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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疫情蔓延 15 省
已至北京
大陆官媒“澎湃新闻”7
月29日报导，经梳理各地
卫健委通报的流调信息后发
现：在9天的时间里，南京
本地疫情已蔓延至全国15
省份26市，已经扩散到北
京。一些确诊者注射两针疫
苗，但仍旧感染。
南京市疾控中心通报
称，南京传播的病毒是德尔
塔变异毒株，具有传播快、
感染性强的特点。
中共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警告说，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建筑同
一座楼，发病前4天跟这些
感染者病例相处的，都是密
切接触者。
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对
新华网说：
“有症状是明火，
容易发现和扑灭；但是轻症
和无症状就是暗火，难以发
现病毒传了多久、多远。
”

2021 年 7 月 21 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隧道口，被洪水冲击在一起的汽车。

河南郑州市 7 月 20 日洪灾，被指责
有诸多人祸因素。早前视频指，官方在
京广路隧道出口设置挡水板，阻断车辆
生路。日前又有生还司机公布行车记录
仪视频，指控当局在隧道灌水前拦住隧
道出口，
但不封入口，
让车辆“自投罗网”
。
日前郑州当局通报，京广路隧道内
共拖出 247 辆被淹车辆，但只发现 6 具
遗体。该数字饱受外界质疑。隧道管理方
还辩称，7 月 20 日 15～16 时陆续封闭了
所有隧道入口，并在出入口都设置了挡
水板，还对已进入隧道的车辆进行广播
提醒和紧急疏散。但该说法与诸多媒体
报导、幸存者的叙述大相径庭。
一位微博网名“Happy 诺诺诺”的
女性生还者于 23 日发文披露，她的车当
天下午 4 点左右在隧道出口被堵了 2 个多
小时，没有官方人员来疏通，洪水来袭时
旁边一个司机大哥的头被车门夹住，活
生生淹死。
27 日，该女司机又公布了事发当天
进出京广路隧道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并
发文称：
“隧道口正常通行，下隧道后准
备从陇海路出口出来上高架，陇海路出
口因有圆柱锥体障碍物，所以就又回到

南出口方向，出了隧道口没有积水，就一
直原地不动堵到了灾难的发生。
”
这段长约 3 分钟的视频显示，车辆
进入京广北路隧道北端入口时，没有遇
到任何阻挡，但隧道中段的陇海路出口
已被一排隔离桩堵住，车辆无法从这里
离开隧道。当车辆驶出隧道南端出口后
遭遇堵车。
另一名自称隧道生还者的微博网友
“Sooooooooooowhat”25 日曾发帖称，
南出口堵车原因是官方设置的挡水板堵
住出口，造成“温水煮青蛙”的惨剧。他
也提到，隧道入口没人拦，隧道中间的陇
海路岔道出口被管理人员的反光锥拦住，
他不得已才走到堵死的主出口。
他披露，他本人堵车开始时间大约
在 3 点 50 左右，刚开始半小时没有水流
进入，之后水流逐渐变大，他 5 点 20 分
弃车逃生时，后方车辆都已被冲走。
上述两名幸存者因为披露逃生经历，
不断遭到“爱国者”的攻击。
发生灌水惨案的京广北路隧道，全
长约 1.8 公里。据陆媒报导，事发前该
隧道长达半年的整修工程刚刚完工，排
水系统一直是整修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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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地区；另一次是在 1975 年，河
南驻马店地区，暴雨导致板桥水库决
堤，约 24 万人死亡。
7 月 23 日，旅居德国的著名水利
专家王维洛，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和
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详细分析了郑
州洪水的成因。
王维洛说，导致郑州水灾主要有
四个因素：首先是郑州的城市建设规
划只注重水景的美，而忽略了河流的
排水功能。常庄水库位于郑州市的西

南，往北部绕郑州市大半个圆圈。郑
州的母亲河贾鲁河在市内又接纳了其
他五六条河，再加上南水北调的中线
干渠与贾鲁河水道将郑州市像包水饺
一样地包起来。
郑州市花了 534 亿修建海绵城
市，但是，贾鲁河的排水能力却没有
受到重视。城市建设考虑的重心并不
是方便供水或者排水能力，而是为了
发展房地产，提高 GDP 的政绩工程。
其次，常庄水坝无预警泄洪，泄
洪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周边河流的承载
能力。常庄水库在 2021 年 7 月 20 日
上午 10 点半开始泄洪，连续泄洪 11
个小时，泄洪不久大坝出现 13 处管
涌。郑州市内水患可想而知。
第三，河南省传统是一个缺水的
省份，中共重视蓄水而非排水，无非
正常气候的排水预案。
最后，信息缺乏透明。习近平 7
月 21 日说河南各地出现内涝，河流
超载，个别水库出现溃坝，之前外界
根本无从得知这些消息。同样，有关
水灾真实死亡人数估计也要几十年之
后才能真相大白。

上的定时炸弹。2020 年夏季的长江
洪峰，28 个省市受灾，三峡水库水
位一度达到 147 米，超过防洪水位 2
米。大坝总工程师王小毛承认大坝变
“坝顶向下游最大水平位移为 30
中共斗争哲学中没有“敬畏自然” 形，
。
一说，
“改造自然”
“战天斗地”被党 毫米”
黄万里曾预言三峡大坝将出现生
宣刻意塑造成英雄气概。连年洪灾，
只准人们看到人民子弟兵抗洪抢险的 态恶化、水患严重、被迫炸掉等 12
无畏壮举。真实伤亡数字、破坏自然 种后果，除了最后一条，前 11 个已
的水利项目以及背后的贪腐利益链则 经应验。2020 年，中共说不要把希
望寄托在大坝上。
是民众不可碰触的高压线。
2013 年 6 月，审计署公布三峡大
三峡大坝工程在毛、邓时代，由
于水利专家李锐、黄万里等人的坚决 坝工程共查出 76 起违法和经济犯罪
反对而被多次搁置。1992年，
江泽民、 案件，涉案人数 113 人，违规金额达
李鹏利用人大强行通过决议，历时 34.45 亿元。业内人士表示，中共避
10 多年、耗资 2000 亿元人民币的三 重就轻，江泽民、李鹏家族三峡工程
峡大坝，如今成了悬在 6 亿中国人头 贪腐黑洞远远不止区区几十亿元。

目前，中国共有 9.8 万座水坝，
发电、养殖、旅游等产值被权贵悉数
拿走。官员们出于利益驱动，打着蓄
洪防洪的幌子大赚黑钱。一旦遇洪，
保水库、漠视生命是必然选择。
另一项中共引以为豪的南水北调
工程，总投资预计超过 5000 亿元人
民币。水利专家王维洛说，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干渠使几百条自然河流中断
消失，这些地区做了农田和建设用地，
但它原来是河道，所以到发洪水的时
候，水还是要再回来。
所谓“非河犯人，人自犯之”
。中
共人定胜天的狂妄斗争哲学，加上官
员贪腐寻租、保乌纱帽的黑厚术，使
得大陆水灾连年不断，一分天灾，九
分人祸。

水库泄洪（示意图）

郑州“7·20”洪水造成生命财
产的巨大损失，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
中共舆论炒作这次洪水是超出历史极
值的暴雨造成的，与城市排水系统无
关，为中共脱罪。事实是这样吗？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接
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1951 年之后，
中国才开始拥有完整的气象记录，所
谓“千年不遇”不是严谨的科学说法。
气象记录显示，中国最大的暴雨，
一次出现在 1963 年的邯郸、邢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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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性高于人性，
“应急管理”既不急也不管
明鉴

中国人该如何自救？

7 月 27 日是郑州洪灾罹难者头七，许多民众自发到地铁 5 号线献花，却被围板挡住。

7 月 28 日，国家防总公布：今年
以来，洪涝灾害受灾 3481 人次，146
人死亡失踪。同时预测 8 月下旬我国
有发生极端强降水的可能。
伤亡人数且不论真假，预警消息
看起来非常前瞻，似乎体现了大国责
任与风范。谈起责任，单就洪涝灾害，
中共有多少个部门、领导在管？中央、
部委一级的有国家防总、两办、应急
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气象局、
长江防总等等。到了地方一级，还要
加上党政一把手、各级分管领导，多
如牛毛。可是一旦灾害来临，他们急
吗？管吗？从唐山地震、75·8 板桥
水库决堤到汶川、玉树地震，再到不
久前的甘肃马拉松事件，竟毫无预警。
此次郑州水灾，据腾讯网报导，
河南省气象部门 7 月 19 日已发布红
色预警信号，但不知是何原因，被郑
州市政府忽略了，导致过度信任政府
的市民失去应有的警惕。随着事态的
发展，更多消息被披露出来，除了郑
州常庄水库泄洪外，新浪网曾转载界
面新闻的消息“郑州郭家咀水库发生
溃坝，河南省防汛应急响应一夜连升
三级”
；新华社 7 月 23 日报导透露，
河南鹤壁浚县，
“卫河左岸塌方形成
决口，右岸已按泄洪方案分洪，启用

了 6 个蓄滞洪区”
。
人们从官方不同报道中比对、分
析，发现中共“靠前指挥”的政治秀
中隐藏了巨大的真相。如果让民众得
知耗费巨资的水利工程、面子工程都
是豆腐渣，党的“伟光正”颜面、官
员政绩势必泡汤。关键时刻，党性高
于人性，百姓生命无关紧要。于是我
们看到了京广隧道 5 分钟洪水倒灌淹
没，无数人车尽毁惨状；地铁 5 号线
水没乘客胸颈，各级领导坚持不停运
的“英明”决策；鹤壁 14 岁女孩深
夜逃难等一幕幕人间悲剧与闹剧。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掩盖死亡
真相的数字维稳和在百姓葬礼上唱赞
歌的灾害政治表演。
郑州水灾，中共 7 个常委没有一
个到灾区视察；军车开进新乡名义上
救灾，实则维稳；BBC、德国之声记
者在灾区报道，遭到中共维稳人员装
扮的民众威胁；郑州死难者头七，地
铁花圈地被围栏封挡。与此同时，新
乡卫辉全城看海，政府官网频报抗洪
喜讯……
灾难压顶，百姓罹难，中共“应
急管理”既不急也不管。死伤无数，
民
怨沸腾，危及政权，中共急了，管了，
一管就是一百年。

人命关天，面对如此惨剧，很
多热心网友为如何自救支招，建议
真的很暖心：
“雨天别出门”
，
“出
门别坐地铁，别开车”
，
“带上锤子
和干粮”
。网上甚至还出现救生教
练教民众如何将裤子快速变成救生
圈的应急视频。诚然，这些对于普
通民众来说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
在无道的中共治下，个体的自救无
法解决制度性灾难。
听说郑州地铁5号线当时有个
情景：水漫上来人都快喘不上来气
了，有人想拿救险的锤子把车窗砸
开自救，被车厢里另一些人制止，
说要守纪律，等着政府来救援。消
息无法验证真假，但普通百姓被中
共欺骗后的愚昧，一直是件让人非
常痛心的事。网传一位负责攻击台
湾的职业“五毛”在郑州灾难中死
亡，其小粉红弟弟通过此事看清了
中共邪恶，代哥哥向台湾人道歉，
并说“这场大水患，我们郑州市民
是彻彻底底地看破了这个国家充满
了谎言与欺骗，市民的性命肯定在
领导儿眼里，连一口痰也不如”
。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有一个
“讲真话”运动。极权统治下，讲
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少，独立思考能
力会越来越退化，最后，即便是极
权机器本身已经非常老朽和腐化，
只要它还在运转，它的控制能级会
因民众的自动驯化而变得貌似非常
强大。解决的办法是，从生活中的
小事开始，学会讲真话，把真话与
真相告诉周边的人。捷共就是在哈
维尔这个讲真话的运动中垮掉的。
哈维尔的理性睿智和小粉红
弟弟的醒悟与真话，或许将成为每
一个中国人应选择的自救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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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黄金时间”与决绝的“维稳时间”
在危难之中，每分每秒都非常珍
贵，时间像是一把尺子，衡量着一个
社会中生命所占有的份量。
“7·20”洪灾事发之际，郑州
的政府热线、求救电话或忙音或无法
接通。由于多年的官僚体制，所有操
作者都在等待指示、命令。一位地铁
工作人员在网络发帖称：
“从水开始
倒灌进轨行区，到没过轨底，到没过
轨面，到不能行车，到触网必须断电，
到没过疏散平台，到求生无望。整个
不是一下发生的，中间有时间，有很
多次机会。运营领导‘没有把握，犹
犹豫豫’
。
”他痛斥决策者根本就是“杀
人犯”
。
同样在重灾地点京广北路隧道，
堵车近两小时，没有作为。然而，洪
灾过后，7 月 21 日，中共却往隧道派
来了部队，浩浩荡荡的军人来到了京
广北路隧道的周边。与此同时，地方
救援人员完全撤离。那么，这么多军
人是来救援的吗？
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上，1975 年 8 月 8 日，河
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危险，需要泄
洪处理。同样是层层上报，无人负责，
最后导致溃坝。

2008 年 5 月 12 日，在汶川大地
震发生 42 小时后，全国亿万民众盯
着电视，居然静悄悄，进入汶川几个
受灾重镇的救援官兵只有赤手空拳的
1000 人，而需要被挖掘出来的人却
是十几万人。原因是江泽民虽然下台，
但仍牢牢控制着军权，江泽民为了显
示其对军队的把持仍然牢固，无视灾
情紧急，宁肯让身处前线的救灾者无
计可施。
救人的“黄金时间”被搁置，然
而显示权力的“维稳时间”
，却是争
分夺秒。
1999 年 7 月 20 日凌晨，发生了
让无数人铭记的“7·20”事件。江
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下令开始迫
害法轮功——一个按照“真、善、忍”
修炼的群体。当时，据国家体委统计，
法轮功修炼者近亿人。
在江泽民的指使下，7 月 20 日这
一天，中共警察启动了全国范围的大
逮捕，先将全国各地的法轮大法辅导
站站长、辅导员强行抓走。
上万名武警在7月20日凌晨已荷
枪实弹进入北京，周边军队进入一级
战备状态。
7月20日早上6点10分左右，
古

城西安城区各法轮功炼功点上，同时
出现许多警察，未出示任何证件就强
收横幅，非法抢走录音机，将法轮功
学员强行带上警车。这样的场景在全
国各地比比皆是。中共对于只是想修
炼做好人的法轮功信仰群体，居然启
用了战争级别的战备状态，是何等的
荒谬与邪恶。
从 1999 年“7·20”开始，在过
去的 22 年里，江泽民集团发起的迫
害已令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监控、骚
扰、绑架、非法关押，而这样的灾难
直至今天依然在发生着。
2021 年的河南郑州“7·20”事
件，中共草芥人命，无视灾情蔓延，
以维稳、维护“伟光正”
、掩饰灾难
责任为第一目标，已大白于天下，有
如警钟巨响，惊醒世人。共产党是一
个西来幽灵，本质上是魔鬼本性，在
《九评共产党》中揭示到：
“共产党本
质上是一个邪灵，为了它的绝对控制
权，不管在一时一地表现有什么变化，
它过去杀人，现在杀人，将来还会杀
人的历史不会改变。
”
认清中共，才能保全自己和家人
的性命，这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
如此，不能存侥幸心理。

2021 年 7 月 20 日，在郑州京广隧道内
遇难的许玉昆（左）、李浩鸣（右）。

2008 年，在汶川地震中倒塌的北川中学。

1999 年，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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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极端天气如何自救？

被洪水冲走的女孩
活了下来
一位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讲述了
一件发生在邻居身上的真实故事。
2015年，邻居的女儿要结婚
了。那年发大水，道路遭严重破坏，
交通极不方便。为了婚礼按时举行，
女孩的家人需要提前将她送到婆
家。那天女孩跟随母亲、舅舅和表
弟一行4人，骑摩托车前往。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当4人
来到一座桥上时，忽然一波凶猛的
大水冲上来，顿时将他们冲下桥去。
慌乱中，女孩的舅舅和表弟抱住桥
边的一棵树，侥幸逃过一劫。而母
女俩转眼不见了身影。
水流异常汹涌。女孩看到母亲
被大水冲倒，拼命冲过去把她拽起
来。可是瞬间母亲又被冲倒，女孩
用尽全力又将她拽起来。然而母亲
再一次被冲倒，女孩眼睁睁地看着
母亲被大水卷走，再也看不到踪影。
女孩拼命呼喊着母亲，哭得声嘶力
竭，渐渐地，没有了力气，沉入水中。
就在她随着浪花翻滚时，忽然
想起以前我送她的真相护身符。她
根本无法张嘴喊出“法轮大法好”
，
只是想到那五个字。昏迷中她感觉
站在水中，正在被大水推着，平稳
地往前走。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醒来时发现
自己竟然靠在水中一棵大树上。怎
么游过去的？她根本就不会游泳。
这简直无法想象，太不可思议了！
她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法救的。
每当想起那极度揪心、恐怖的一幕，
她总会百感交集。她说：
“人是不可
以不信天地、神明的！”她感恩法
轮大法，感恩大法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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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20 日，郑州，洪水涌入地铁。

“地铁里的水已经到了胸口，氧
气基本上已经被吸光了，整个胸腔都
在痛。我爸休克好几次神志不清，我
一会儿确认我爸怎么样了，一会又去
拉拉我妈。
”郑州地铁 5 号线上一位
幸存女孩感叹道，
“真没想到危险会
来得这么突然。
”
7 月 20 日的郑州洪灾真的是让
人体会到什么叫“旦夕祸福”
。当京
广隧道的洪水迅速漫上来时，经历过
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特大暴雨的侯
文超敏锐地意识到危险的降临，他逐
个拍车窗叫大家赶紧下车，很多人听
了，有的人仍不以为然，哪里知道这
真是逃生的最后机会。
有时，好心人的一句话就是这么
关键。让我们来看一个 2010 年夏吉
林市发生特大洪水时一位老板是如何
获救的。在吉林市受灾最严重的永吉

县 附 近 有 一 家 工 厂，7 月 27
日晚，老板全家及哥兄弟几人
在厂里团聚。第二天天刚亮，
家人发现厂院里已经进水了，
老板正帮家人尽快向高处转
移，突然想起账本还在屋里，
就告诉家人快跑，自己回去拿
账本。当他拿了账本反身出屋
时，水已经没腰深，而且还在
迅速上涨。他一看自己出不去
了，就急忙爬上吊车。这时水
已没过了房顶，他被困在吊车
上半个多小时。由于惊吓、疲
劳，再加上没吃东西，他感觉
快要撑不住了。
这时他突然想起以前法
轮功学员劝他“三退”保平安
（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事
（当时他已经“三退”
）
，并且
告诉他危难时刻诚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能逢凶化
吉，遇难呈祥。于是他立刻高喊：
“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说来真是神
奇，这时他就看见水中有三个香瓜向
他漂来，他捞起三个香瓜赶紧吃了两
个，觉得有精神了，也不饿了。
他想总在这里也不行啊，得出去
呀。不一会儿就看见水中漂来一些成
捆的玉米秆，他用手按了按看是否能
撑得住自己。一按觉得没事，于是就
趴上去，一直漂到地势高的一座二楼
跟前。楼顶没有上水，他就上去了，
在楼顶呆了几个小时后被家人接走。
他告诉家人：
“法轮功太神奇了。
”
法轮大法的神奇已经被无数人
所见证，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
法，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会给您带来
福报。希望您也能记住这救命的“九
字真言”
，在人生的旅途上能得到大
法的保护，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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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超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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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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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30 日

汶川地震山崩地裂的那一刻

2008 年，汶川大地震。

2008 年 5 月 12 日，我儿媳因公
事到汶川开会，想借此机会和一同事
去青城山游玩。临行时，
我丈夫说：
“小
静呀，这人出门在外说不定会遇上什
么事，你遇到危险时千万要念‘法轮
大法好’呀！”儿媳听后不耐烦地说：
“知道了。
”
因我儿子修炼法轮功经常遭中
共人员骚扰，还被劳教迫害过，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
功起，我们家就没过过正常生活。儿
媳怀孙子时，在临盆的前一天，她还
得去当地“610”要回被绑架的丈夫，
差点被蛮横的警察推倒。孙子两岁时，
儿媳抱着孩子去探望被迫害的丈夫。
有一年除夕，家人还没来得及吃团圆
饭，警察就闯入家门绑架了我儿子。
警察常年在楼下监控我家，还曾用暴
力破坏门锁，强行闯入家中。这一切
都给儿媳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
可儿媳万万没想到，家人的提醒
成了她的救命法宝。她和同事开心地
游山玩水，爬到山顶时，突然山崩地
裂，地动山摇。山地瞬间被震开一道
道沟壑，顿时响起一片哀嚎，惊叫声、
石头崩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刺痛着
每个人的心。人们惊慌失措，四处乱

跑，没跑几步就被滚滚的山石碾压而
过。山体滑坡，瞬间人们被埋没。
儿媳一下想起了临行时家人的嘱
咐，她拽着同事的手说：
“快和我一起
念‘法轮大法好’！”儿媳用尽全力
拼命地大声喊：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事
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救命的机会，也跟
儿媳一起喊：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
奇的事发生了，那些石头就像长了眼
睛一般，绕着她俩走。她俩找了一个
树窝下躲着，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
地震渐渐地平息了。只见刚刚满
山的人群，只剩她俩毫发未伤。山上
横尸遍野，遗体也残缺不全，有的身
首异处，有的脑浆迸裂。
儿媳的同事回家后把遇到的神奇
和看到的惨烈景象一遍一遍地向亲朋
好友讲述。儿媳更是激动地把死里逃
生的经历告诉她身边的每个人。这回，
她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法，
“九
字真言”真能保命，也认清了是中共
在迫害大法弟子。当她丈夫再受到干
扰时，她理直气壮地直接面对迫害她
丈夫的警察。

渤海湾遇险记
陈林（化名）是一名海员，妻
子因为生孩子落下了一身病，绝望
中炼起了法轮功，谁知一炼竟将病
炼没了！从此夫妻俩对法轮功由衷
地敬重。2003年7月，陈林休假期
满又要上船了。临行前，妻子像往
常一样叮嘱他：
“千万记着‘法轮大
法好’
，关键时刻喊李老师帮助。
”
10月12日，他们的船在渤海
湾遭遇了11～12级的台风袭击。夜
间，舵机又突然失灵！船体随即在
狂风巨浪中剧烈摇晃起来，灾难随
时会发生！恐怖笼罩着每一个人，
船长让大家做好弃船准备。在这巨
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上，即使弃船也
是难以逃生。眼前的海况令人毛骨
悚然，船员们已失去了冷静。在这
生死关头，陈林猛然想起妻子的嘱
咐，双膝跪下，鼓足劲高喊“法轮
大法好！”
“法轮大法是正法！”
“李
老师救救我们！”吼声过后似乎一
片沉寂。大家被陈林的举动震懵了。
瞬息间，似乎一切都静止了。突然
有人惊喜地喊了一声：
“风小了！”
风浪真的小了！一小时后，舵机修
好，一场灾难化险为夷。
事后，船长取来一张打印纸，
用笔恭敬地写上：
“感谢李老师的救
命之恩，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
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全体
船员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把纸折叠好，密封在一个空瓶
子里，放入大海。让蓝天作证，大
海作证，这是22名船员的心声：
法轮大法好！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大纪元 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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