石”，他也是一个老

党员。武汉肺炎那段时间越闹越厉

害。老阿訇有一天打电话要我去他家

帮忙，一去到家里，看见他卧床不起，

而且有些咳嗽。他对我说：“这几天我

突然感冒发烧，亲戚朋友和儿女都害

怕是武汉肺炎病毒，都不来了，就你

能来。”我笑了笑说，我们修炼人根

本不怕病毒瘟疫。我就对他说，心里

常念“九字真言”，灾难来了能保命。

他眉头一皱，问我：“这能好用

么？”我说：“你看看我，自从修炼了，

再没得病。你先把党退了，瘟疫就找

不上你的门，再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身体就会好。” 

第二天没想到他亲自找到我说：

“太神奇了，太神奇了！一夜之间我

的烧退了，现在也不咳嗽了。‘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真的能保命！”

我给了他一本《转法轮》，阿訇

带着清真寺的人一起学习这部奇书。

老阿訇也劝很多人退出了这恶党。“九

字真言”也开始在宁夏回民中流传了。

瘟疫中念“九字真言” 老阿訇得救见 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