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明
刊慧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未
来

w
w
w
.m
inghui.org

翻墙软件下载
电脑版  https://git.io/fgp88
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见 

证
一位中国税务官的
自白

中共要党组织
入驻民办学校

聚 

焦

2021 年5月28日         第42期

在 2021 年的“5·13”世界法轮

大法日前后，一个又一个的消息传来。5

月 12日，美国政府宣布制裁中共官员，

这是自中共 1999 年镇压法轮功以来，

首次明确以法轮功问题制裁中共“610”

官员，意义重大。其后，是来自美国民

间的声音，《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

陆被迫害二十年》获得“本杰明·富兰

克林奖”，该奖被誉为美国社会最高等级

的图书出版评价。

“本杰明·富兰克林奖”被认为是独

立出版商所能获得的最高国家级荣誉之

一。这一次的评选颁奖活动，有 160多

位评委参与，包括图书管理员、书店老板、

评论员、设计师、市场推广经理和编辑等，

代表了广泛的民意。

在法轮功的问题上，中共制造了中

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谎言。例如为了打压，

中共硬是造出一个所谓的“天安门自焚”，

这是2001年1月的事，仅仅是一个例子。

出版界的评委们很震惊—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我才知道？正是这种震撼感，让这

本书得奖。

中共设置外交红线　
西方政客集体噤声

从 1999 年到后来的若干年，从小

布什到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务院跟中共

谈法轮功问题时，美方一提这个话题，

中共官员就拍桌子走人，这个话题是红

线，不可以触碰。

西方国家政府层面始终与一条最敏

感的“外交红线”（法轮功问题）保持着

一定的距离。对于中共的人权恶行，往

往都是有选择性地、象征性地表态。每

当触及中共的禁区时，他们由于顾忌于

中共管制下的庞大市场机会，都保持了

沉默，避而不谈。

美制裁“610”官员释放的信号
22年过去了，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

的迫害仍未停止。然而，正值 2021 年

第 22个“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

之际，20 多年来最敏感的“外交红线”

被跨越—

5 月 13 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

天，美东时间 5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宣布制裁一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

主任余辉。

从川普政府明确反对迫害，到布林

肯制裁“610”官员，意味着所有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将受到追责，无论

高官还是中下层官员。这将对他们形成

震慑，“以后再不敢迫害法轮功了，因为

世界在追责”。

简 讯

明慧网 2021 年 3 月

8日报导，38个国家的法

轮功学员将一份中国大陆

“610”人员的名单递交本

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侵犯

人权者及其家属给予制裁，

包括禁止入境及冻结资产。

该名单包括收集不完整的

全国各级“610”办公室

的 9300 人。余辉在这份

交给美国政府的名单上。

美制裁“610”官员

表明，任何迫害法轮功修

炼者的恶行，都将难逃国

际社会的追责。美国政府

重申对参与迫害者要追究

个人责任的原则。每个个

人都要承担他的个人责任，

不能用自己是“执行命令

者”来推脱责任。奉劝参

与迫害法轮功的国安、公

安、司法人员，立即停止

迫害，不要追随即将被世

界的正义潮流抛弃的中共。

被制裁者余辉
在38国名单上

安全感
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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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最敏感的“外交红线”
被跨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四川省成都市前“610”   
办公室主任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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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规行为施以重罚等手段把这些公

司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当时这些企

业的股票也一度大跌。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披露，

一些英国国际教育机构正在考虑撤出

中国，因为在中国的国际学校招收中

国学生的同时，必须遵守中共的课程

要求：不能有“六四”天安门事件等

中共敏感内容，甚至《格列佛游记》

等书籍都可能被拒于门外，对宗教类

的书籍更严厉；今年 3月 1日又被

要求遵守新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

南》，包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学校

教育教学全过程”“了解党史国情”“听

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

2021年5月28日

北京当局近日公布了修订后的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要求民

办学校的决策和监督程序必须要有中

共党组织的人员参与，否则将受罚。

5月 14日当局再以“问答”模式加

以强调，但当天大陆教育类上市企业

的股价普遍大跌。

中共国务院 4 月 7 日公布《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版，从

今年9月 1日开始实施。

5月 14日，中共司法部官网先

后发布“司法部、教育部的负责人就

‘条例’答记者问”，以及引用中共学

者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五

个关键词”。

值得注意的是，“答记者问”的

第二个问题（在加强党对民办学校的

领导方面，“条例”作了哪些规定？）

的回答中称：“民办学校决策机构组

成人员应当有党组织负责人，监督机

构组成人员应当有党的基层组织代

表，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学校党组织

负责人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

的程序。”

而中共学者的文章中进一步称：

“条例”“明确了民办学校未保障学校

党组织履职尽责的法律责任。”

5 月 14 日当天，教育股大跌。

其中，新东方跌逾 14%，创上市以

来新低；新东方在线跌逾 4%；创联

中共要党组织入驻民办学校

教育金融暴跌20%。

分析：
私校、民企令中共感到不安

此前多年来，大陆的民办学校一

直受到打压，有些甚至遭到强拆，比

如2018年河南周口市淮阳县、鹿邑

县40多所民办幼儿园和小学被强拆。

美国之音5 月 16 日引述分析，

中共领导层对民营企业、私人学校游

离于中共控制之外的现象深感不安。

此前从 2020年 11月开始，中

共以“反垄断”之名要求阿里巴巴、

腾讯等民营互联网企业进行“整顿”，

通过业务重组，控制他们的数据库，

漫画《洋娃学党史》/ 绘制 善玉

2021年大陆全国性的英语演讲

比赛题目定为“红色主题”，引发舆

论争议。“外研社·国才杯”官网称：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赛向建党百年献礼”，“经讨

论，大赛组委会一致选定今年演讲大

赛的演讲题目为：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一题目

是选用美国左派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的书名—《红星照

耀中国》，又称为《西行漫记》。

该书的写作背景是：斯诺在国共

内战时期被中共邀请到延安，受到高

规格礼遇，在延安的几个月内夜夜与

毛泽东深谈，随后就出版了此书。该

书被称为外国记者所著，但在写作过

程中毛泽东亲自修改细节。

最近中共官方多次提及此书。法

国《世界报》5月 3日发表题为“北

京正迫切寻找有用的白痴”的文章说，

“有用的白痴”是列宁的说法，是指

他说的“那些因莫斯科精心组织的访

问而对莫斯科着迷的西方知识分子”。

文章反问：“这些‘有用的白痴’，真

的有用吗？有鉴于中国（中共）在全

球恶化的形象，我们保持怀疑。寻找

‘有用的白痴’不仅完全无法给予北

京正面形象，反倒显示出中国（中共）

目前极度薄弱的软实力。”大陆网络

上相关言论均被删除。

大陆英语演讲竞赛定调“红色” 宣传毛左书籍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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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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时候，遇到以前的一个同

事，一位大学老师，顺便谈到美国大

选的话题，他说了些自己的看法。还

说，你总该相信我是有独立思考能力

的吧。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看过《九

评》？他先是找了些借口回避，然后

说，没看，不会去看。我说，你的这

个独立思考实在是太有限了，在中共

划定的圈子里再怎么进行所谓的独立

思考，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共那一套的。

其实在中国大陆有许多自诩有独

立思考能力的“精英”，一碰到这些

中共划红线的问题就没有了底气。因

为他感到那样做不安全。

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大陆，中

共邪党垄断了几乎一切物质资源、权

力资源包括话语权，掌握了所有人的

生杀予夺权。而且中共邪党通过历史

上的一次次运动，不断强化着老百姓

对它的恐惧，顺者昌，逆者亡。

妥协就安全了吗？与中共保持一

致就安全了吗？无数的历史教训和事

实证明，拿良知与魔鬼做交易结果只

会很惨。

曾经做客于凤凰台的律师张红

兵，在年少时，被中共邪党洗脑，思

想上与党高度保持一致，他告发了“阶

级敌人”—自己的亲生母亲方忠谋，

仅因为她在自己家中为刘少奇辩护了

几句。他母亲很快被中共邪党逮捕，

并被处决。若干年后刘少奇被平反，

张红兵的母亲却冤死不能复生。成年

后的张红兵长期处在不能原谅自己的

痛苦忏悔之中。 

而那些积极追随者，体制内的

盲目执行者下场又如何？当年的聂元

梓、谭厚兰等五大红卫兵“造反派”

领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因贴出第

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疯狂行

为而风光一时。自认为是为中共勇当

2021年5月28日

安全感从哪里来？
先锋，与统治者一样处在高高的位置

上，可文革一过，立即被中共打成文

革动乱的罪人，以“反革命罪”被判

处9年～ 17年不等的徒刑。

其实，世上的事，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由于无神论思想的阻隔，人

们把必然当成了偶然，并没有把前因

后果联系起来。

共产党就是产生于欧洲的“一

个幽灵”，给人带来的只能是灾难与

恐惧，怎么可能凭靠着它而获得安全

感？魔鬼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说中共几十年来持续迫害百

姓，血债累累，将来需要偿还，这还

只是偿还对普通世人造下的罪业。大

家知道，在人世间的罪业没有比迫害

正信，迫害佛法和佛法修炼者更大的

了。而自1999年开始，中共邪党在

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中 ,使出了

万般邪恶手段，比如骇人听闻的活体

摘取器官的惊天恶行，造下了如山如

天、无边的罪业。而这些欠的是神的

债，是永永远远都偿还不尽的。其追

随者也会被裹挟卷入无间地狱永受刑

罚，还奢谈什么安全呢？

那么我们到底从哪里能获得安全

感呢？

有段视频显示：一天，一位西方

年轻人，开车回家，到家后，发现车

轮上有血迹。就原路返回去查看，结

果发现路边一个小女孩躺在血泊中。

其实是他的车轮碾压到了血迹，并不

是他撞了小女孩。他立即送小女孩到

医院急救。由于送治及时，小女孩脱

离了危险，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小

女孩的父母以为他是肇事者，极其愤

怒，将其痛打了一顿。他没做任何辩

解并支付了所有的医疗费用，还付了

一大笔赔偿金。几十天后小女孩苏醒，

交警部门也通过监控录像找到了真正

的肇事者，这才真相大白。记者采访

这位年轻男子时，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心安。”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心安”，其

实包含了我们所追求的安全的真正法

则。按照良知的指引，回归道德的正

轨，才能让一个生命真正的安全，而

真、善、忍是引导良知的最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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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税务官的自白

高中毕业后，我以本区第一名的

成绩考入了税务局，面试后，很快被

录取。年轻时踌躇满志，要干一番事

业。但不久就被残酷的现实击碎。我

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传统

教育，而现实的一切与之背道而驰，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了生计消极

地随波逐流，在大染缸中越陷越深。

那时我刚上班，负责税务所的报

表等工作。税务局每年都要对企业进

行所得税的汇算，每当这时，所长都

要把全体专管员（19人）集中到旅

店之类的地方十多天，不让回家。这

样做并不是因为汇算所得税税法条目

较多、计算较复杂，而是为了编造假

数据。

那时税务局实行行业管理，我

管辖 100 多个餐饮企业。我的顶头

上司找到我，让我找一个酒店，作为

分局的“会所、食堂”。说白了，就

是到这里白吃白喝，而酒店业也不用

交税了。这已成了这个行业中的“潜

规则”，这些挥霍人民劳动果实的所

谓公务员（包括我），在花天酒地中，

使税款大量流失。这种事情窥一斑而

知全豹。

得法
我因为曾在酒桌上豪饮，身体每

况愈下，加之丈夫的背叛，生命对我

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1998年 8月的一天，是我终生

难忘的日子。当时我得了严重的胰腺

炎，在省城大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

不能上班，总是有疲劳感，从头到脚

没有好受的地方。那天，当我一步一

歇挪到街心公园时，有一个慈祥的大

娘问我：“姑娘，你怎么了？”我说：“有

病。”大娘说：“你炼法轮功吧！能祛

病健身。”

我抬眼望去，一群人精神十足，

排列整齐，在那炼功，我不由自主地

走进了队伍中，跟着炼了起来……后

来，当我捧起《转法轮》时，一种久

违的神圣感涌上心头。

从学法点回家后，我把所有的药

都扔了，从此所有病痛不翼而飞。我

才知道，女人的肚子竟然也可以不疼。

从有月经起，我就有功能性子宫出血

的毛病，后来又诊断出多发性子宫肌

瘤，还做过卵巢囊肿手术。所以，我

的小肚子总是疼的。从此，我从一个

百病缠身的怨妇，成了一名无病一身

轻的法轮功修炼者。

许多个“第一次”
修炼之前，我觉得自己是个好

人，对所管辖的业户从来不“勒、拿、

卡、要、报”，在不违反税法的情况下，

能办的事情尽量办理，因此还得到了

一致的好评。学法之后，才知道与“真、

善、忍”的标准要求差得太远了，于

是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俗话说：“常

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我就想，

我一定要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

鞋，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于是出现

了之后的许多个“第一次”。

第一次坦然拒贿；第一次在饭店

吃饭自己买单；第一次买东西付全款

（别的同事都是生拿硬要，而我过去

美其名曰享受批发价）；第一次明白

洗浴要买票；第一次知道了理发要多

少钱；第一次坐公交车；第一次……

家里装修房子，在买建材回家的

路上，遇到了我们分局长。分局长看

着满车的建材，问：“在哪买的？你怎

么走这条路啊？”我回答后，他又惊

讶地说：“你怎么不在管片买啊？”我

乐呵呵地说：“避嫌。”他一边走一边

喃喃自语：“法轮功真是不一样啊！”

过后，还对其他同事说：“你看人家某

某某，不佩服都不行，放在哪个岗位

上，我都放心。”

作为一个税官，在单位年终述职

的时候，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写上这样

一句别人不敢说的话：“没拿纳税人一

分钱，没吃纳税人一顿饭。”在滚滚

红尘中，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寥寥无

几，而这一切只因为，我是法轮功学

员。按“真、善、忍”做一个真正的

好人。

法轮功遭非法镇压之前长春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地质宫前集体炼功。（图片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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