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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福报了！”

千万人退休金被侵吞
工龄也能清零？
革命”的说法，然而，现在
各地依据 1959 年内务部的批
复，再变相形成地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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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已发现
印度变种病毒
4 月 29 日中共官方证
实，新增 10 例来自印度的
中共病毒（COVID-19）确
诊病例。浙江卫健委的官
网显示，在新增的 11 例确
诊病例中，除了一例是先
前从印尼移入的无症状感
染者之外，另外 10 例均来
自印度。
根据重庆卫健委官方
通 报， 从 4 月 22 日 开 始，
重庆已累计出现4例与印
度有关的输入性确诊病例。
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专家称防控工作还“远
远没有结束”
，中国部分城
市已检测到携带印度变异
毒株的病例，人们既关心
又担心。
此 外，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周二表示，肆虐印
度的变种病毒株B.1.617
至少已在 17 个国家出现。

重庆市受害人到政府部门集体维权。

十余年的工龄，居然能清零？作为
社会的一分子，曾经付出的劳动怎么会
一笔勾销呢？然而，这样的事实却实实
在在发生了，涉及数千万人的群体。
众多被“工龄归零”者，陷入“老无
所养，病无所医”的绝境。没有退休金、
医保待遇，很多人在生存线上挣扎，有
的人甚至因为拿不到退休金而被迫卧轨
自杀。

50 年代反革命文件“复活”

姜福祯曾经和其他一样
遭遇工龄归零的受害者，共
同 起 诉 北 京 人 社 部。
“他们
（北京人社部）不受理。我们
找了信访办，但被告知不归
他们管。我们就给人大常委
会写信，也给国务院写信了。
我们又要求人社部信息公开，公开当年
和现在支撑‘工龄归零’的文件。
”
“前年我们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法律
程序，最终败诉。
（中共的‘工龄归零’
）
实际就是抢劫我们的个人财产，这就是
一种制度性的剥夺。它（中共政府）就
是要这些人吃不上饭，让这些人为了生
存忙碌，这种制度本来就是为（对付）
‘反革命’设计的，后来又推广到所有坐
过牢的人了。
”
中共口口声声说“党的恩情比海深”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依法治国”
，然
而有人仅仅是因为说了真话，或者其他
原因被辞职，此前付出的十几年、二十
几年的工龄就要作废，国家用零退休金
来回报这些给国家献出了几十年青春的
公民，这是多么无耻的政权才能做出的
事情？这是对千百万工龄被清零者的种
族灭绝！

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依据
早已过时的文件，使大量被劳教劳改、
开除、辞退、自行离职的职工，晚年因
“工龄归零”
，无法享受自己劳动积累的
养老金与医保待遇。
姜福祯，山东青岛人，作家。1989
年参加“六四”运动后，被中共当局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 8 年。
姜福祯透露，在入狱之前，自己已
经有 15 年工龄，
“出狱后工龄即被清零。
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花钱买社保，现
在每个月只有 1200 元的退休金。
”
姜福祯说：
“一开始这个内务部的批
复，是针对反革命的，那是（上世纪）
50 年 代。 但 是 到 后 来， 越 用 越 宽 泛，
辞退的、辞职的、掉档案的，都算在内
了，形成了制度设计。”中共在刑事条例 2018 年，“工龄归零”受害群体组成“千人公
中，已于（上世纪）80 年代末去掉了“反 民起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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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亿疫苗接种“零死亡”？知情者揭内幕

漫画《种苗苗》 绘/ 画 善玉

国家卫健委 4 月 22 日的公告显
示，截至 21 日，全中国接种中共病
毒疫苗者已经达到 2.4 亿剂次。通告
没有任何死亡报告。
4月27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说，
被街道办挑选为防疫志愿者的山东济
南市民穆先生揭露，社区居民内心对
接种疫苗并不情愿，也抱有恐慌心理。
有病理知识的医护人员则最无奈，明
知科兴疫苗研发不合规，有诸多潜在
隐患，但不得不打。

用“种苗苗”代替疫苗
穆先生介绍，街道干部的奖金与
疫苗接种人数挂钩，当局又安排志愿
者到主要的商场和菜市场等人流密集
地段设登记站，不断向路人追问：
“年
轻人，你有没有种苗苗？”

消息

街道的老头老太太像哄小孩一
样，用“种苗苗”代替疫苗，劝人接种。
压力下，有人通过数据造假蒙混过关，
也有上层将责任推到底层市民身上。
穆先生说，最可气的是，这个体
制内的人，尤其是做医疗行业的，他
们都了解疫苗不安全，他们都不打。
但其他人不打，他就给你记下来，假
如你过两年要考核、升迁都要受影响。

这一批比上一批更安全？
穆先生指，当局在疫苗的资讯上
缺乏透明，而且政策朝令夕改，底层
民众备受折腾。
他说：
“我们表面上说是自愿的，
实际上没有自愿的。最滑稽的是，动
不动就说我们这批疫苗不能打了，然
后让大家等着，而且告诉你，现在要

奥斯卡为什么成了敏感词

在美国华裔导演赵婷凭着执导影
片《无依之地》
（Nomadland）拿下
第 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之后，大
陆媒体集体封杀，奥斯卡、
《无依之地》
成为网络禁词，而这些不可思议的压
制，仅因为赵婷 2013 年接受《电 影
人》
（Filmmaker）杂志采访时，说
出了这样一句话，
“要从我小时候在中

国说起，这是个充满谎言的地方。
”
有网友说：
“难道不是这样吗？她
说错了吗？”
有网友称：
“第一个获奥斯卡导演
奖的中国人不能提，第一个获诺贝尔
文学奖的中国人不能提，第一个获得
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不能提，第二
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不能

打三针了。又换了一批了，说这一批
比上一批更安全，这一批比上一批效
果更好。
”
穆先生表示，当局边打边改，就
跟新到的厨子一样，他边做菜边改食
谱。一天到晚改配方，拿这些人折腾
着玩。
中国各地自 3 月底开始强制民众
接种疫苗，尽管中共没有通报死亡案
例，但网络频频曝光相关案例。
4 月 15 日，名为“山下花野子”
的网友称，自己 28 岁的弟弟（军人，
没有病史）在深圳滨河大道妇幼社康
中心接种国药集团的北生灭活疫苗
后，于 15 日去世。
王大军，43 岁，辽宁省大连庄
河市桂云花乡岭西村村民，接种疫苗
当天死亡。家属向官方讨要说法，遭
到官方威胁。
而中共官方不仅至今未通报一起
打疫苗后的确诊或死亡案例，同时
还在抓捕发布接种疫苗致死案例的
网友。
巴基斯坦从 2 月初开始使用中共
生产的疫苗，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波疫
情，全国的感染率上升至 11%，是疫
情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有 20 多
个城市因疫情严峻须“封城”
。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Arif Alvi）和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
接种中共国药疫苗，均验出病毒阳性
反应。

提，唯一进过的世界杯，连国足前锋
也不能提。以后可以出一部电影，就
叫《无名之地》
。
”
相反，中共宣传“百年党庆”
，大
举推出洗脑影片《白毛女》
《红色娘子
军》
《党的女儿》等，事实上，即便在
国内网络上，这些影片早已被证明漏
洞百出，是编造的谎言，然而中共却
仍然拿出来当经典播放，足见其依赖
谎言树立“伟光正”到怎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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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卖力听党的，为什么最先成替罪羊？
在中共内部，往往宣传的都是孔
繁森、任长霞式的“模范”人物，然
而，曾经为中共卖命，最终反尝恶果
的诸多实例，却在中共的极力掩盖下，
人们并不知情。

逼粮者最后把自己逼入绝地
在 1959 年～ 1961 年的三年大
饥荒期间，由于征粮指标太高，农民
交不起粮，一场“反瞒产私分”的运
动开始了。
信阳辖区的各县、乡、村干部用
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
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
1959 年 11 月 13 日，熊湾小队
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
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
被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耳朵
被撕掉，6 天后死亡。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
其数。即便是这样的酷刑，粮食还是
征不上来。因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
产主义”的运动中，大炼钢铁，地里
的粮不准收，农民手里根本没有粮食。
1959 年 12 月， 在 冲 破 重 重 封
锁之后，消息终于到了北京，信阳已
饿死 105 万人。
中共怎么对待信阳事件呢？1960
年10月，中共对于信阳事件是这样定
性的：
“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
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
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
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
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
导者和杀人凶手。
中共公安部将信阳地委书记路宪
文等 39 人，列为审查对象，在县以
下的公社和大队，对前两年为非作歹
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前两年
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
加在了基层干部身上。
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
中说，信阳地区先后有 20 万干部被
集中审查，即便信阳饿死 105 万人，

共产党仍然是“正确、光荣”
，执行
中共指令的基层干部，最后成为替罪
羊，被中共卸磨杀驴。有人说过这样
一句话，谁在哪一个问题上相信了共
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打死白打死”是中共埋下
的陷阱
1999 年 7 月，江泽民集团发起
了对于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人丑江泽
民赤膊上阵，亲自筹款，发号施令，
对法轮功学员打压步步升级，
“打死
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
在人丑江泽民当政期间，薄熙来、
周永康等权欲熏心，对法轮功极尽迫
害之能事。江泽民对薄熙来公开声称：
“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
上升的资本。
”
从大连到辽宁，薄熙来残酷迫害
法轮功学员，其对公安局人员下令：
“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
2000 年～ 2002 年 12 月，周永
康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
并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得到
江泽民重用。
对此，看透门道的周永康，曾公
开发出这样的指令：
“杀人放火可以不
管，法轮功得抓。
”
然而，薄熙来、周永康等中共高
官在迫害好人，恶事做尽之后，同样

锒铛入狱，在权斗中被掀落马下。

多行不义必自毙
自 中 共 十 八 大 以 来， 共 计 164
名中共省部级高官落马，
（政法委系
统占 47 名）
。在明慧网恶人榜上，记
录了这 164 人在迫害法轮功中的恶
行。表面上，他们是因为贪腐落马，
但“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这里充分
诠释了“善恶有报”的天理。
近期，中共对政法委系统展开了
“倒查 20 年”的“过筛子”运动，其
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
等35个政法机构被定为“倒查20年”
的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
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
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
1.6 万名警察中，有 2,247 人被处理，
其中厅局级官员 2 人，处级官员 227
人；立案审查448人，
移送司法39人。
正所谓：
“自古机深祸亦深，休
贪富贵昧良心。檐前滴水毫无错，报
应昭昭自古今。
”这天底下，有一个
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
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希望所有的政法系统人员早一刻
醒悟，善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
已经为自己播下了将功补过、赢得善
终的机缘。

薄熙来（左）、周永康（右）因卖力打压法轮功，步步高升权倾一时。然而当其与中共新
一茬权力体系相抵触时，即被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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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
“我保护法轮功，已经得福报了！”
2021 年 3 月的一天，突然从外
省来了六个警察，把我们身边的两位
法轮功学员绑架后送到当地派出所，
并非法抄了这两人的家。那些警察说，
他们收到的真相信是从我们这里发给
他们的。
这两位学员被拉到派出所后，被
绑架的学员正念很强，一点没害怕。
就给在场的警察讲真相。其实我们当
地的警察有的已经“三退”
（退出中
共的党、团、队组织）了。两位学员
分别被外地警察审问了几个小时，其
实是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几个小时
的真相，这些警察似乎是从外地来听
真相来了。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就

是给他们讲法轮功为什么是好的，迫
害法轮功为什么会有恶报，外地来的
警察若有所思。
一位学员对警察说：
“我要回家
了，把我的所有的大法书和点播机、
视频机等全都还给我。真相资料、大
小真相册子及大法真相护身符等送给
你们了。这些真相资料，你们拿回去
认真看看吧，对你们有好处。今后不
准你们再来干扰我的正常生活。
”警
察回答：
“好的，我们保证不会再来找
你了。
”
过了一会，这个警察就用一个大
袋子把这位大法弟子所有的物品全部
装好提着悄悄把这位大法弟子送回了

山东潍坊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邻 奇的是，靠墙摆放的法轮功师父法像
居家修建房屋，因线路超负荷，保安 却没有沾上一点水。
器老化，引发一间房屋发生火灾。就
因与火灾发生的房屋只相隔一道
在法轮功学员闻讯提水赶去帮忙灭火 墙，所以邻居家的火情控制住以后，
时，才发现大火已蔓延开来，只要打 消防人员又到法轮功学员家查看火
开房门，房内的浓烟和火苗就会大量 情，打开顶棚后发现法轮功学员家除
窜出，已无法入室灭火。
了房顶被熏黑一块外，火并未蔓延过
终于等到消防人员到来，帮忙灭 来。法轮功学员明白这是大法师父的
火的众乡邻才撤下来。消防员将房内 慈悲保护，才使自家免受火灾的殃及。
火势扑灭后，发现大火已蔓延到房顶，
而邻居家的房顶在下午竟然又有
只好扒开房顶一侧，从房顶上用高压 烟冒出，不得已将失火房顶的瓦、苫
水枪向下喷水。
子全部清除下来。这次火灾将邻居家
这时法轮功学员才想起回家查 房内石膏吊顶、铝合金隔间、家具全
看情况，发现自家未吊顶的后屋已被 部烧毁，甚至房顶部分檩条也被烧成
从邻居家涌过来的浓烟充满，而与着 了炭，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
火邻居只一墙之隔的屋内，被救火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也感慨地说：
用水浇得从房顶顺着两家隔墙流了一 “还是炼这个功（法轮功）的厉害，
地，把沙发等家具都淋湿了。然而神 这么大的火，他们家什么事也没有！”
更多真相，请扫码翻墙访问法轮大法
明慧网：www.minghui.org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
小名皆可。翻墙登录退党网站声明“三退”
：
tuidang.epochtimes.com

扫码“三退”

网门扫码即看

真 相

奇 迹 “这么大的火，他们家什么事也没有！”

家。学员对他说：
“谢谢你们，你们这
样做会有福报的。
”
这名警察说：
“凡是你们法轮功
的人，只要我能保护的我都要保护，
被我保护的法轮功（学员）已不少了。
我已经得福报了！我的一对儿女长得
很好，工作、家庭一切都很顺。
”这
个警察还说：
“我们都看过《转法轮》
这本书。
”
另一位大法弟子过了一会也拿
着自己的大法书和录音机等东西回
家了。
明真相的警察，摆正了自己的位
置，自然就会为他的家庭和子孙积福
积德。

天安门“自焚”
伪案疑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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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腿间
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头发也还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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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颜色都
未变，煞是醒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