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美国“司法观察”

与《每日来电者》（DCNF）

近日取得301页电子邮件，

曝光中共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联手隐瞒疫情信

息。在2020年1月20日的

一封电子邮件中，世卫组织

的一位官员在对当月流行病

学分析的讨论中称，这是“严

格保密的”，“不应进一步传

播”。世卫在邮件中加注“重

要提示：请将其视为敏感信

息，在我们与中国（共）达

成协议之前，不用于公开交

流。”《每日来电者》新闻基

金会主编伊桑•巴顿说：“很

明显，世卫组织从一开始就

允许中国（共）控制信息

流。”2020年初，疫情在

武汉爆发，中共自上而下隐

瞒疫情信息，并且对疫情防

控无所作为，导致疫情失控，

最终蔓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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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财新网引述中国疾控中心

研究报告指出，武汉死亡率较预期增加

56%，新冠肺炎疫情使死亡人数增加8

倍，引发民众猜测及热议。文章刊出后，

随即在微信群广泛流传。但截至发稿前，

相关文章已遭移除，官方页面显示“404，

您要查看的页面不存在或已删除”。这一

现象更加引起外界注意。

财新网2月26日发文，这篇题为《疫

情初期总死亡率：中疾控研究称武汉比

预期增加56％，武汉之外未增加》的文

章提到，2020年前3个月，武汉市总体

死亡率比预期高56%，肺炎导致的死亡

人数增加8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

非传染性疾病死亡人数上升。

中国疾控中心的这项研究是由中国

疾控中心和英国牛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

人员共同开展。分析去年1月1日～3月

31日官方死亡登记报告系统的数据，当

时中国境内605个监测地区共记录到58

万多例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事件。而检

测到武汉的死亡率，比预期的高出56%。

研究指出，与预测值相比，武汉当

地实际由武汉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8

倍以上。但该份研究也显示，某些不属

于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也有所增加，其

官方曝武汉疫情死亡增8倍
当地居民：绝对不止

世卫隐瞒疫情 
301页邮件曝光

简 讯 左图：财新网报“新冠肺炎疫情使死亡人数增加8倍”页面截图。右图：2020年3月23日，武汉
人在殡仪馆排长队领亲人骨灰盒。（图片来源：网络）

中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而受伤致死率，比预测值低了16%左右。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武汉

居民徐阳看到这份报告，认定中国疾控

中心“刻意隐瞒预期死亡人数”，在报告

中不出具确切的对比数字，进而让外界

无法推算出真实的死亡人数；但他直言，

从当时居民领取骨灰盒的状况来看，死

亡率肯定超过56%，他认为这是最客观

的数据。

武汉官方去年宣布武汉肺炎导致近

3000人死亡，这一数字受到外界广泛质

疑后，官方上调死亡人数至3869人。武

汉肺炎遇难者家属、武汉居民张海对此

表示：“我始终认为，公布出来的数字水

分很大，所谓预期死亡人数，都是很模

糊的词汇。糊弄大家。”

他一直质疑中共政府人员隐瞒死亡

人数。他说，“武汉封城及武汉早期爆发

疫情的时候，死亡率肯定是很高的；但

是地方政府包括湖北省政府，中共政府

对外的公布数字是很低很低的。就他所

知，很多人因为染上病毒又无法做核酸

检测，无法去医院而死在家里，所以死

亡证明写的是‘猝死’，这种例子在武汉

很多。”



安全保障工作”。

“中共此举主要是要防止在所谓

敏感期，也就是两会、高考（实际上

是‘六四’）、建党100周年等，出现

网站被攻击或者学生上网发表异议言

论或者网络串联抗争的情况。”

文件曝光凸显出中共对自身受到

年轻一代抨击和抛弃的恐惧，但是越

是这样严防死守，越会让他们在年轻

人眼中显得可笑无力，甚至让一些小

粉红都开始对中共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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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娃娃学党史 教师：这是在毁孩子
中共建党即将100年，近期展

开红色宣传，要求中小学学党史。而

近年来，幼儿园的亲子活动中也加进

了“红色基因”教育。有家长表示，

中共从幼儿开始灌输，加强洗脑，中

华民族将没有未来。教师认为，党史

教育就是从人性上直接杀掉小孩。

综合大陆媒体报导，中共建党

100周年之际，为巩固政权，各地利

用学校开学之机，展开“上党课”“学

党史”活动，要求少年儿童听党话、

跟党走，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家长：小学学党史  中华民族
没未来

浙江的魏先生对媒体说，对中共

现在强调从娃娃抓起学党史，主要是

因为现在翻墙的人越来越多，这些觉

醒的人让中共恐惧。“这么多年下来

有很多人觉醒了，它知道不能改变这

些觉醒的人，这样下去可能还会危及

到它的执政统治，为它将来统治的考

虑，所以，现在有必要从小孩子开始

对思想控制，把这一代人也洗成脑残，

这样对它的统治才会有保障。”

他表示，中共这样给小孩灌输，

是没有自信的表现，最终会失败。“我

们是这样成长过来的，知道共产党是

什么，它的本质，那我们教育我们的

下一代肯定是往正道上走，绝对不会

让邪恶去给孩子洗成脑残。”他说。

资料显示，自2017年9月起，

在全国中小学投入使用的教育部统

编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大量红色文化篇

目，包括《吃水不忘挖井人》《狼牙

山五壮士》等。另外，在小学教材中

增选约40篇所谓红色经典，如《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初中教材中增

选约30篇，包括《纪念白求恩》等。

教师：从人性上直接把小孩都
杀掉

对从小学开始学党史，原北京高

级教师杜老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共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下发的

一份文件显示，中共当局部署了今年

上半年敏感时期教育系统内的网络防

控工作。多位学者、专家指，中共防

范年轻学生，凸显出它对年轻学生的

恐惧。

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下发

的“关于做好2021年上半年重要时

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中称，

各级学校、职高、教育部门等单位，

要做好今年上半年敏感时期的“网络

教育厅密件曝光 凸显中共对学生的恐惧动 态

很邪恶，在所谓爱国爱党的教育中消

灭人性。“从娃娃开始洗脑，从根上把

人性消灭掉，没有人的概念。这个地球

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坏人。爱国、拥

护党的都是好的，不拥护党、认为党有

瑕疵、有缺点、有错误的人全是坏人，

鼓励人们用生命去把所谓的坏人都消

灭，其实就是把老百姓全都当炮灰。”

“就是从人性上直接把小孩都杀

掉了，把下几代人都杀掉了。”杜老

师说。

“党史课，从儿童开始，中小学都学，

这实际上就是洗脑，就是使劲灌输，

让孩子能不能接受的理念都灌输给

他，已经丧心病狂了。”

他说，中共在教育中一直都很重

视对孩子的洗脑教育，以便操控他们，

“让你认为是外国的侵略使中国怎么

样了，或者说是（中共使）中国强大了，

鼓励中国人去当兵，爱国，等于是把

他们愚民化了。”

杜老师认为中共的洗脑教育目的

漫画《狼外婆》（绘制：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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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与清零 谎言创“盛世”

日前，中共高调宣称“全民脱贫”，

并称之为“奇迹”，可是实际情况如

何呢？据有的贫困户透露，村干部拿

着脱贫表格，要求贫困户签字，按手

印，称这是上面的要求。一些惧怕中

共淫威的贫困户害怕被取消福利，只

好被迫签字，而实际根本就没有脱贫。

海外媒体近日采访了一些普通中国民

众。不少人说，去年由于疫情，半年

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有的医院人

士表明，大医院中由于交不起住院费、

甚至借遍亲朋好友都凑不上钱而陷入

绝境的病人家庭比比皆是。由此可见，

中共吹嘘的所谓“全民脱贫”,实际

上是“数字脱贫”，贫困户“被（施压）

脱贫”，是一场从上到下逼迫全民造

假的闹剧。

这个“全民脱贫”闹剧并不是孤

立的，因为中共的谎言运动从来不曾

停歇。比如近期，另一场逼迫百姓造

假的类似荒诞剧也在全国范围内同时

上演。那就是逼迫修炼“真、善、忍”

的法轮功学员说假话、放弃修炼的所

谓“清零行动”。中共政法委、派出

所、社区等人员拿着事先他们打印好

的“放弃修炼”、辱骂法轮功的书面

文件，闯入法轮功学员的家里，强迫

签字。

未达到目的时，他们就撕下伪善

的面具，使用种种黑社会流氓手段。

有的逼迫亲属子女代替签字；有的多

次上门骚扰，甚至坐在法轮功学员的

家里赖着不走；有的不断给法轮功学

员的亲属打电话、发短信骚扰；有的

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拽住法轮功学员

的手按手印，撕扯中学员的手都被弄

出血；有的给法轮功学员家断水断

电；有的直接找到法轮功学员的亲属

子女和单位，用株连九族的方式给法

轮功学员施压，甚至威胁不签字，就

停止亲属子女的工作；有的直接绑

架、殴打不配合造假，拒绝说假话的

法轮功学员。

中共的所谓“全民脱贫”运动和

“清零行动”，针对的对象都是中国民

众，也暴露着中共的“假、恶、斗”本

质。所有人细想一下都不难发现，“假、

恶、斗”贯穿于中共所主导的一切。

这一次的谎言加暴力运动，两者

都要求2020年年底前“完成任务”，

都采用了层层施压，逼迫全民造假的

手段。于是从上到下，层层造假。

本来在中共各级官员层层压榨、

盘剥百姓的现实大背景下，加上去年

疫情导致的经济下滑、失业率增加，

全民脱贫目标根本就无法在2020年

年底前实现。可是为了完成“政绩工

程”“人间奇迹”，中共多表演一次“皇

帝的新衣”而已，中共的字典中没有

“羞耻”二字。

“真、善、忍”是法轮功学员的

信仰，即使对他们施以劳教、判刑、

剥夺生计、活摘器官，也无法铲除他

们心中对“真、善、忍”的信仰。

没关系，中共造假成性，一次次强

立名目，宣称“清零”了，意思是信仰

“真、善、忍”的人都放弃了信仰，放

弃了修炼。其实这个谎言只能增加中

共的耻辱和罪行，让其自己加快自毁

的进程。

中共为了抹黑法轮功竟然自导自

演了“天安门自焚”骗局，他们还有

什么干不出来的呢？

教育厅密件曝光 凸显中共对学生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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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盛汽油的
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有人专门做个实验，塑料雪碧瓶遇火5秒钟
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缩成
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
瓶不但完好无损，连色都未变。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扑灭时，有
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
图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手护头，随即
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其脑部快速弹起；
图4、一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方
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网门扫码即看自由门电脑版

漫画《签字脱贫》（绘制：善玉）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

于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发表声明:“该事件是

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

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

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

国备案。



用公检法司、军队、武警、特务、外交、

教育、文宣、医疗等各个系统，对

法轮功学员实施国家级迫害。“610”

办公室直接部署、实施、推动和监

督迫害。许多迫害法轮功的密令诸

如“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

体上消灭”“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打

死算自杀”等均通过610办公室秘

密下达。

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

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

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

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

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

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筹备立法。

中共所有相关人员应引以为戒，

对迫害政策不予配合，执行，不要堵

死自己和家人日后赴西方国家定居、

学习、经商或旅游之路。未作恶者，

洁身自好，切勿作恶；已作恶者，改

邪归正，将功补过。

4 真相 2021年3月13日

名单递交29国政府，此次新增9个国

家。38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

西兰，欧盟中的25个国家。

在1999年6月10日，中共党魁

江泽民下令成立了“610”，在全国推

动迫害法轮功。“610”办公室隶属

于中共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利

9000多“610”恶人名单被递交38国政府

近日，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将一份中国大陆“610”人员的名单

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

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名单

包括收集不完整的全国各级“610”

办公室的9300人。

2020年12月份法轮功学员将

一批主要从明慧网收集的最新的恶人

盘山道上刹车失灵后真 福  

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家住辽

宁省锦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市场

摆摊卖水果。2020年10月初的一天。

我和儿子开着新买的二手厢货车去北

镇进水果，进了5000斤各种梨。

在回来的路上，经过有几十层楼

高的北镇和义县的盘山路。盘山路陡

峭，当时这个路段是下坡路，车速非

常快。我对儿子说，脚别离开刹车，

一直踩着。大约开了十多里路，车速

越来越快。儿子惊慌地对我说：“妈，

不好了，刹车失灵了，已经踩不住了！”

我镇定地对儿子说：“没事，把住

方向盘，别掉沟里就行。”说完我就

摇下车窗，对着天大声地喊：“请师父

加持弟子，救救我！”我一遍又一遍地

喊：“师父，救救我，求师父加持……”

嗓子都喊哑了，心里又想：“求求师父，

千万别让我们伤害到他人呀！”

当时的盘山路段上的车辆很多，

当我喊完后，发现路上只剩下我们这

一辆车了。我们的车又往前开了十多

分钟，正经过一个叫小千的村庄，路

边有个超市，超市旁边有个小胡同，

我告诉儿子把车拐进小胡同里面，一

进胡同前面正好有个柴火堆，儿子就

把车撞到柴火堆上了。

车停了下来，我从副驾驶座位上

下来。眼泪哗哗地流着，跪在一个墙

头上，对着苍天大声地说：“谢谢师父

的救命之恩！谢谢师父……”

此时儿子已经吓得脸色苍白，过

了好一会才缓过神来，从车上下来半

天说不出话……

超市女主人出来看到我们说：“之

前我家的车一直停在这，今天刚开走

一个小时，你的车就撞上来了。前些

日子，也是在这个路段，有一对三十多

“三退”保平安。
神看人心，真名、
化名、小名皆可。

岁的夫妻也是因为刹车失灵而车毁人

亡了。”

当地几个善良的老乡帮我找来了

修车的，换了刹车片，把刹车系统修好

了。回家时，孩子看到有大陡坡的路

段，就不敢开了，只好躲开陡坡路段，

绕了很长一段路回到家。

我把我们的经历告诉妹妹，妹妹

抱着我放声大哭。家里人都说：“真是

捡来的俩条命呀！”通过此事，原本对

大法不太支持的儿子对我说：“妈，谢

谢大法师父，以后我也管大法师父叫

师父吧！”

这段亲身经历，让身边的亲戚朋

友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扫码退党（团队）

迫害法轮功的恶人名单被递交给38个国家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