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1日，李克强在

人大记者会上称，当下正在

兴起“灵活就业”，涉及到

两亿多人。有的一人打几份

工，应该给他社保补贴。

“灵活就业”一词一出，

立刻引发热议。有网友说：

“灵活就业就是打零工，没

有福利，有上顿没下顿。”

“灵活就业就是失业！

和前几年下岗一个意思！”

“这些人每月最低收入

仅有不到500元！”

“这几乎是每7个中国

人中就有一个。”

而就在本届两会前，中

共官媒高调宣扬“全面脱

贫”，中共党魁称“脱贫”是

所谓“创造人间奇迹”。

有分析认为，李克强

在国际媒体面前掀开两亿多

人需要一人身兼数职维生的

真相，反映出中国的就业和

经济问题都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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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国人大，以2895票赞成、

0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修改香港选举

制度。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报告不再提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

用“爱国者治港”代替。

外交部特派员强调：“我们讲爱国，

并不是说爱一个文化的、历史的中国，

而是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说，“爱国

要先爱社会主义，爱社会主义要先爱共

产党”，不允许“非爱国者”占据行政、

立法、司法等职位……

外界评论，改制后的立法会，形同

香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将香港民主派完

全排除在立法和行政决策程序之外，其

实就是中共直接治港。

网络上热传1990年邓小平会见香

港富商李嘉诚的一段对话。邓承诺，一

国两制“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

期不变，是长期不变。就是说50年不变，

50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向外界表示：

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一国两制”终结

香港收回后“社会制度不变，经济制度

不变，法律制度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

变”；会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

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投

资；由港人治港。

“一国两制”写进了《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基本法》。

现在50年还没到一半，“港人治港”

就变成了“爱国者治港”。对此，曾经对

“一国两制”抱有幻想的台湾前总统马英

九向媒体表示，“这使‘一国两制’的构

想正式进入历史，宣告死亡”。

中共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当人

们质疑其不遵守国际公约时，中共外交

部发言人和党媒却说，《中英联合声明》

是一份早就“过时的历史文件”，不再具

有任何现实意义。

这再次证明了中共言而无信、出尔

反尔的流氓本性。

近日，西方七国集团和欧盟发表联

合声明，谴责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

美国传统基金会将连续25年蝉联经济自

由度指数第一的香港从评级中除名。

中共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再次向世界证实了其“一切承诺皆不可信”。图为：2019年香港区议会
选举前，港人抗议中共干涉香港选举。（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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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美国有把那些倡议民主和人权的

人们关押起来吗？”

3月21日，中共驻法国使馆官网

发文，辱骂对中共战狼外交提出批评

的法国学者是“疯狗”，声称“息事宁

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遭到法国

朝野的口诛笔伐，批评中共已经丧失

了起码的外交尊严和礼节，“粗暴、粗

鲁、撒野”是这个“狂妄自大的党国

集团”的真实形象。“一党专政的本质

就是暴力”，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

时评人唐靖远认为，中共的外交

表演不仅是为了对内的宣传需要，也

表明中共的战略已经转向称霸世界。

这引起欧美国家的联手反击。

近日，欧盟、英、美、加先后宣

布制裁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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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日，OneZero网

站揭露：中共“锐眼工程”利用摄像

头、人脸识别技术与家中安装的特殊

电视盒，让民众透过电视与智能手机

看到监控录像，再以按钮向警方举报。

“锐眼”是中共2016年开始的“五

年计划”，是邻里间互相监视、举报的系

统，去年已涵盖全国100%的公共场所。

刚刚结束的美中高层会谈，杨洁

篪、王毅超过规定的两分钟，对美国

进行了20多分钟的猛烈指责。中共的

“战狼式”外交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

前美国国务卿首席中国政策规划

顾问余茂春表示，战狼外交“对中国

在国际上的形象，只会更孤立。”美

国的对华政策“是源自中国的所作所

为，也根据美国民意。”

目前，美国两党对中共的态度强

烈一致。

共和党籍众议员安迪•巴尔对中

共外交官的无理气愤地说：“我想突出

美中两国在道德上的差异。美国有正

在利用拘留营对自己的人口进行种族

清洗吗？美国有对在这里做生意的公

司进行知识产权偷窃，并提供给军方

战狼外交四面树敌 引各国愤怒回 顾

十多年来，中共监控民众的手法，

从“金盾”到“锐眼”，从官方监控

到鼓励互相举报，中共无底线地侵犯

人权和个人隐私，令民众越来越反感，

却无法抵御。

中共监控系统消耗着大量的纳税

人的钱，例如河南省周口市2018年

的监控支出，与教育支出相同，是环

保支出的两倍多。

庞大的监控项目催生了很多与摄

像头、视频软件等相关的企业。商汤

科技、旷视科技、海康威视、大华股

份等企业因协助中共迫害维吾尔等少

数民族，已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中。

前美国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指

出，“深圳振华数据信息技术公司”

的产品买家正是中共国安系统，中共

官方收集这些大数据，可以用来施压、

勒索、威胁特定对象或污蔑、分化某

一群体。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年

度报告，中共在65个国家中获得网

络自由最差评分，连续6年排名垫底。

中共的现代监控计划，始于2003

年的金盾工程，由公安部建立了数据

库，对96%大陆人的户口信息、旅

行与犯罪记录，实施严格的网络审查

和实体监控。其中的“天网”就是安

装摄像头，利用人脸识别系统进行监

控。在公共与私人场所已安装了超过

两亿个摄像头。

中共利用面部识别系统监控民众。（图片来源：网络）

3月17日，欧盟27国大使就

新疆人权问题达成一致，拟启动

欧盟版《马格尼茨基法案》，对4

名中共官员和一家实体公司实施

制裁，包括旅行禁令和财产冻结。

这是继1989年“六四”制裁之后，

欧盟首次制裁中共。欧盟各国外

长已在3月22日公布了4名受制裁

者名单。

中共将至少100万维吾尔族

人关入集中营，对他们使用酷刑、

强迫劳动和绝育。近日，英国BBC

还曝光了维吾尔族女性在集中营遭

到集体性侵、性暴力。

专家认为，美欧在人权问题

上的联盟已经成型。

“六四”后欧盟再次
制裁四名中共官员

短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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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与母亲方忠谋遗照。（图片来源：网络）

中共的洗脑术从何而来？

前苏联解体后，有一个广为流传

的笑话。一位公民打电话到基辅电台

问主持人：“共产主义到底是艺术还是

科学？”主持人说：“我也不清楚，但

我肯定不是科学。”公民问：“为什么？”

主持人：“如果是科学的话，他们应该

拿狗做实验。”

“洗脑”一词是前苏联中央情报

局根据巴浦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而发明

的。实验者每次给狗吃东西时就要摇

铃铛，几次实验后，即使没有食物只

有铃声，狗也会分泌唾液。后来让一

个小男孩说出数字4或者只是心里想着

数字4，就奖励他最喜欢的蛋糕，几次

之后，再问他8除以2等于几时，答案

还没说出来，男孩口水先流了出来。

人的大脑经过重复性刺激，就可

以发生根本性的思想改变。巴浦洛夫

条件反射实验被共产极权用于洗脑，

将人变成了动物。

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中共或借助

暴力手段给全民强行洗脑；或用另一

种隐秘、温和的方式，让被洗脑者只

能看到中共设定的谎言，从而产生虚

假的认知。

将少儿洗脑成监控父母的告密者
1970年2月，安徽的方忠谋在

家中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被丈夫

张月升和16岁的长子张红兵举报。

两个月后，方忠谋被以“现行反革命”

枪决。16岁的张红兵在检举材料的最

后赫然写着：枪毙方忠谋！文革后张

红兵痛心地说：“那时我们从小到大受

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谁要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

说，你再敢放毒，我砸烂你的狗头！”

1967年，江全县18岁的孔繁路

要闹革命，母亲劝他别去，否则会丢

掉性命，为阻止他就把他的鞋子扔进

茅坑。孔繁路用枪顶住了母亲的肚子，

一颗革命的子弹穿透了母亲的身体……

洗脑从娃娃抓起
近年来，随着中共的邪恶本质越

来越被人们认清，中共用洗脑从娃娃

抓起为自己续命。2020年中共党魁

下令“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2021

年竟然将党课开到了幼儿园。

在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纪念

馆，学生们穿红军军衣，戴八角军帽，

模拟投掷手榴弹的战斗场景。上海市

思政课借助中共一大会址，重温“枪

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信条。

对此，北京高级教师杜老师表示：

“就是从人性上直接把小孩都杀掉了，

把下几代人都杀掉了。”贵州林女士

表示，红色教育摧残孩子身心，她儿

子上幼儿园时活泼可爱，现在没有那

么活泼机灵了。

自2017年9月起，中共在全国

中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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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四十

篇之多。中共还借助升旗仪式、亲子

活动、巡回电影、研修旅行、“大手

拉小手”、征文演讲、“学习强国”等

活动对学生全方位洗脑。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

同对媒体表示：“在幼儿园里打土豪，

分田地，身穿红军服，从小用暴力灌

输孩子们反人类，反智力，反文明的

一整套东西。”

洗脑使大学生失去批判能力
中共教育系统的洗脑是从幼儿园

到高校的一整套系统运作。清华大学

今年2月出台教改方案，“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的校训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服

务党和国家”“又红又专”。

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呢？2021年3月1日，英国《自然》

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一项

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

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

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学术技能水平不升反降，被俄罗斯学

生反超，被美国学生远远甩在后面。

末日拼死一搏
截 至2021年3月， 已 有3.74

亿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中共正在走向彻底解体。

旅美学者李恒青对外媒表示：“中

共过去没有今天感觉到这么急迫，因

为它知道，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所

以它要最后拼死一搏。”“但历史的车

轮是往前走的，所以最后倒行逆施的

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

漫画《洗脑这一套》（绘制：善玉）



十年，《九评》仅仅听了三评，就彻

底明白了，邪党原来是个幽灵魔鬼！

赶紧一家人都做了“三退”。

有人对大法弟子非常感恩和尊重。

一位近70岁的先生说感谢我和

他语音通话，他说了很多自己的亲身

经历，印证真相资料里面讲的中共的

罪恶。

2021年新年前，还有些人发自

内心地感恩大法师父，说师父实在是

太好的好人，祝愿师父“万事如意，

弘法的事业越来越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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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自焚”是造假骗人的。我们家小孩

都不喜欢思想品德课，说尽是骗人的。

有个年轻人说：“我有时候看到

下半夜，我媳妇也不反对。”年轻人

还让我帮他媳妇和小孩“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

有人问我，怎么得到《九评》给

家人看？

有人说，我以前也被邪党骗了几

可贵的同胞在渐渐觉醒
我是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社交平

台向大陆打真相电话过程中，感到中

国人在真相的启发下，在渐渐觉醒。

我问他们，每天发的新闻、音频

视频有时间看吗？

有人说，看呀，每天都看，那是

我的精神食粮。

有人说，大部分都看，也给家里

亲人讲。年前，我还给孩子讲“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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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不但完好无损，
连色都未变，绿莹莹的，煞是醒目。

 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办理“三退”：
tuidang.epochtimes.com

风刮来的一张传单救了她的命真 福

2001年秋天，嫂子说，有个朋

友叫她帮忙找个炼法轮功的人，问能

不能教她炼法轮功？

第二天我见到了这位朋友，是个

老太太。她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一天她带孩子在外面玩，突然一

阵风刮来一张传单，正好落在她脚下。

传单被人踩得很脏，她捡起来用手和

衣袖擦干净，看到传单上有“善缘”两

个字，心里觉得挺亮堂，接着看到传

单上说的那个人和自己的命运差不多。

她从小失去母亲。父亲再婚后，

就再没过上一天好日子。18岁嫁给比

自己大十八九岁的丈夫，婚后受他虐

待。丈夫死了，自己把孩子养大。孩

子都成家立业了，她却得了乳腺癌。

病的时间长了，孩子们也都烦了，说

骂就骂，整天没有好脸色。为了不给

儿女添麻烦，她帮着带孩子，买菜，

做饭。到了晚上全身疼，整晚睡不好，

整天靠吃止痛药挺着。想着命太苦了，

真不想活了！就在这时捡到了这张传

单。她把传单放进衣服口袋，带着孩

子回家了。 

晚饭后回到自己房间，拿出传单

仔细看。看着看着睡着了，睡到下半

夜全身疼醒了。醒来一看，手里还拿

着传单呢。心想，传单上说有的人得

了绝症炼法轮功炼好了；有的人诚心

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上

的病、生活中的魔难也没了。她就把

传单放在枕头上，跪在床上对着传单

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念着念着又睡着了。

早晨五点多，儿媳上早班，把孩

子送到她房间，叫也叫不醒她！心想：

“我婆婆难道是死了？”就用手推她，

好不容易才把她叫醒。这是从来没有

过的事，以前她疼得根本睡不着觉，

早早就起床了。

她对儿媳说：“神， 神，太神奇了！”

她把传单给儿媳看，并说：“你们厂子

里有炼法轮功的吗？我想炼这个功。”

吃晚饭时儿子指着她说：“你想炼

法轮功？现在到处抓炼法轮功的人，

抓一个奖励5000元～1万元。你老

实点吧，别没事找事，让我们过个消

停日子！”

她只好每天睡觉前，在心里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全身不痛了，

也不用吃止痛药了，天天都能睡得很

好。过一段时间去医院做化疗前的体

检，结果出来了，大夫告诉她：“你的

一切都正常了，不用做化疗了。”

她拿着所有的化验单，心里想着：

“传单里说的都是真的，我一定要炼这

个法轮功，不管怎么难，一定要找到

炼法轮功的。”在回家的路上，正巧

碰到了我嫂子，嫂子说：“你找我就找

对了！” 

老太太的故事讲完了。饭后，我

教会了她五套功法。她又请了一本《转

法轮》。临走时她紧紧地抓着我的双

手，流着眼泪说：“谢谢李洪志大师！”

我也流下了感恩的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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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保平安
  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