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富聚往塔尖
“幸福”撒向塔底？

2021年4月15日下午，

微博账号“山下花野子”发

贴说，28岁的弟弟是边检

警察，没有病史。年初，单

位统一安排接种国药集团的

疫苗。期间弟弟出现疲劳、

皮下出血等情况，3月24日

突发脑出血入院，4月15日

去世。博主质问，弟弟是“重

度再障引起的脑出血，为什

么接种疫苗会引起再生障碍

性贫血？”贴文在短短一天

内就有7万多人阅读，但隔

天有关帖文全部被删。

卫健委4月12日发文

说疫苗接种不搞一刀切。但

各地官员为追求政绩，说一

套做一套。北京大兴区刘女

士对外媒证实，他们村镇的

村长和村书记，包括镇里的

官员都不打，却要老百姓打，

老百姓成小白鼠，当官的吃

的喝的有特供，疫苗给老百

姓“特供”，不打还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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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亿万富豪
如上黑名单

台湾政要谴责中共黑手
攻击香港法轮功

女军医：
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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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管理的资产上千万的私人银行客户近

10万个，总资产达2.77万亿；私人银

行客户数量增长22.41%，不仅超过普

通客户（9.58%）和金葵花客户的增幅

（16.98%），也创下招行近年新高。

塔底忙着“爱国”，塔尖忙着出国
中共当局日前高规格举行了一次庆

祝大会，高调宣传所谓的脱贫成绩，称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最

新发布的“脱贫”白皮书则声称，贫困

地区7.7亿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

1000元，达到了“幸福”的小康水平。

2020年2月，胡润研究院报告显示，

中国拥有亿元资产“超高净值家庭”为

13万户。14亿人按每户4人计算，折合

为3.5亿户，13万户超富户仅占0.04%。

《福布斯》杂志公布的2021财富排行榜

显示，新入选的富豪中，中国人占40%，

成为富豪增加最多的国家，进一步佐证

财富正在加速朝极少数人手中聚集。而

更为疯狂的中共高官巨富并未列在《福

布斯》榜上。

联合国数据显示，2019年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全球排名仅

93。《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

报告》则称，中国移民海外富

豪人数全球第一，高出第二名

俄罗斯一倍。这真是党领导下

的惊世奇葩：“幸福”撒向塔底，

财富却聚往塔尖。但从塔底到

塔尖都无法摆脱被中共割韭菜

的命运。不同的是，塔底正忙

着“爱国”和灵活就业，塔尖

却在忙着出国和转移财富。

中国银行业零售之王招商银行，日

前公布了2020年度财务报告。署名“飞

翔的勇士”的“策略研究员”分析说，透

过这个中国最大零售银行的年报，可以

发现中国人的财富结构。

中国贫富差距惊人 1.96%的富
人掌握82.15%的财富

年报显示，2020年招行零售客户

总数是1.58亿户，管理零售客户总资

产89417.57亿元，其中金葵花及金融

资产50万以上的客户为310.18万户，

总资产73455.87亿元，占客户总数的

1.96%，却占整体零售客户总资产的

82.15%。

作者分析，如果把“金葵花客户”

视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把私人银行客户

视为中国最富有的人，把金葵花以下的

客户视为普通人，可以发现富人占比

0.06%，掌握了31.03%的财富，每户

平均资产2775.27万元；中产阶级占

比1.9%，掌握了51.12%的财富，每

户平均资产152.27万元；普通人占比

98.04%，掌握了17.85%的财富，每

户平均资产只有1.03万元。

招行的私人银行服务在富人圈中有

口皆碑。据招行年报显示，招行2020

28岁边警打疫苗
致死 家人遭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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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美国《大西洋月刊》也

曾称，对于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

富人们来说，能够荣登《福布斯》富

豪排行榜，真是莫大的荣耀。但是，

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富人认为自己

被列入《胡润百福榜》，就像是被列

入了“杀猪榜”，不会有好下场。

报导说，在过去的15年中，中

国创造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

企及的社会财富。然而，调查显示，

17%的中国富豪都被起诉过或被判入

狱，甚至被处决。即使是一些“幸运

儿”，也会被调查或者被拘捕。

亿万富豪几乎都成待宰“肥羊”
再看近年，亿万富豪几乎都成了

待宰的“肥羊”。如前安邦集团总裁

吴小晖被判刑18年并没收财产；中

国石油巨头叶简明被查，资产被变卖

等等。这些富豪均被指与中共权贵集

团有利益关系。

最典型的是马云。去年10月，马

云因炮轰中国金融体系惹怒北京，马

云被官方约谈，蚂蚁集团上市也被叫

停。同年12月阿里巴巴集团遭反垄断

调查。今年4月10日，阿里巴巴被官

方定性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遭

处罚182.2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

史上最大的反垄断罚单。

马云本人似乎预见了他的今日。

马云2013年曾直言：“我今天这些所

谓的财富根本不是我的，中国首富有

好下场的不多。”马云此次遭重罚后，

中共又约谈数十家民营企业。民营企

业就像是圈养的牛羊，养肥了就杀。

中共曾在窃政后开展公私合营，

大量侵吞私人财产，中共当时得意

洋洋地说：“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

方。”1950年代民营企业对国民收入

的贡献是80%。毛泽东当年曾经对

中国资本家的资产做了一个评估：“工

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

合计是33亿元”。公私合营实际核定

国家规模的血汗商店，而全世界正在

为其买单。其次，中共对权力的垄断，

使其对金融资源实行严格的控制——

包含对国企、民企的控制，以及限制

中国人自由汇兑的权利。在过去15

年里，至少有27位中国亿万富翁被

捕，他们遭受的指控既离奇又荒唐。

胡润百富榜成杀猪榜  49名亿
万富豪出事

事实上，早在2009年，大陆媒

体就以《胡润百富榜成杀猪榜 10年

49名亿万富豪出事》为题，报导深

圳首富黄茂如涉及大陆首富黄光裕一

案遭警方带走的消息。报导说，各类

富豪榜向来被称为“杀猪榜”，意指

上榜之人特别容易“出问题”，这次

可能又一次被验证。

2021年4月15日在“美中经济

安全审查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

规划顾问提及马云被罚案时说，在美

国，人们为跻身亿万富翁名单的人喝

彩，但在中国，亿万富翁就可能被当

权者加入打击的清单中。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先生

在听证会上提到中国经济的特点。他

首先说到，中共这个以马列思想领导

的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利用剥削内部

廉价又庞大的劳动力，完全融入全球

自由市场体系。中国的劳动力没有得

到有意义的劳动保护，没有权力独立

组建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争取福利。

在新疆则发生种族灭绝惨案，毫无权

利的劳工被安置在集中营里。

他说，中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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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做亿万富豪如上黑名单

回 顾“三面架机枪 只准走一方”

漫画   《统统交出来》/绘制  善玉

的私股资产最后只有24亿元，分别

属于114万个私股股东，被中共用各

种巧取豪夺的方式悉数侵吞。

中共那时在打朝鲜战争，需要巨

款，同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两

项运动中共官方公布最后获退款10

亿元，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

残，实际数据远不止这些。在上海的

公私合营运动中，4个月中有876名

资本家跳楼自杀，曾经有过一周跳楼

200个人的最高纪录。人人成惊弓之

鸟，保命就好。

其实，中共从上世纪30年代“打

土豪，分田地”至今百年来，只要你

上了中共这条贼船，无论你是上当受

骗，还是纳其投名状与魔共舞，你都

躲不过成为中共“阶级敌人”被共产

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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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邪恶政权，也只有真相能让香港

人或中国人自己能看清中共邪恶的本

质，自己来救自己，免于被这样的政

权迫害。”

中共是幕后黑手
对于香港多个法轮功真相点在上

周接连遭暴徒破坏，以及香港《大纪

元时报》印刷厂4月12日遭人砸毁，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认为，

法轮功学员在香港受到骚扰并不是新

闻，这是中共从施行“港版国安法”

以来，对民主自由有步骤的破坏，挑

战硕果仅存的正义力量，“背后有高

度的政治动机”，因此不能视为单独

的社会事件。

他指出，“港版国安法”通过后，

整个社会治安受到港府高度控制，却

还能发生这种暴力攻击事件，若事后

没有受到相关单位追究的话，就能合

理怀疑背后有中共或亲共势力撑腰。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赵天麟也表

示，“暴徒袭击那么多次，（警察）都

没有破获，让人不禁怀疑，香港的治

安是不是有差别待遇，会不会是由中

共授意所为？我想这对金融如此自

由、过去也享有一定程度民主自由的

香港来讲，实在是个非常大的危机。”

台湾政要谴责中共黑手攻击香港法轮功
香港近日发生一连串歹徒攻击法

轮功真相点以及破坏《大纪元时报》

香港印刷厂事件，台湾各界政要对此

纷纷表示谴责，并质疑中共雇凶行恶。

前国大代表：“真、善、忍”精
神是人类正道

“这些攻击是典型红色暴政与黑

社会勾结。难以想象这种野蛮攻击骚

扰行径，发生在曾以亚洲文明法治为

荣的地方——香港，实在令人心痛。

这也反映法轮功倡议的‘真、善、忍’

精神的正确与必要性。”本身是一名

基督徒的台湾前国大代表黄澎孝指

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大的邪恶组织，

当今最大黑道流氓。他谴责中共的邪

恶与下流行为，并向法轮功、大纪元

致以最高敬意，“你们的努力与倡议，

已得到举世的回响”。

黄澎孝表示，他多年观察发现，

“法轮功不向恶势力低头，坚守信仰

理念，忍耐坚毅奋斗，帮助众人觉醒

与认清共产邪恶本质，这点实在非常

难得。”他认为，法轮功学员的诉求

已成国际共识。

黄澎孝进一步表示，这代表真理

不会被任何邪恶手段击溃，就像当初

基督教被古罗马迫害300年，基督徒

并未屈服，最终反成罗马国教。以史

为鉴，法轮功的“真、善、忍”精神

是人类正道。

立委：只有真相才能遏止中共
邪恶政权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王定宇指出，

在中共统治下的香港，事实上最大黑

帮就是中共，中共雇人雇凶来逞凶，

来修理它不喜欢的人，这个事情若要

依靠警政单位查到真相，是非常难的，

因为“香港警察背后老大就是中共，

是最大的黑帮跟凶手”。

他也感慨地表示：“只有真相让

人看清楚，国际上自由民主国家才能

根据真相团结在一起，来遏止中共这

明 鉴

报应降临
上海前市长杨雄猝死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上海市委

前副书记、上海市前市长杨雄因突发

心脏病，于2021年4月12日在上海

华山医院丧命，卒年68岁。院方说

杨雄是心源性猝死，但明白人都知道，

杨雄是作恶多端，报应降临。

公开资料显示，杨雄自2001

年～2017年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一直

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杨雄任上海

市政府副市长时，上海大批法轮功学

员被投进劳教所。劳教所的打手们曾

叫嚣：“上面给我们指令，5%死亡率

属于正常，打死了白死。我们不怕死

人。”截至2020年，上海市历年被

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经核实，有

名有姓的有30人。

在江泽民集团推动下，不少中国

人以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能升官发财。

其实，靠迫害修炼人所得来的升官发

财是暂时的，就像在沙土上建大厦，

坍塌只在顷刻间，只争来早与来迟。

2021年4月2日，4名歹徒在香港旺角豉油街法轮功真相点实施暴行，他们扯烂罗马旗，
用尖刀划破展板，并将黑墨喷在横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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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
声明“三退”。如今，超过3.7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女军医：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我在一个退休军队

老干部家做清洁工，已

经做了十多年了。

我给他们讲大法

真相。他们也都

相信师父和大法

好并做了“三

退”（退出中共

的党、团、队组

织）。老干部的老

伴有哮喘病，我告

诉她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她念后哮喘

病好了，人也变得健康漂亮。他

们家里还开了优昙婆罗花。

去年10月的一天，老干部把他

的战友请到家里来做客。来的客人中

男的是老干部，女的是个老军医。女

军医有非常严重的心脏病，需要做搭

桥手术。我就给他们讲起了大法真相。

他俩都做了“三退”。

我叫他们和我一起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念了15分钟后，女

奇 迹

医生满脸都是汗，她说：

“太舒服了，谢谢你！”我

说：“这是大法的威

力。我们一起谢谢

大法师父吧！”他

们和我一起双手

合十，说：“谢谢

大法师父！”

我又送给他

们护身符，叫他们

回去后每天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两个月后，女军医去

医院做检查。医生说她的心脏病

好了，不用做手术了。她激动万分，

高兴得哭了。她非常感恩大法师父，

感恩法轮大法。她打电话给老干部的

老伴说：“我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也

没治好自己的病。莲莲（指我，化

名）给我退了党、团、队，我每天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用吃药，

不用打针，我的病就好了。法轮大法

太神奇了！”

99.1%

总有效率

完全康复
有好转

基本好转

58.5%

24.9%

15.7%

北京万例法轮功调查报告
法轮功传出后，因其祛病健

身的奇效家喻户晓，短短几年时

间修炼人数不断增多，在中共迫

害法轮功前，大陆有1亿人修炼。

1998年10月，医学界专家调

查了北京5个城区部分法轮功学

员，调查人数12731例，结果显

示，完全康复58.5%；基本好转

24.9%；有好转15.7%；祛病总

有效率为99.1%。法轮功在祛病

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利于人

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真 相 法轮功与健康

我们身边的故事

“接到护身符后，一下就感觉
头不疼了”

在市场，我碰到一位中年妇女。

我跟她说：“您好，送您一个真相护

身符保平安。现在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教人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明白真相得福报。

同时，‘三退’能保平安。”

中年妇女问：“我头疼，不想听。

护身符要钱吗？”我说：“不要钱，送

给您的。”她接过去以后，骑着自行

车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找我，说

还想要一个真相护身符，要送给朋友。

我说：“您怎么变化这么快？”她

说：“我接到护身符后，一下就感觉头

不疼了，眼睛也睁开了，太神奇了！

所以也想给朋友要一个。”我又给她

做了“三退”，还送了她两个翻墙软件。

她对我说“谢谢！”高兴地走了。

现在，几个人都服了
2021年2月28日中午，以前跟

我在一起干活的熟人给我打电话，在

电话里，他突然说：“谢谢你！”

他说昨晚值夜班时，一起值班的

一个人肚子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夜里

12点多了，这可怎么办？他突然想起

以前我经常给他真相资料看，他相信

法轮大法好，两次躲过了危险。

他就告诉那个人说：“有人喊两

声‘法轮大法好！’疼痛就好了，你

也去院子里喊两声。”那人就捂着肚

子到院子里喊：“法轮大法好！”别人

都说他：“你是不是瞎胡闹，顶事吗？”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那个人的肚

子不疼了。50多岁的人，高兴得像个

孩子一样，又蹦又跳。值夜班的七八

个人说，以前他们都不信，现在，几

个人都服了。

熟人下班后，急忙打电话告诉了

我。我告诉他：“感谢大法师父吧！你

自己也在做善事，会得福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