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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算账” 
江苏秘密抓捕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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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约翰逊举行双边会谈，两人会后发

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疫情起源展

开下一阶段调查。

上述的一系列事实表明，病毒溯源

的第二阶段已开始。无论病毒是否来自

实验室，是中共隐瞒疫情才导致了瘟疫

蔓延到美国和全世界。假如最终证实病

毒并非实验室制造，中共照样难逃罪责；

若病毒真的来自实验室，中共则是罪上

加罪。病毒来源的调查，无法代替中共

隐瞒疫情的调查，中共隐瞒疫情的事实

已基本清楚，追责的依据已经足够充分。

问题在于，中共“伟光正”的机制，

欺上瞒下成风。2019年末，明知疫情早

已爆发，却无视疫情，武汉已处于危急，

但依然开“万人宴”，飞机通航世界，这

才是疫情追责的关键核心。

据维基百科全球新冠疫情数据显

示，截止 2021 年 6 月 6 日上午 11 时

止，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人数已超

过 1.73 亿，死亡人数已超过 372 万。

很显然，这是人类史上的一场大浩劫。

病毒溯源是正义之举—给全球疫情

受害者一个交代；让违反国际公约制造

生化武器的国家付出应有的代价；有利

于疫苗研发；有利于消除人类邪恶，维

护世界和平。因此，对全球抗疫有百利

而无一害。

热 点

中国广东省已有近 6

成居民接种了国产新冠肺

炎疫苗，但当前的疫情仍

在不断蔓延。世界卫生组

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

中共疾控中心研究员邵一

鸣，近日称中国确实存在

“打了疫苗还会感染”的情

况。但他同时又解释说，

国 产 的 COVID-19 疫 苗

原本的定位就是2级预防，

是用来“预防发病”的，

而不是“预防感染”的。

钟南山也曾表示：接种疫

苗后，存在感染现象。

对此。不少中国网友

留言反问：“不防感染还敢

说是疫苗？”还有网友质问：

“拿人民做试验？” 5 月中

旬， 5 名中国医学专家在

结束对越南的考察后回国

入关时，全部检测出感染

了变种毒株，这几位专家

出国前均接种过国产疫苗。

国产疫苗
为何打了还感染？

高僧：你办案时
心里真有国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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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老太法庭抗辩
社保局主动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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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溯源进入第二阶段

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确表示，

“彻查”COVID-19 病毒起源，并将追

究中共的责任。布林肯说，北京政府仍

未“给予我们所需的透明度”，没有让国

际检查员和专家进入，也没有即时分享

信息。美国参议院、国会和各界也发出

同样呼声。

在 6月 3日，美国媒体忽然披露白

宫首席防疫顾问福西的数千封电子邮件，

将事件推向更深一步。

据美联社 6月 4日报导，一位被称

为史上“最高级别中国叛逃者”已与国

防情报局（DIA）合作 3 个月，就中共

研发反人类“生物武器计划”予以披露。

其后，中共《人民日报》发出数篇评论

予以否认，称“实验室泄漏论”纯属无

稽之谈等。

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系野生动物保

护研究小组，6 月 8 日发表在《自然》

杂志上一份长期跟踪研究表示，武汉海

鲜市场至少从 2017年 5月开始没有销

售蝙蝠和穿山甲，却有很多活的非法野生

动物。这一研究使世卫组织调查报告的结

论不攻自破，今年1月 14日～ 2月 10

日期间，世界卫生组织（WHO）派出的

调查小组目标之一，是调查（华南海鲜

市场）出售的动物。并监测了蝙蝠和穿

山甲的交易，但世卫的报告没有定论。

6 月 10 日，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

左图：世卫调查员彼得·本·恩布雷克参观华南海鲜市场 ; 右上图：世卫（WHO）专家 1 月 30 日到武
汉金银潭医院调查 ; 右下图：世卫专家离开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每个环节都有警察执勤。 （图片
来源：Getty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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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后算账” 江苏秘密抓捕学生

今年 6 月，中共强推将独立学

院降格为职业本科的计划，引发江苏

和浙江一带学生大规模抗议。其中南

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遭警方暴力镇

压。有传当局已定性学生抗议为“暴

动”，并开始在校内实施大面积的秘

密抓捕。

6 月 9 日，曾有中北学院参与

抗议的学生传出自己与班长的聊天截

图。该班长声称当局已将这次事件定

据明慧网报导，近日获知，四川

遂宁市政法委伙同“610”人员，欲

办洗脑班，企图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

大法修炼，扬言如果不签所谓的转化

“保证书”，就长期关押或停发养老金。

自1999年 7月 20日开始，江

氏流氓犯罪集团在全国范围内，私设

黑监狱，所谓“法制学校”，即洗脑班，

强行转化法轮功学员。很多学员为了

坚持自己的信仰，被迫害致死、致疯、

致残的并不是个例。

遂宁市政法委与“610”人员，

自2000年起，就曾在南强镇龙坪乡、

市北门收教所（三楼）开办洗脑班，

中共百年敏感日 四川政法委办洗脑班见 证

美其名曰“崇尚科学学校”，实际上

是操控街道办、社区居委会、公安派

出所、乡镇及村委会人员，将众多法

轮功学员绑架、关押于此，连孕妇（金

梅社区的唐晓明）也不放过，并招雇

社会上的那些想不劳而获的痞子做打

手、帮凶。采用的手段大致有：

故意制造噪音，使人无法安宁；

昼夜电灯长明；

对拒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

毒打折磨。威胁说一个月不“转化”，

俩月不“转化”就直接送到成都某监

狱，有养老金的被取消；

每天晚上逼看电视，两腿要伸

直，否则怀疑在炼功；

逼迫写多年来的社会活动情

况，实际要你出卖同修，不说出就是

假转化，拒不放人；

回家前还要照像（各级照）、

录影，按他们的要求说诽谤师父和大

法的话，时间还规定在两分钟以上，

不按他们的要求都不行，离开前还要

被勒索巨额生活费；

回家后，还被监控，不许和其

他法轮功学员接触，外出要到居委会

请假，还要写出地点、姓名、工作单位、

电话号码。一年后还要搞回访（到家

里）检验是否真转化。

性为“勾结境外势力的反政府暴乱”，

要求参与抗议的学生写检查交给辅导

员，争取“从轻处理”。

北京时间6月 10日，网上传出

聊天截图，疑似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

院参与抗议学生的爆料。

该学生称，自己当天听从班长的

“建议”，去找辅导员交写好的检查材

料，结果发现这是一个圈套。辅导员

办公室里不但有学院领导，还有很多

警察。学生们交完检查后，警察就开

始搜查他们的手机，如同在审讯犯人。

如果学生手机中保存了抗议现

场的照片或视频，或在微博、抖音发

布过相关内容，就会被记大过处分。

如果手机安装了推特、脸书等国外

APP，不管是否在外网发布过内容，

都会当场被警察带走。只一会儿工夫，

警察就带走了五六个人。

一位学生称，自己因为事前已将

手机内敏感内容清空，所以可能只会

被警告处分。该学生提醒其他同学，

去交检查前先要将手机清理干净。

这位学生还说，据辅导员告知，

学校对学生的处分7月才会下达，可

能是校方不想在中共“七一”纪念日

前再生乱。

有网友发帖，“学生被打，被喷

辣椒水，女孩被拉扯，使劲压热搜、

删视频，现在倒打一耙，我们上哪说

理？？？” 

“考进去的时候是什么 ,毕业就

该是什么，毁约不可取。”

“但凡法治维权有用，我们为何

还走你所说的野路子。”

“自己做事没做好，给‘境外势力’

盯上了怪学生有预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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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你办案时心里真有国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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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儿啊，你活不了几天了！你为

什么在执法时，不秉公办事，却贪图

私利，迎合权奸，妄想得宠升官呢？”

侍郎面对母亲，无地自容，长叹一声，

从梦中醒来。不久，该侍郎生病，吐

血而亡。

人的命由天定，而福祸由人的心

主宰，所以人无论是受命公干还是为

人处世，都应以天道为准则，心存善

良，不以任何借口戕害他人。

当前公检法人员遭报连连
当前社会，许多人不相信善恶有

报，有些在公检法司等机构工作的人

员，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诬陷、冤判

无辜的民众，制造许多人间冤案。或

许这些人和上面记述的那名侍郎一

样，说自己不过是“按照国家法律

在办事”。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不妨拿古代高僧的话对照一下，“你

办案的时候，心里真有国法吗？”我

们再来看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

悦家，前些年儿子车祸丧命，接着杨

春悦自己死于脑癌。他的妻子痛苦地

哀号：“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

人生在世，古今都有当官当差的。

同样是当官当差，有的人心怀善良，

为民造福；有的人却害人伤己，遗祸

子孙。下面分享几个古今事例，引以

为鉴。

清朝侍郎：
迎合权贵谋私利，获罪于天

清代学者袁枚在《新齐谐》里记

载了一则某侍郎因为执法中贪图私利

而遭报应的故事。

清代乾隆二十年间，朝廷派某侍

郎大人，到黄河视察，住在陶庄公馆。

除夕夜侍郎与随从提着灯火巡河，与

当值的主簿喝了些酒。侍郎回到陶庄

公馆后很快入睡，睡梦中见到了去世

的母亲。母亲见儿子来到这里，大惊

道：“这里不是人间，你来到这里怎么

能回去呢？”于是，带侍郎去求河西

边的高僧想办法让侍郎回到阳间。

他们来到庙宇见到高僧，侍郎跪

下叩拜，高僧不理他。侍郎问高僧：“我

奉天子之命来巡查黄河，有什么罪行

该死，也应该告诉我，让我心服口服

啊，为何您不理我呢？”老僧笑道：“你

杀死的人太多，福禄已经耗尽，还问

什么？”侍郎说：“我杀人虽多，但那

些都是按照国法应该杀的啊，并非我

的罪过呀！”高僧说：“你办案的时候，

心里真有国法吗？你只是贪图私利，

迎合权奸，想得宠升官而已！”

高僧取案上的玉如意，直指侍郎

的心。侍郎觉得一股冷气刺入心窝，

冷彻五脏，心跳不止，汗如雨下，害

怕得不能说话。过了一阵后他说：“我

知罪了，以后改过，行吗？”高僧说：

“你并非能够改过之人，但今天还不

是你的死期，以后下地狱再算总账

吧。”于是吩咐一个和尚送他回阳间。

这时，他死去的母亲走过来，哭

么德啊……”知道底细的人私下议论

道：“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这是恶事

做多了！”原来，杨春悦迫害法轮功，

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几百起

冤案，才毁了自己原本幸福的家庭。

如果杨春悦的妻子早点劝导丈夫别参

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或许就不会有这

样的结局了。

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至少对9名法

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经刑事庭副

庭长杨东升一人之手，就非法重判了2

人。法轮功学员善劝杨东升：“不要冤

判法轮功修炼人，会损毁福德遭报的。”

杨东升不听劝，还说：“要跟党保持一

致，对法轮功决不手软。”2011年 8

月14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警车在郑

尧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上10

人3死7伤，杨东升等3名庭长身亡。

杨东升等人说这些话、做这些事

的时候，不知三尺头上有神灵。人间

私语，天闻若雷，多行不义必自毙，

最后连忏悔祈祷的机会都没有了。上

天可不是根据你是否执行上级命令来

判定你的对错，而是根据你做事时发

出的心是自私恶念还是无私善意来判

定你的功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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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 60 多

岁的法轮功学员亢金英，2017 年

3 月遭当地国保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两年半，于 2019 年 9 月结束冤狱。

2020 年 12 月接到社保局通知，让

返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亢金英找社

保局交涉，正告社保局让返还冤狱期

间养老金是违法的。

其后，社保局向法院起诉亢金英。

2021 年 4 月 20 日，亢金英接到法

院传票，被告知社保局就此以不当得

利为由申请法院判令亢金英退还养老

金 127999 元。亢金英应诉，以清

晰的法理讲明社保局是违法的。

5月 14日，亢金英老人的辩护

内容，主要是：

养老金不是国家财产，属于被

告私人合法财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

无权剥夺，要求返还。

从刑事责任角度看，我国惩罚

体系中没有取消养老金的规定。而且，

假设有取消养老金的法律依据，法院

在判处刑罚、罚金的同时，也不能同

时判决取消其养老金，因为违反了刑

法上“一罪不再罚”的原则。另外，

养老金也并不是个人的非法所得，不

存在收缴问题。

扣发服刑人员养老金的行为是

违宪、违法的行为。劳社厅的复函因

违宪、违法而无效。

5月 31日，社会保险服务局主

动撤诉。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 部 办 公 厅

（2001）44 号复函（以下简称：劳

社厅函【2001】44号文件）及一些

地方政府规章违反了《宪法》《劳动法》

《社会保险法》等规定。从法律效力

角度讲，劳社厅的复函连部门规章都

算不上，一些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只是政府规章，其法律效力远远低于

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亢金英给法官及法院院长的信中

写道：相关部门擅自停发服刑人员的

养老金的行为涉嫌滥用职权。

在结束语中，亢金英还说，修炼

法轮功前，我被多种疾病折磨得生不

如死，在单位，经常和领导、同事吵架，

感到自己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在

这时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功。随着修炼，

道德不断提高，我的病全都好了。修

炼法轮功后，我知道了人生的意义，

那就是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

炼自己的心性，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

德水平，做一个更高境界的人。

相信很多人是善良的，人都会老，

看见老人有难处，善良的人都会生出

恻隐之心。有一句话叫“公门里面好

修行”，其实不用花钱上香，“人心生

一念，天地尽皆知”；按江泽民灭绝

法轮功的政策行事，昧着良心给善良

的法轮功学员制造苦难，那就会给自

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啊！古语说，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希望体制内

同胞都能明白真相，善待法轮功学员，

使自己有个幸福美好的未来。

自焚者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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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表明，用火烧雪碧

瓶，5秒雪碧瓶变软，7秒收缩变形，

10 秒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青海老太法庭抗辩
社保局主动撤诉

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被证实是世纪谎言真 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 有人用重物猛击自焚者刘春

玲的头部；图2-3.刘春玲双手护头，

随即倒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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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美国德州正式通过一

项决议，谴责中共为获取器官而

系统性杀害良心犯。德州通过的

这项决议，警告人们不要到中国

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否则可能“不

自觉地参与了强迫摘取器官的谋

杀行为”。该决议在德州议会两院

一致通过。州长阿博特于 6 月 7

日签署了该决议。

“这是一个代表 2,900 万德

州人的重要信息，我们以最强烈

的措辞谴责中国政府的行为，以

及他们的器官贩卖。”该决议的主

要提案人、德州众议员沙欣日前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9 年，位于英国的伦敦

独立人民法庭，正式裁决中共强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成立，并在现

实仍然存在，该裁决具备国际社

会认可的审核条件，在国际上引

起了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宾州参

议院也通过了谴责中共活摘恶行

的动议。

美国德州通过决议
谴责中共活摘器官

简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