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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严峻的人口危机：

危机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

人口学者指出，中国在 2010 年就已达

到“劳动力峰值”，接下来，劳动力人口

就会逐年减少。企业靠高工资才能吸引

到工人，使生产成本增加，中国就不能

再用最低廉的工资与劳动力，去吸引外

来投资了。“人口红利”的下降，会让中

国的经济逐年下滑，也会影响中国的国

际竞争力。

危机二，政府税基与民间消费衰退。

劳动人口减少，意味着有收入的人在减

少，政府可征税的对象就变少了，会减

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使人们的消费

意愿持续衰退，所谓的“内循环”经济

就循环不起来了。

危机三，养老保险体系陷入窘境。

劳动人口减少，老年人口增加，会使社

会福利体系渐渐入不敷出，可能出现老

人领不到退休金，病人拿不到保险金。

无声的抵抗
年轻人发现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赚到

钱成家立业，只是在给党国权贵当奴工，

当韭菜，因此采取一种行动上不配合的

“软抵抗”。

最近在网络火爆的“躺平”一词，

准确地反映了大陆底层民众潜意识里的

无声抗议。

热 点

网友A：“当初我妈生

我还罚款了，我小时候到

处躲，管我妈叫阿姨，我

妈工作也没了，你现在整

三胎？”

网友 B：那就要准备

三套房，持续20～ 30年

供养三个学生一直到毕业，

为三个孩子筹备婚礼费用，

未来可能要帮忙带 9个孙

辈！压岁钱多吓人啊！这

条评论仅一个多小时，就得

到1.6万多名网友的支持。

网友 C：多生一个奖

励一套房，上学奖励生活

费，结婚奖励礼金是最起

码的。

网友D：保姆，月嫂，

玩具，奶粉，纸尿布，托费，

幼儿园学费，培训费，学

区房……你要怎么奖？

网友E：一胎给我100

万我就生。（大陆一线城市

养一个孩子约100 万）

放开三胎
网友怎么说

谁是破坏家庭和人伦的
“内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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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的故事
见 

证

三胎和延迟退休涵盖的危机

中共近日宣布“放开三胎”，同时重

提延迟退休年龄，引发热议。

内情和根源
5 月公布的 2020 年人口普查结果

是“总人口数14.43亿”。但据专家分析，

中国总人口数已低于14亿。

北京法律学者赵明（化名）接受外

媒采访时表示：“面对官富民穷、党富民

穷的极端分配不公的现实，面对中共以

与其经济水平极不相称的、举世无双的

高房价、高药价、高教育支出等暴虐手

段无情掠夺人民的现实，适龄夫妇不愿

生育、不敢生育，不生育、少生育对底

层民众是最优的、最理性的选择。”

他表示，问题源于中共的苛政。“中

共对中国人民太狠毒、太苛刻了……表

面一片盛世，人民实则苦不堪言，哪里

还有生育的意愿和动力？”

中共官员享有退休、养老待遇上的

特权，退休金远远高于底层民众，而底

层民众则只有微薄的退休养老金，现在

连微薄的退休金都不能保障了，只好寅

吃卯粮。

曝几大危机
旅美时评人唐浩指出，从 2015 年

放开二胎，大陆出生率仅在2016年增长，

随后连续 4年下滑，这反映出中共已面

“放开三胎？生不起，养不起！”（漫画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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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疫情恶化 封城似武汉
广州疫情急速恶化，出现传播力

超强的印度和英国变异株，公交、道

路封闭，接近封城。

再现“物资荒”“发疫情财”
海外记者从菊树村民处获悉，官

方封村前没有任何通知，封村后当地

食品、药品、儿童奶粉等基本物资严

重匮乏。

封村第一天人们疯狂抢购，现在

所有超市都没有存货，东西运不进来，

只能买高价物资包。没人安排配送，

只能靠自己，一些租客现在靠吃泡面、

喝粥、吃零食度日。

大家用各种网购买菜，全部进不

来，原因不明；村民自己联系商户老

板，但全部涨价。

村民王华说：“我（最初）想已

经经过一整年的抗疫，国家不会让我

真的到了没有饭吃的那步吧，所以没

有过多地囤货。但是，之后我发现超

市一家一家地关门了，因为村委不让

开……菜场也一家一家地关门了。”

“现在给我们感觉是把我们这些

人圈在这里面，然后不闻不问不管死

活。”“大家担心没得新冠，最后饿死

在菊树。”王华说。

药品短缺严重。王华一个朋友的

近日，广东疫情持续延烧，当局

却宣布暂停疫苗第一剂接种预约。有

知情人士称，国产疫苗对变种病毒无

效，当局已启动对新疫苗的研发。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5 月末，

河北一市民在接种疫苗5分钟内即刻

倒地死亡。

中国疾控中心内部人士“兰小姐”

接受采访时，证实上述消息属实。她

透露，还有两个人，上午施打了国产

疫苗，下午就因出现严重副作用而住

进石家庄第三医院 ICU病房。

内部人士：国产疫苗致死伤不断 对变种病毒无效动 态

稍早，《大纪元时报》也曾曝光

一份河北内部文件显示，截止4月底，

当地有9人注射疫苗后死亡。

另据报导，香港从2月 26日至

4月中旬，有 14人打科兴疫苗后死

亡，多人出现面瘫、中风等症状。

中国疾控中心5月 28日发布资

料显示，国产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率

为 11.86/10 万剂次，但实际不良

反应率比这高得多，官方的资料只是

用来忽悠世卫组织的。

曾参与湖北省防疫工作的陈先生

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现在中国国内

已通知暂时停止接种疫苗预约，而且

当局已启动新疫苗的研发工作。他认

为，这说明国产疫苗对新的变种病毒

无效，但当局怕影响不好，不会对国

内民众说明这个情况，所以有部分地

区还在继续打疫苗。

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主任高福称，疫苗不是用来

预防的，是用来防止重症和死亡的，

引起外界猜测。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尚待继续观察。

丈夫脚部溃烂。他们一天内打电话给

110、120、社区防疫站、社区医院、

药店服务点，均被拒绝，互相“踢皮

球”，所有官方途径都无效。这样的

事情是普遍现象。

民众发帖求援：孩子要吃饭
一位菊树村村民发帖说：“最高

一次套餐115元一份，快餐40元一

份……到现在我们 90%的人没有拿

到过政府给的所谓免费物资。”“希望

广大网友帮帮忙。孩子要吃饭。”

当地一公斤生菜 77 元，原来

15 元的盒饭已经卖到 60 元。成箱

的蔬菜堆在路边，已经发臭，但居民

却买不到平价菜。

知情人：疫情很恐怖
6 月 5日，广州市 11个辖区全

部展开核酸检测。广东省从7城市抽

调5600名医护人员驰援广州。网上

传出广东医生向亲友示警的语音视频

直言，广州和佛山已经沦陷，疫情很

恐怖。每天新增感染者至少超过200

例，且 30%是无症状感染者。他提

醒亲友不要外出。外界质疑官方数据

严重缩水，但从封城和中央派人去广

州就知道严重性了。

上图：5 月 29 日，广州市荔湾区发现新的
冠状病毒病后，警察在居民区附近封锁街
道。 下图：广州封城后，当地民众发帖披
露详情，显示乱象丛生。（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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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破坏家庭和人伦的“内在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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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小姐高姨
与流氓革命者的孽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于建嵘，写

了篇《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

书记》的真实传记：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时年十五六岁的父亲嗜赌成瘾，

将家产输个精光，靠东偷西摸混日子。

村长出于怜悯，将一名来村里乞讨的

少女许配给他，生下了学者本人。一

次父亲因偷村长家的物件被绑了起

来，释放后一把火把村长的房子烧了。

父亲在后来的自传中称：“为反抗恶霸

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

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

中共窃政后，父亲带着游击队

回村了，将村长枪毙，当上了小县城

里的公安局长。母亲去找父亲，见到

父亲正在一条长凳上和革命美女高姨

“研究工作”。警卫员一把将母亲拽到

门外训斥：“你说你是我们局长的老

婆，为什么局长见到你就发火？假

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要法办的。”

母亲吓得赶紧走了。

高姨的父亲是天津资本家。她

受中共红色感召，抛家舍父，投奔革

命，嫁给了革命父亲，生下两个弟弟。

文革中，身为行署专员的父亲和宣传

部长高姨被红卫兵关押，高姨宁死不

汉光武帝曾对大臣宋弘说：“人

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

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

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传统文化视婚姻为契合“天

地之道”的“人伦之本”。

然而，共产主义是反人类、反传

统的。《共产党宣言》明确表示：“我

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

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比利时神父：
破坏传统家庭的内在敌人

1952 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

利时传教士雷震远写了本《内在的敌

人》，书中记载：

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某个村上，

二十四五岁活泼的年轻媳妇孟淑兰，

引起中共人员注意。于是工作人员开

始靠近她，恭维她漂亮，能干，挑拨

她和婆家、丈夫的矛盾：“你为什么要

把你的一生和你的天才浪费在那些老

顽固的身上呢？……你很有本事！你

可以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妇女领袖！”

孟淑兰动心了，日本人打进来时，

她在中共“爱人”的安排下，借逃难

的名义离家出走，并很快入党。

国共战争时，她已经成了正定城

和无极三县的共产党妇女协会主席。

她公开控诉她的第一任丈夫和家庭，

看着他们以“反动分子”罪名当场受

到惩处。

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

下进城，争先恐后“换媳妇”。最高

法院要求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无

需征求原配妻子同意，只需寄一张离

婚证明回家。离婚条件很简单，只要

“证明”对方反动、反革命或思想落

伍就可。中共借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

屈，坚决维护自己心目中的革命崇高

理想。当红卫兵把父亲的悔过书和离

婚决裂书摆在她面前时，她被击垮了，

几天后投河自杀。

文革后，父亲摇身变成了市委书

记，和比他小 26 岁的雪姨结婚了。

父亲死后，中共的悼词是：“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党卓越的地方领导者，

人民的好儿子。”

一辈子改造思想的革命母亲
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新

近出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母亲范元稹 18岁到延安时是一

张白纸，但在延安整风时就揭发丈夫

李锐。文革时为了自保，又将李锐往

死里整。在中共阶级斗争教育下，渐

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一辈子只会说

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

就是跟子女交流，都是政治，如

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

场，她就会把你汇报到你单位的党支

部，让党组织去帮助你。

中共要求人要党性，灭人性。试

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

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人类还有

什么道德可言，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

吗？中共是败坏家庭和人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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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出去碰到曾经在同一

所学校工作过的一个同事。她向我哭

诉，她丈夫和儿子两人都得了肺癌，

住在医院里，医院告知无法医治，只

有等死了。她伤心地哭着，说不想活

了。她丈夫曾经是一所学校的党支部

书记，她儿子也是单位的领导。

我对她说，我有办法让你摆脱痛

苦，你愿不愿意听我的话？她说：“我

百分之百听你的。”因为她知道我曾

经得过晚期肝癌，修炼法轮功后很快

康复。我说，你叫他俩发自内心退出

入过的党、团、队，诚心敬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说完，我送给

她两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嘱咐他们“三

退”后随身带上。她又多要了一个护

身符。

一个月后，我又碰到她，她笑容

满面地拥抱我，激动地说：“我咋个感

谢你呢？他们父子两人都好了！” 我

说你应该感谢法轮功师父，是大法师

父救了他们，我没有这个能力。

她还说，你晓不晓得，我要的三

个护身符，有一个我放在孙女的书包

里了。没几天孙女的学校出去春游发

生了车祸，当时死了几个学生，我孙

女的肋骨断了一根。我儿媳去给孙女

算命，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算

命的人说，本来命中注定那场车祸我

孙女要死的，“是她包里的那个小方

块救了她。”我告诉儿媳，是那个护

身符救了她。

六年后，我去了那位同事的家。

这次她向我要了八个护身符。之前她

丈夫和儿子做了“三退”，那天她家

其余六人也都做了“三退”。

那天我还碰到学校的另一个教

师，她对我说：“我丈夫死了，你咋个

不关心我丈夫？”她丈夫是市教委职

教处的处长。我说：“我当时去你家，

就是要给你们讲真相。你们不但不欢

迎我，还叫我走。”当时她丈夫对我说：

“你是先进教师，咋做出这等事情。”

她知道，上面说的全家八口“三

退”的那位老师家，父子二人退党后

还活着，于是她说：“那你也把我入的

党、团、队都退了嘛。”还跟我要了

护身符。

她曾患糖尿病，精神也不好。现

在她身体好了，退休了，可以天天出

去玩了。

学校很多老师都知道了这些得福

报的事例，现在我给他们讲真相，只

要一说“你赶快‘三退’了嘛！”这

些老师都说：“要的！”那所学校的很

多老师都“三退”了。

一家八口“三退”的故事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

更多真相，请扫码下载翻墙软件，

请访问明慧网www.minghui.org

真 相

“天安门自焚”真相

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被烧得浑身

焦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

瓶却完好无损。有人做过一个试

验，用火烧雪碧瓶，5 秒雪碧瓶

子开始变软，7 秒收缩变形，10
秒缩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是，

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翠绿如新。

这该如何解释呢？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身上的

火被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

头部；图 2-3、刘春玲不自觉地

双手护头，随即倒地，被打弯的

重物从其脑部快速弹起；图 4、
一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出手打击

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刚刚过去的 6 月 4 日，港警如

临大敌，封锁了维园，禁止香港民众

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还四处

拦截行人查验身份。

但入夜后，维园外有许多港人手

持蜡烛绕行，和平表达悼念之意。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亮起数百支电

子蜡烛，围满领事馆大楼窗边，烛光

闪烁，与港人一起悼念“六四”受难者，

场面壮观。

32年前，中共动用几十万军队

屠杀和平争取自由民主的北京学生和

市民，天安门广场被血洗。今天在大

港人及多国烛光悼“六四”32年简 讯

陆，死难者家属私下祭奠也遭到监视

和干预。而香港维园，是 30年来中

国唯一能公开举行悼念的地方。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6 月 3 日发

声明说，美国将继续与中国人民站在

一起，因为他们要求中国（中共）政

府尊重普世人权。

此外，在脸书网站上，欧盟、英

国及澳洲驻港总领馆，都上载了烛光

图片，德国驻港总领馆上载了德文

“Erinnerung（记忆）”。中共挡不住

人心所向，“六四”真相永远记忆在

人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