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外媒报道，2月15日，

官方通报藁城区又新增一本

土确诊病例，导致已经被封

四十多天的藁城民众，再遭

封区和封村，居民崩溃，群

起抗议。此前的2月7日，

藁城区的恒大绿洲社区因长

期被封锁，数千名小区业主

无法忍受政府人员嚣张跋

扈，与对方发生拳脚冲突。

业主指责政府不作为，批评

政府人员嚣张跋扈。

就在藁城区重新封区和

封村的同时，恒大绿洲小区

也未能幸免。业主李先生对

大纪元记者表示，他们小区

1月6日被封，直到2月8

日才降为中风险，能出小区，

但范围很有限。但近两天他

们小区又拉警报，不让下楼，

谁下楼抓谁。

“你挣不了钱，有些有房

贷、车贷的，人家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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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民众愤怒质问：“为何不敢提及鲜花

脱销与武汉市民‘烧清香’的祭奠习俗

有关？”

当地网友纷纷怒怼中共：“我天哪，

就把事实讲出来，大家都哀悼一下又怎

么了嘛，非要藏半截说成喜事。想说这是

‘正能量’中毒，又觉得这种报导根本就是

虚伪、欺骗，毫无正能量。比不上堂堂

正正的哀伤和悼念。”

“想想去年报的死亡人数……不打脸

吗……”“一天几百几百人去世的去年，

多少家庭悲凉到绝望。”“我永远忘不了

去年是怎么看着喜庆洋洋、欢声笑语的春

晚，背着家里人流了一晚上的泪。”

武汉市民何先生说，武汉因为疫情

死了很多人，这是肯定的，但真实数据

被隐瞒。

湖北民政厅数据：
第一季度15万老人消失

据湖北省民政厅公布的所谓针对80

岁以上老人（神农架山区75岁）的津贴

资料显示，去年第一季度，该省就有多

达15万名老人突然间从老年津贴名单上

消失。

自由亚洲电台2月16日称，关注事

件的NGO人士刘俊说，现在任何人试图

去探寻真实资料都可能被抓。这些东西都

要把它记下来，有朝一日会还原真相。

刘先生还说，民政厅老龄津贴资料

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同时也间接印

证海外去年批评中共隐瞒疫情的实际

规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说，无论

是全国还是武汉，老龄化都越来越严重，

老人数量每年都在增加。但湖北民政厅

的老人津贴资料出现断崖式下降，这本

身就不正常。

该学者说，这仅仅是涉及80岁以上

老人的情况，而细分的统计资讯被严密

封锁，疫情的全貌就更无法被外界所知。

武汉肺炎病毒疫情已经延续一年多

了，而最初爆发疫情的武汉到底死了多

少人仍是个谜。但近期发生的两起事件，

再度引发舆论揣测，成为外界质疑中共

隐瞒疫情死亡人数的新证据。

武汉新年花市火爆 
党媒谎称“报复性消费”

湖北武汉有大年初一给过世的亲人

“烧清香”的习俗，导致武汉鲜花价格大

涨并脱销断货。湖北官媒称此现象为疫

情后的“报复性消费”“市场需求旺盛”。

湖北到底死多少人？
去年首季15万老人消失 

石家庄持续封区 
居民崩溃群起抗议

简 讯 

武汉人有“烧清香”的习俗，纪念过去一年内
去世的亲人。今年大年初一，武汉的菊花买到
断货。官媒宣称是市场需求旺盛。民间怒骂：“无
德媒体！”（图片来源：网络）

网友微博留言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指定，一切的权力都属于中共。所有

被迫接受统治的中国人全都沦为他们

的奴隶，沦为他们随意盘剥和压榨的

对象，甚至连活着都成了他们的恩赐。”

约瑟夫说：“作为一个曾经生活

在那里的个体，深深体会作为一个为

奴者的艰辛和痛苦。做着世界上最辛

苦的工作，拿着世界上最低的薪水，

活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环境，还要

忍受着官员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欺

辱。不但没有任何的福利和保障，连

基本的信仰自由也全被剥夺。如今的

大陆，已被中共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集中营，表面的盛世景象下，无数人

经历着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惨剧，

而冒着危险突破封锁曝光于世界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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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正式立法 抵制中共活摘器官

2月11号，英国的《药品和医疗

器械法案》（Medicines and Me-

dical Devices Bill）修正案正式成

为法律。这个修正案确保从海外进口

的人体组织、器官和细胞等不能进入

英国医疗界，明确抵制中共强摘良心

犯器官的罪恶。

分析人士称：“虽然法案条款里

面没有直接写明中共，但是从立法过

程和修改法律的议员们的初衷看，就

法轮功学员在演示中共活摘器官。（图片来源：网络）

2021年2月14日星期日，新西

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西区阿文代尔

（Avondale）马场举行了集会，庆祝

3.7亿中国人退出中共。集会上，主

持人揭露了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并指出中共是导

致这场瘟疫全球泛滥的罪魁祸首。

牧师：中共不灭　世界难安
来自大陆的基督教牧师约瑟夫

（Joseph）在集会上说：“中共政权是

人类历史上最为独裁、腐败、野蛮、

无理、霸道、狡诈的恐怖政权。中共

承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在中共控

制下的中国，人民没有选票，人民代

表不是由人民选出，官员全部由上级

华人牧师：中共不灭　世界难安明 鉴 的声音寥寥无几。”

“中国人应该找回传统，把邪
恶中共赶出家园”

路人比利 •普拉萨德接到揭露中

共活摘人体器官的传单后，主动要求

签名支持终结中共。他说：“中共的所

作所为如此恶劣，为什么这个世界都

不知道？今天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横

幅，阅读了传单，我才知道中共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非常糟糕，不

可置信，也让我非常伤心。人们有表

达自己意愿的权力，中共居然做这种

事情来剥夺人民的权力。”

他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

在不同的朝代都出过伟大的皇帝，他

们用仁爱建立国家，中国人民应该找

回这个传统，把邪恶赶出家园。”

亨特勋爵在议会辩论中提到，

“全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从良心

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他还援引了

2020年3月“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的结论说：“多年来，中

国各地一直在大规模进行器官强制摘

取；而法轮功学员已成为器官供应的

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主要的来源。”

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活摘

器官的罪恶太过邪恶，所以很多政客

都避开不谈，不想直接面对这个超级

残酷的事实。现在英国能走出立法制

止活摘这一步是难能可贵的。看上去

是英国在与中共的对垒中，对中共的

邪恶认识在逐步加深，所以才走到这

一步。”

2月11日，国会议员里默（Ma-

rie Rimmer）女士在下议院提出修

正案发言时表示：“这个修正案发出了

明确信息，我们不能容许这种反人类

的可怕罪行。这是为了中国人民，而

不是为了中共，让这个修正案成为英

国跟中国新关系的开始，一个不再幼

稚的新关系。”

是直接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谴责，避

免英国政府、企业、学术界和民众无

意间成为中共邪恶的帮凶。”

这个修正案是由上议院亨特勋爵

（Lord Hunt of Kings Heath）提出

的。他表示这次的修正案补充了英国

人体组织立法的空白。之前英国《人

类组织法》（Human Tissue Act of 

2004）对进口的人类组织（human 

tissue）不需要适当的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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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命运的石头们

贵州平塘县桃坡村掌布乡“藏字石”旅游景点门票。（图片来源：网络）

太行山脚下的“猪叫石”。（图片来源：网络）

顽石卜祸福，在传统文化中由

来已久。然而，世上还有一些能知天

命、预示人类历史的顽石，有的“意

外”闯入地球，有的偶然被发现。以

非主流的方式演绎了人类社会“石破

天惊”之纵横大势，成为打败主流的

历史细节。

带字的陨石
《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

荧惑守心，一颗带字的陨石落入东郡，

上面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

字。秦始皇遂将它焚毁了。不久，始

皇巡行天下，有人手持玉璧拦住皇帝

使者说：“把它送给滈池君（水神），

今年祖龙（人的祖先）死。”那人随

即不见了。御府察看玉璧，竟是始皇

二十八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

那块。始皇占卜后认为外出巡游可避

灾，恰恰第二年七月巡游途中，始皇

驾崩。

拉响灾难警报的“猪叫石”
“猪叫石”又称报警石，位于河

南林州太行山深处，高、宽各3米，

厚2米，裸露于地面约4立方米，紫

红色。

每当世间有大事发生前，这块

“猪叫石”就会发出猪叫般的声音，

数百年来，屡验不鲜。据当地人介绍，

清廷入关，八国联军侵华前“猪叫石”

发声；日本侵华前，猪叫石连叫数月；

1949年中共窃政前、文革前、1976

年唐山大地震前，萨斯爆发前“猪叫

石”都激烈鸣叫。“猪叫石”叫出的

声音，忽高忽低。专家曾现场录音，

但都无法被拾音，录不下来。科学至

今解不开此谜。

“猪叫石”为太行山三大奇观之

一，历史上是“金口难开”，一开口

必有大事，而近些年却时不时地鸣叫，

民间老人认为，天下必有大事发生。

石破天惊之“亡共石”
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桃坡村

掌布乡原任村支书王国富在清扫景区

时，无意中发现一巨形石壁上隐约出

现酷似“中國共產党亡”六个一尺见

方横排大字，其中“国”字为正体字，

“亡”字比前五个字都要大半圈，字

体匀称方整，笔画突出于石面如浮雕。

经中共专家考察，得出结论：此石

为天然形成，已有2.7亿岁。2003

年8月，贵州省地质专家认定“藏字

石”是约500年前从河谷左岸陡崖上

坠落下来的一块巨石，崩塌岩体坠地

后，分裂为左右两块巨石。“中國共

產党亡”几个大字就清晰地显现在右

边巨石的内侧断裂面上。民间称为“亡

共石”。

中共窃政71年来，战天斗地，

反神反人类，在接连不断的各种政治

运动中戕害了8000万人的生命，它

宣扬的斗争哲学和无神论“假恶斗”，

使得世间人心魔变，道德沦丧，特别

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

来，中共为了维持对“真、善、忍”

的打压，贪腐治国，情色治吏，以权

代法，残民以逞。中共的暴政惹得天

怒人怨。

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

横空出世，揭露了中共的邪灵恶魔本

质。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发

表郑重声明，指出“共产党的末日

就要到了，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并掀起“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大潮。迄今，已有3.7亿人办理了

“三退”。

隐藏救劫真机的碑石
《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是在

一场地震中被偶然震出，几年前才流

传于民间。《碑记》不仅预言了将要

发生的一场大瘟疫，并点化世人如何

避疫，被当代人成为救劫碑记。

《刘伯温碑记》指出了大灾在庚

子年发生：“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

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

难过猪鼠年（庚子年）。”而且指明了

瘟疫的起源和扩散范围：“三愁湖广遭

大难，四愁各省起狼烟。”疫情首先

从湖北武汉爆发，直至蔓延全世界。

在《碑记》结尾，刘伯温用拆字

的方式，象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

贵的三个字： 真、善、忍。从去年年

初至今，全球各地已有很多武汉肺炎

病毒感染患者因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而获得完全康复。

网门扫码即看扫码“三退”



中秋节的前三天晚上，晓阳敲开门一

脸的兴奋问我：“姐，有没有时间帮我

去拉冰箱？”我开车和他上路了。他

问我：“我为什么干什么什么顺？”我

问：“什么好事？”

他说，上海的大老板来厂视察，

直接指定要他去做一个大厂的技术人

员。去后工资不断提高，居然跟车间

主任一样高。这一次，总公司组织一

次3000多人的抽奖活动，一等奖——

一台大冰箱让他抽到了！

到了晓阳家，我说：“大法弟子

发传单，安装新唐人电视节目接收

器，都是在讲真相救人。晓阳跟我干

活，就是在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也是

直接参与了救人。大法就会给你大福

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告诉民众要‘三

退’，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的缘故

啊！”夫妇俩这时爽快“三退”了。

4 真相 2021年2月21日

遇车祸撞断了一只脚的脚筋，在医院

做手术失败，脚筋没能接上。他成了

残疾人，不能正常工作。那时晓阳结

婚不久，孩子刚刚满月，经济压力和

心理压力很大。

为了帮助这位朋友渡过难关，我

拉着他在寒冷的雪天去安装接收新唐

人电视节目的大锅。他在地上拄着双

拐，帮我递个天线、配件什么的轻活。

每天下午我都给他发80元工资，给

他买些牛奶等再送他回家。一起干了

28天。

第29天我去接他时，他高兴地

说：“姐，我的腿好了！”他在客厅来

回走了几圈，两条腿一样高了，真的

好了！我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

他说不知道，早晨突然发现自己的脚

不疼了，走走看，果然完全正常了。

几天后，他说得去赚钱养家了。

幸福的奇遇
话说善有善报，做了大好事就会

有大善报。问题少年晨晨考上重点大

学和遭遇车祸的晓阳，幸遇大法弟子

后行善积德，获福报，讲述的就是这

样的真实故事。

叛逆少年改变命运
2013年，处于青春叛逆期的晨

晨总是逃学。晨晨的父母是做大生意

的人，就找了一位算命先生给晨晨算

卦。卦象说，这儿子上不了大学，命

中没有。2014年，晨晨的父母辗转

找到一位专门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

（俗称“大锅”）的大法弟子，希望他

能带晨晨在烈日下去安装大锅，让孩

子吃点苦，受不了的时候自然就会愿

意去上学。

当时大法弟子就答应了。晨晨兴

高采烈地跟着大法弟子为各家安装观

看新唐人电视的大锅。大法弟子告诉

晨晨：“学徒期没有工资，每天下午下

班。”连续两个月，晨晨丝毫没有怕

烈日、怕苦的样子。晨晨的父母又再

次托人花钱安排了一所学校让孩子去

上学。在大法弟子的多次劝说下，晨

晨极不情愿地去了学校。

2020年，多次辍学的晨晨，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省内的某重点大

学。这让原本对算命极其相信的晨晨

的父母对算命产生了疑惑，为什么这

次算得就不准了呢？

晨晨的父母再次找到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还是坚持认为，晨晨的生辰

八字不可能上大学。晨晨的父母又找

了多个算命先生验证，人人都说晨晨

不可能上大学。

大法弟子告诉晨晨的父母：“新

唐人电视台揭露中共谎言，是救人的。

帮助推广新唐人传真相，有大福德，

直至改变命运。”此后这段佳话在晨

晨的亲戚间传开了。

晓阳幸福的奇遇
2012年，我的一位朋友晓阳遭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

功学员自发到中共信访局和平上访，

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的坚守，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称此次

上访是“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起因：“4•23”天津事件
1999年4月11日，前中共政法

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祚庥，在天津一

杂志上发表文章恶毒攻击诬蔑法轮功。

4月18日～ 24日，部分天津法轮功

学员前往杂志社及相

关机构反映实情。23

日和24日，天津市

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

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

致使他们流血受伤，

40多人被抓。

被告知：去北京
才能解决问题

法轮功学员被天

津市政府告知：公安

部介入了此事，去北

京才能解决问题。出于对政府的信任，

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们自发到国务

院信访局（中南海旁边）和平上访。

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合理

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学员们平

静地散去。

然而，江泽民出于妒忌，于4月 

25日当晚，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

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

海”，于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

法轮功全国性的大迫害。

1999年4月25日当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由警察引领在中南
海对面沿府右街站着。虽人数众多，却安静有序，连维持治
安的警察也觉得无事可做而在闲聊。（图片来源：网络）

“4•25”——“最理性平和的上访”真 相  

中南海红色围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