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家重庆企业

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共把疫

苗“政治化”，变相强制接种。

另有小商户证实 “不打疫苗

不让进市场”的消息。这份

企业内部文件来自重庆市小

康集团，通知还称：“凡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不力和

发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集

团将从严追责问责。”此前

美国之音曾报导，有迹象显

示，一些国企、央企把疫苗

接种与考勤、绩效挂钩，变

相强制员工打疫苗，甚至一

些涉外部门已经在本部门实

行强制普打。此前，秘鲁临

床试验显示，两款大陆国药

集团研发的疫苗，有效率仅

为11.5%和33%；巴西临

床数据显示，科兴疫苗的有

效率仅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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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食堂菜价 
传网民因“泄密”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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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发起抵制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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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据党媒称，曾在中国家喻户

晓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红色样

板戏，将成为中共百年党庆宣传的重要

节目。

早在1940年代，当话剧《白毛女》

在延安演出时，看到黄世仁将喜儿（白

毛女）的父亲杨白劳逼到自尽，坐在台

下的一位士兵忍不住愤怒，一下子站起

来端起步枪就要射向台上的黄世仁。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

成人”，中共的宣传不知不觉地被人们普

遍接受。“仇恨的种子”埋在了一代又一

代大陆民众的心里。

《白毛女》创作过程被披露
据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在抗战期间

的“土改”并不顺利，“斗争大会”常常

开不起来。为了消灭地主阶层，为抢劫

财产制造舆论，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

学院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了《白毛女》。

据报导，1945年，中共延安鲁迅艺

术学院的文人们，根据河北阜平一带百

姓中流传的“白毛仙姑”的传说，按照中

共的斗争哲学和夺权需要，经过东拼西

凑，杜撰了贫苦农民受地主剥削压迫的

剧情，编造出舞台剧《白毛女》。因应中

共政策的转变，由“减租减息”和“团结

地主”的政策变为“土地革命”和“打倒

地主阶级”，戏的结尾也随之改变，黄世

《白毛女》原来是这样出炉的
仁被当场枪毙。《白毛女》激

起了广大老百姓对地主阶级

的仇恨。

黄世仁其人
某大陆记者在河北省平

山县对黄世仁的家乡家世考察

后发现，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

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

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

40岁时买下了15亩薄田。他

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

将105亩地传给了独生子黄

起龙。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

书达理，经营有方。他育有五个儿子，

分别取名为仁、义、礼、智、信。

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很好。黄世

仁是长子，继承父业。他经常赒济邻里，

行善积德。黄世仁儿女成群，家庭和睦。

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

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洪业41

岁去世后，杨白劳不耐辛劳，赌毒成瘾，

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

黄世仁后来借给杨白劳大洋1000元还

债，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最终

杨白劳因外出躲债时误喝卤水不治身亡。

黄世仁厚葬杨白劳后将喜儿抚养成人。

《白毛女》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地进

行艺术创作，出自于中共煽动仇恨的党

性需求和斗争原则。党性即狼性，谎言

终将一个个被揭穿。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觉醒，认清了中共的谎言。（图片
来源：网络）

“血腥的土改”中共杀掉上百万农村精英。图
为“斗地主”历史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企业文件曝光 
中共强制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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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食堂菜价 传网民因“泄密”被抓

 “宫保鸡丁3元/份，面条0.3

元/两”，近日，上海公务员食堂超便

宜的特供饭菜价格被曝光，引起民众

公愤。有知情人士披露，拍摄公务员

食堂视频的网民，已被当局以“泄露

国家秘密”为由抓捕。

3月18日，有大陆网民在上海黄

浦区公务员食堂打疫苗，该食堂忘记

关当天菜价的显示屏，各种菜品的超低

价格，令该网民震惊。他随手拍摄了

一段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后引起轰动。

在视频中显示的食品价格包括：

宫保鸡丁3元/份；咸菜肉糜1.5元/

份；葱油黑木耳1.5元/份；双菇肉

片2元/份；皮蛋瘦肉粥1元/碗，0.5

元/半碗；豆浆0.5元/碗，0.25元

/半碗……

在当今中国物价飞涨的情况下，

公务员享受如此便宜的特价饭菜，引

发民众公愤。这段视频火爆网络的同

时，也触犯中共官场大忌。视频曝光

后不久，就有知情人士透露，曝光此

事的网民已被刑拘，说他“泄露国家

秘密”。

上海王先生透露说，“他（网民）

看这么便宜他就拍下来，录下来以后，

就在网上发出来了，查到他就把他给

刑拘了，这没什么秘密。饭菜便宜嘛，

你也不要把人抓起来，他是实事求是

中共外交部的“战狼”言论

震惊国际社会，同时也引发了国

内网民的热议。“中国人不吃这一

套！”成中国网络热词，中国人到

底吃哪一套？引发网友们造句。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美国套

餐），只吃泡面。”

“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只吃

毛泽东文革那一套。”

“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吃三

年大饥荒死3000万人那一套。”

“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吃计

划生育学习班那一套。”

“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吃城

乡种族隔离那一套。”

“中国人吃不吃这一套，百姓

都不敢发言，它们这个团伙，怎

么老是绑架我们中国百姓。”

报导还称，中方反复声称中

共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

民的选择”，共产党的领导得到14

亿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等。

近年来，川普政府官员已经

明显将中共与中国区分，以美国

前国务卿蓬佩奥为代表的政要，

更强调“美中冲突只是美国与中

共的冲突”，中共最大的谎言就是

中共代表14亿被其监控、压迫、

不敢说话的人说话。

自由亚洲电台曾引述学者分

析说，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

来，戳到了中共的痛处，中共才急

忙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绑在一起。

中国人吃哪一套？

明 鉴

的拍的。”

公益人士董广平表示，公务员食

堂价格如此便宜，引起舆论哗然，中

共当然感到恐慌。“这种事情只能内

部意会，是不能向外面说的，说出去

就是犯法、就是煽动颠覆，共产党就

恶到这种地步。”“你知道我不好也不

能说，说了就是泄漏秘密，共产党的

秘密对外界来讲就是真相。”

有网友称，“中共公务员是特权

阶层，是权贵阶层，是不劳而获、欺

压百姓、作威作福的特殊阶层。”

“这在全国范围内似乎已经是公

开的秘密了：北方有个不上线的小城

市，市政府有个专门的菜地，雇用当

地农民种植蔬菜供应市政府食堂和官

僚享用。食堂从来不买菜市场的蔬菜。

菜市场的菜不安全，他们才不吃呢。”

此前，网络曾经公开中央级离退

休官员待遇：1、购房补贴按建筑面

积标准220平米；2、配专职司机兼

警卫，配医护；3、一年四次国内休养，

每次三周，家属不限；4、飞机头等

仓或商务舱2～4个座位，火车软卧，

配三辆轿车或两辆旅游车，机场一般

需配合起飞时间；5、酒店高级套房，

餐饮实报实销；6、医疗特供全免费。

董广平表示：“整个中共体制就

是为它的官员和少数人群谋福利的。” 网门扫码即看自由门电脑版

漫画《特供——国家机密》 （绘制：善玉）

翻墙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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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吃哪一套？

蜂花檀香皂、上海药皂的包装是由上海
提篮桥监狱在押人员制作的。

油画《美丽的背后──监狱奴工产品》（绘画：王慧敏）

为掩盖人权迫害 中共发起抵制洋货
3月下旬，欧美30个国家发表对

新彊4名官员的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日前披露，近两年，新疆上

百万维吾尔穆斯林被中共关进集中营

的丑闻传遍世界，在教育营里的少数

族裔女性普遍受到强暴、性侵和酷刑。

近日，又曝出新疆地方政府强迫维族

人从事摘棉花的低级手工劳动计划。

国际社会的制裁引发了中共报复

性的抵制洋货运动。对于曾发表“拒

用新彊棉花”的H&M、Nike等诸多

国际品牌，不少品牌代言人慌不择路

地宣布解约。

中共为了掩盖广泛采用奴工劳

动、剥夺中国民众基本人权的行径，祭

出“抵制洋货”这块遮羞布。然而，这

一“发明”背后，隐藏着多少罪恶呢？

“奴工”产品疯狂期
从1999年至今，中共迫害法轮

功期间，是中共司法监狱和劳教系统

生产“奴工”产品最为疯狂的时期。

2013年，劳教制度解体前，全国约

有300多家劳教所，其中95%以上关

押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全国七八百间

监狱中也关押着十多万法轮功修炼人。

中共强迫在押法轮功学员不分年

龄地无偿出工劳动，这些“奴工”产

品涉及面广泛，市面上很多涉及手工

的生活用品如牙签、筷子、医用棉签、

注射袋、食品袋、果汁盒、手机盒、

足球、邮票册、糖果、月饼、汽车坐垫、

羽绒服、十字绣、各种皮包、首饰配

饰、民族工艺品等等都有“奴工”的

影子。据明慧网

报道，“奴工”劳

动者从16岁到70

多岁不等，每天要

工作12小时～19

个小时，如果完

不成监狱的任务，

还要加班加点。

在武汉女子

监狱，被非法关押

的武汉法轮功学

员刘佑清年过半

百，在一个小板凳

上从早到晚地拆纱，完不成数量，警

察就让她“挖墙”（人离墙三步远，

头顶墙壁）。整整拆了18天，狱警

一天都没让她上床睡觉。

外界并不清楚，有些食品也是“奴

工”产品。在云南女子劳教所，一位

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拒绝狱警布置的

生产饼干任务，狱警问为什么，法轮

功学员回答：“一袋袋面粉堆放在泥

土地上，做饼干的机器上糊满了灰尘，

搅拌那个夹心东西的机器也是糊满了

灰尘，这样生产出来的饼干能符合卫

生标准吗？……你去看看那个厕所是

什么样子？屎尿遍地，臭气熏天，插

足的地方都没有，便后在自来水管上

冲一下手，连块擦手的毛巾都没有，

只能在自己系的围裙上抹两下子就去

包饼干了，这样的饼干你会吃吗？我

是炼法轮功、修真善忍的，首先得做

个好人，我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所

以这活我不能干，我于心不忍。”

中共的监狱系统是路人皆知的出

口创汇单位，基本没有成本，免税免

人工费，有些产品的原材料都是免费

的，比如殡仪馆的垃圾布会被运到监

狱里，让“奴工”们做成劳保手套卖钱。

遮羞布里掉下来的砸脚石
中共因为“新疆棉”事件，目前

仍然在持续煽动民众抵制洋货。有小

粉红居然把中共的话当真，抵制洋货

过火被中共警察带走，网民讽刺：“主

角和配角都很正常，只是群众演员太

入戏。”

更有学者分析，中共假戏真做，

骑虎难下。如果中共持续在新疆用强

迫的奴工劳动生产新疆棉，很可能影

响外资购买新疆棉。根据中国海关总

署的数据，中国在2020年的出口总

额为17.93万亿人民币，有7.4%来

自于纺织业。新疆农业大学学者于先

生说：“如果外国抵制中国的棉花出

口，对一个世界排名第二的棉花出口

国来说，可能对中国每年造成上千亿

美元的外汇损失。”

而中共抵制名牌外企，最终也会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每个龙头外企

背后的产业链上的每一环都与中共的

企业有关联，中共损人不利己。

为迫害人权而倒空国库，为掩

盖迫害而狂下赌注，中共的邪恶独一

无二。

这些食品的包装纸盒是由秦皇岛看守所
在押人员制作的。

部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奴工产品



我回来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说：

“我们大法弟子平时的所作所为很重

要，一定要做好，仅仅差点儿秤这点

事，就能让人看到大法的美好，就能

救了人。其实，小事不小啊。”

记得一次去超市买大米，买了四

袋，因为我每次都不会看结算单的，

那天回家，偶然间看看结算单。单子

上是三袋的金额，我让孩子再仔细地

看看，结果她说是三袋。我说不对，

我买了四袋，拿到家里也是四袋。我

得去超市把那一袋的钱补上。

到了超市，找到结账的售货员，

说明情况，她们很吃惊。她说：“现

在还有这样的人？”我说：“我是炼法

轮功的，不占别人的便宜，不是自己

的东西不要，这是大法弟子的标准。”

她说：“我给你找主管去。”见到主管，

我又和他说：“我是炼法轮功的。”她

又领我到另一个主管那里，我又介绍

了一下，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前前后

后见了六位，我都说了我是因为修大

法才会这样做的。

我想，他们今后应该知道炼法轮

功的人都是一群好人了。

4 真相 2021年4月4日

个城市，也没见过您啊？您怎么能看

出来我是修大法的啊？”她说：“能看

出来，就是能看出来。就凭你差秤不

让添，就能看出来，因为不是修大法

的，谁也不会这样做的，都怕给的少

呢。”她说：“我每天都在念大法好。”

“哦！”我心里明白了，一定是

有其他法轮功学员和她讲过真相了。

我又和她聊了聊大法的美好，她

很愿意听。众生了解真相后那种溢于

言表的喜悦之情，令我至今难忘。

卖蓝莓的妇女：你是个有福之人

有一天早晨，我去另一座城市看

望姐姐。到了姐姐居住的城市，遇到

一位卖蓝莓的乡下妇女。我走到她跟

前，她正忙活打理生意。

我站旁边等，等别人走了，我说，

您给我称些蓝莓。她称的时候，差点

儿秤，我说，您不用添了，您也不容

易。心里正想着和她讲大法真相，我

还没开口，她便先开口了。

她说：“你是有福之人，法轮功

好啊！”我一惊：“啊？我刚刚来到这

天安门“自焚”伪案疑点分析真 相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确凿证
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迫害法轮
功制造借口的世纪谎言。下面仅举一例。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头发完好无损、
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
有人专门做个实验，塑料雪碧瓶装上汽
油，点燃后，5 秒钟瓶子开始变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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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是醒目。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

育发展组织（IED）代表在联合

国会议上发言：“我们的调查表

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

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

（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

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

府一手导演的。”

在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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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可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办理：tuidang.epochtimes.com 

（IED)的联合国声明

你
是
有
福
之
人
，

法
轮
功
好
啊
！

插图《心声》（绘制：善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