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3月底高调宣称大

陆疫苗接种已超1亿剂次，

却没有通报任何一起接种疫

苗后的严重副作用或死亡案

例。但外界总结国产疫苗接

种的四大怪象，令民众十分

不安。

怪象一：香港卫生署3

月29日公布共有11人因接

种科兴疫苗致死，但大陆官

方却无个案通报；怪象二：

选择接种中共国产疫苗的

智利、土耳其及巴基斯坦，

确诊人数不降反升；怪象

三：通常注射剂量越高，副

作用越多，但从科兴疫苗的

研究结果来看，有些注射剂

量低的组，副作用反而比高

剂量的组高一些，不符合常

理；怪象四：中共将疫苗接

种“政治化”，强制民众接

种，不接种疫苗者将成为疫

苗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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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共官媒煽动下，国内掀

起了一场抵制Nike和H&M等外国服装

品牌的“爱国秀”。

“爱国秀”下洋货销量只增不减
香港《苹果日报》3月25日援引一

名微博用户称，中国大陆知名电子商务

平台“得物App”上的Nike产品，在 

3月25日上午依然卖得很火，“交易量

只增不减，每分钟都有人刷新交易界面。”

这位微博用户还附上了两张图片，以证

实当天的确有大批顾客下单订购Nike

产品。

3月25日～ 26日，耐克在大陆购

物网站上架了两款新鞋，瞬间被抢光，

耐克新售的女鞋在预售阶段获得了34万

余人的预约抢购。网络上有人发起问卷

调查：如果耐克高档鞋降价，买不买？

参与调查的7384人中，选择要买的人

有3332人，占45.1%，高出不买者7.3

个百分点。有网友指出：“三折能解决一

切问题，包括‘爱国’！”

中共从不爱国，只爱挑斗煽恨
“爱国”向来只是中共挑起群众斗

群众、撕裂社会的一种惯用方式。抗战

时期，民国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

中共“抵制秀”受挫 
网曝“耐克”中国销量只增不减

一致，爱国御敌”，毛泽东则趁火打劫，

说:“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

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

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

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

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中共在抗

战期间的“爱国”方针就是“七分发展、

二分应付、一分抗日”。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

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古往今来，

任何国家制度都保护民众私有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这也是国民通过纳税,将保

护自己生命与财产的权利,让渡给国家

和政府的基本契约条件与法制精神。中

共窃政前后，血腥土改杀了200万地主；

进行公私合营逼资本家跳楼，明火执仗

抢劫私产充公；文革欺骗红卫兵小将打

砸抢；如今，又煽动小粉红砸洋货。这

些喊着“爱党爱国”口号的犯罪行为成

了中共一直高唱的主旋律。

但事实上，很多网友已经明白了真

相，不再买中共的账。有网友们开始造

句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但吃打折那

一套。”“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只吃三

年大饥荒饿死三千万人那一套。”这是中

共铁拳下，中国人公开表现智慧、抵制

中共恶俗洗脑的方式之一。

国产疫苗四大怪象 
接种国确诊数升高

简 讯 一边抵制一边爆买?批斗品牌是工作，抢购品牌是生活。（图片来源：网络）

NIKE
女鞋

34.6万人已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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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位老人2020年被中共黑监狱折磨致死

据明慧网统计，2020年内，至

少有13位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

员，在中共监狱、看守所、派出所等

场所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死。

于永满被辽阳市看守所迫害
致死  法医鉴定肋骨骨裂

辽宁省辽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

员于永满，2019年11月15日被绑架，

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于2020

年2月23日离世，看守所方面称其“突

发疾病”。于永满本人生前身体健康，

被绑架之前每天都会骑车或步行出门

讲法轮功真相。

法医鉴定发现，于永满一根肋骨

骨裂，肺部也有撕裂伤痕。

李桂荣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
害致死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桂荣

女士，2020年1月中旬，被辽宁省

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8岁。

李桂荣女士，原沈阳市大东区合

作街小学校长，曾被誉为“区十佳优

秀校长”，2006年10月被绑架，被

枉判7年徒刑；2015年2月再次被

绑架，被枉判5年徒刑，关押在辽宁

省女子监狱老残队五小队。

狱警为了逼迫她“转化”，指使

狱霸和包夹毒打她，拳脚相加，横踢

乱踹，并用硬底鞋猛跺她的双手，浑

身被打得变成了青紫色。有一次，恶

人薅住她的头发满屋跑，大把大把的

头发被薅了下来。还有蹲刑迫害，一

次蹲36小时；一次蹲了60小时，期

间，不让吃饭，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

李桂荣在刑满前一个月被迫害致死。

曹进兴被河北省冀东监狱迫
害致死

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曹进

兴，2017年6月7日，被唐山路北

区文化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枉判7

年徒刑；2018年11月被非法关押到

河北冀东监狱。2020年5月30日上

午8点多，冀东监狱通知家属，称曹

进兴死于“心脏骤停”，终年69岁。

韩玉芹被端明路派出所迫害
致死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68岁的法

轮功学员韩玉芹老人，2020年6月

18日早上5点钟，被丰润区端明路派

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并非法抄家，被劫

持到端明路派出所。下午6点多钟，

家属接到警察电话，得知韩玉芹已去

世。家属在丰润区中医院见到了遗体，

看到韩玉芹头发蓬乱，鼻中有血迹。

危有秀被武汉二支沟看守所
迫害离世

2018年6月2日，危有秀被绑

架和抄家，关进武汉二支沟看守所一

年多。目击者透露，危有秀被迫害得

骨瘦如柴，走路都要人扶。2020年

8月15日，家人接到危有秀的死讯

通知。

以上案例为不完全统计。

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大陆上百

位律师，上千场无罪辩护，阐明了法

轮功倡导的“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论证了中共迫害法轮功非法，并当庭

指证中共迫害法轮功犯下群体灭绝罪

和反人类罪。

原北京律师、原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硕士赖建平2021年3月28日对外

媒表示，中共将老年法轮功学员迫害

致死，说明“这个政权已经暴虐到了登

峰造极的程度，毫无人性了。对这么大

年龄的老人，进行迫害，令人发指”。

赖建平律师说： “人是你抓的，

是你收的，是你关的。只要是这个人

死，那么拘押地方就负有责任和义

务。”“如果你没有问题，你就要来证

明，比如：录像、医生诊断、验伤报告、

解剖结果、法医证明等等，来排除你

的过失；否则，收押机关是有责任的。”

“作了恶，怎么可能不承担责任

呢？我相信，终究有一天是会追究他

们的法律责任的。”

被中共非法吊证的大陆维权律师

任全牛3月29日表示，被迫害致死

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可以“申请国家赔

偿。要求检察院调查，给出报告和答

复。人如果不是自己病死的，看守所

就有责任，就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真相 律师：中共毫无人性 迫害令人发指

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府举行集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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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棍康生亲测特异功能者说起

定论，无异于死后鞭尸，应验了报应

不爽的古训。

中共党魁最为“迷信”，颠
覆无神论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非常“迷信”，

毛一生不敢住进故宫，原因是一位北

京西山老道曾说毛的命运与历代帝王

相克，故宫王气重，不能入宫。这个

道人给毛的谶语是8341（揭示毛的

寿命83岁，在位41年），毛破解不了，

就用做警卫部队的番号。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欠下了累

累血债。迫害元凶江泽民不仅胆小无

能，还很害怕报应。香港《苹果日报》

2004年6月曾报导，江泽民从2001

年开始求地藏王菩萨保佑。香港《开

放杂志》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透

露，江泽民自知罪孽深重，深恐难逃

地狱的惩罚，听信一位包姓居士的话，

在家抄《地藏经》。《江泽民其人》一

书揭秘江是蛤蟆投胎，来祸乱人间，

目的是迫害正信。目前江的元

神早已在地狱中。

谤大法堕地狱　
阴魂道歉求超度
明慧网报道，原山东省

乳山马陵铁矿宋姓领导，其

妻、丈母娘家有好几位修炼法

轮大法，家庭从中受益匪浅。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大搞株连

政策。宋姓领导无视家人在修

炼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的事

实，不但不保护亲人，反而时常

责骂家人，诽谤大法，并撕毁

大法书籍。家人劝说也不听。

2004年，原本身体健康

的他猝死。死后堕入地狱，才

知原来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

的，法轮大法是佛法，诽谤大

法和迫害修炼人业大无边。于

是，他就找到正在上小学的外

甥铁柱 （小铁柱从小天目就是

开的），告诉铁柱，说他以前做错了，

让铁柱转告他的妻子及家人，说他不

该听中共的话，撕坏大法书籍，干扰

家人修炼，还恳请铁柱千万要转告他

妻子，拿上他的照片，至少喊100次

“法轮大法好”，才能超度他，减轻他

在地狱所受层层苦难。

知因果主动调离,一味作恶
熏死家中

大连某刑警队长抓了大法弟子后

腿疼得厉害，找了个看相人，看相人说

他触犯了神佛遭了惩罚，队长说就抓

了一个法轮功学员，看相人让他赶紧

放人就没事了。队长把人放了，后调

离原岗。新任队长自制一条鞭子专门

抽打大法弟子。一天晚上睡着后，感

觉自己被鞭子抽醒，看看没人。第二天

他告诉朋友说，见鬼了，晚上睡觉就觉

得有人拿鞭子抽我，疼痛难忍，那时

真想死了算了。说这话的第二天，新任

队长被煤气熏死在家中，年仅36岁。

油画：《天使的审判》（绘画：汪卫星）

中共宣称无神论，史上

三教齐灭，1999年迫害法轮

功正信信仰。可是中共组织

内部从党员到特务头子再到

党魁，信风水、拜庙烧香的大

有人在，官场盛刮“迷信”风，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脑

中只是斗争哲学教科书罢了。

康生欲培养特异功能
女孩做特工

1960年代，有个十多

岁的小女孩，能遥视看到老

师桌上的测验卷子。当地公

安机关对小女孩进行了测试，

发现她可以“透视”纸张、

木头、布料、砖等等。康生

听了汇报后亲自测试。康生

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折

两次放入信封再折起来让小

女孩说出写的是什么话，第

一次由于紧张小女孩多说出

二个重复的字，第二次测试一字不差，

接着还说出周围两个人衣服口袋中的

东西，一个是钱包，一个是折叠水果

刀。康生对小姑娘的特异能力深信不

疑，指示当地要特别注意培养，可以

让她为情报工作做出贡献。

康生与其妻曹轶欧一生作恶太

多，在延安整风、土改、文革运动中

一马当先陷害他人，充当打手，心狠

手辣，被陈云称为“是鬼不是人”。 

康生、曹轶欧两人死前都患有恐惧症。

据曾在北京301医院当护士的陈赓女

儿陈知进回忆，康生24小时要警卫

员开灯陪着，要不停地放映电影。一

旦病房里没人，他就会恐怖地叫喊，

谁谁来找他索命了，谁谁满身血污，

谁谁戴着镣铐叮当作响，听者毛骨悚

然。曹轶欧死前不分昼夜地做噩梦，

梦见许多面目凶恶的人追杀她。

1975年康生病亡。文革后中共

批判康生，撤销原悼词。他被开除党

籍，骨灰盒也从八宝山被移出。刨棺



天就连另外空间镰刀斧头也抹掉了，

今天就叫‘万顺’退了，以后就顺顺

利利的，好吧？”他马上说：“好！”

他说：“其实我也是冒险发声的，

天天看海外你们的新闻，我就在群组

里发帖传播真相，揭露谎言。中共的

历史我都研究通了，不瞒你说，大学

教授都到不了我这个水平。”学员说：

“您太聪明了，您才是真正的中国人

的脊梁。”

“我每天发那么多帖子，为了啥？

为了能唤醒他人。但现在共产党处理

人它是土匪流氓那种做法的，它不按

照套路的，除了整死你一个人，它还

要在你的家属、儿女上给你下手，非

常缺德。”

“川普当总统时的美国政府建议

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把爱国和爱

党分开。这是很关键的。”“《共产党宣

言》的第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在欧洲

游荡’，现在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幽

灵正在作恶，所以幽灵不除，对子孙

后代都不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

学员回复说：“您做了这么多功

德无量的事，历史翻过这一页应当见

证您的福分。像您这样真正醒来的人

越多越好。”

北京某政法机关干部：
我天天听中国禁闻

一位近60岁的北京某政法机关

干部接到海外学员电话时说：“我天

天听你们的新闻，国内新闻联播我

5年都没看过了。他们说的我一句都

不信。”他说：“我们院长两三次要求

我入党，我都婉拒了。而团和队，在

很早的时候就有人给我化名已经办退

了，所以我是非常清白的。我天天听

群组里发的‘中国禁闻’。”

4 真相 2021年4月10日

还在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不久的将

来国际社会追究责任的时候，你知道

这个罪有多大吗？所以我今天给你打

电话是想帮你啊，你现在抓紧时间自

保还来得及，否则你将受中共邪党牵

连，后果不堪设想。”他静静地听完

所有的真相后说：“我想找一本你们的

书看，我怎么做才能得到？”

学员就告诉他《转法轮》这本书

已经翻译成42种语言文字，全世界

有上亿人在看，让他翻墙到网络上下

载法轮大法书籍，他核实了三遍后表

示非常感谢。

接着学员又给他讲了中国人退出

党、团、队的意义，感觉他真正听明

白了，就问他：“刘市长，你愿意把你

曾经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吗？”他

用非常洪亮的声音说：“退！”

50年党龄老干部：
我天天揭露中共的邪恶

宁夏一位老先生接到学员的电

话，知道是劝“三退”的，他说：“我

是有50年党龄的了。它是个邪党，你

要进去，它同意，你要退出来，你就

得躺着出来。所以我不找它履行退党

手续。我心里早就退了几十年了。我

天天在群组上发帖，揭露中共的邪恶。”

学员说：“你太棒了！那咱们今

南方某副市长：我想找一本你们的书看

2021年，北美的法轮功学员坚

持不懈地打越洋电话给中国大陆的民

众，传播真相。其中不少接到电话的

高干明白后表示“三退”（退出中共

的党、团、队组织）。

南方某市副市长：
我想找一本你们的书看

中国南方一个城市的副市长，接

到学员的电话：“刘副市长（化名）你

好啊，因为现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

期，是人命关天的时候，也关乎到你

呀，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

他回答：“哦。”看他继续在听，

学员就继续说：“我首先告诉你一个新

闻，2019年6月17日，在英国伦敦，

全世界最具权威的‘独立人民法庭’

已经做出了终审判决，向全世界宣布：

中共政权是一个犯罪的政权。原因就

是这些年中共一直在残酷迫害法轮功

学员，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一

些良心犯的器官，犯下了危害人类罪

和酷刑罪。”

听到这时，他说：“你能把声音再

大些吗？”学员把声音调大之后，他又

说：“你能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吗？”

又说了一遍后，学员又补充说：

“刘市长，你在这个犯罪的政权下工

作，还有一定的职务，而且你们城市 网门扫码即看扫码“三退”

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排组《转法轮》书籍的立体模型。（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