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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明
刊慧

世界卫生组织 8 月 18
日表示，最近一些国家的
疫情复燃，武肺疫情已进
入新阶段，现在病毒多为
20～40 岁族群的无症状感
染者携带，这些人不知道
自己被感染，恐对其他抵
抗力较弱者带来风险。

过去 5 个月内，全球儿
童、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确诊
病例增加 6 倍，有年轻化趋
势。“因防疫松懈，没能保
持社交距离，而提高了年
轻族群的感染风险。”

皇家医学会候任主席
柯比教授在 BBC 节目中直
言：“冬天来了，几乎可以
肯定，第二波病毒即将来
临。”他以 1918 年西班牙
大流感为例，当年夏天确
诊者逐渐减少，但到 9～11
月间死亡人数激增。第二
波疫情与第一波不同，病
毒已发生变异，影响的主
要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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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察不再为
独裁者效力

年轻无症状
染疫者大增

口。”有学者分析，实际情况恐更糟。
粮食缺口指的是本国粮食生产不能

满足本国人民需求的短缺部分。据中共
统计局数据，2018 年中国粮食自给率降
到了 82.3% 左右，粮食缺口为 17.7%；如
果按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粮食安全标
准（自给率 90%），中国的粮食缺口是 2.52
亿人口所需粮食。

政府过度开发和征地，农村大部分
年轻人进城打工，是导致农村劳动力流
失、可耕地大面积荒芜的原因。今年各
类灾害频发，更使粮食供给雪上加霜。

中国需要稳定的国际粮食供应链（特
别是美国的农产品），来维护粮食安全。
而中美冷战使这一供应链变得不稳定。

近日，中共官方发起全民反浪费的
“节约运动”。上海秦先生对大纪元表示：
“这是个笑话，到处大撒币不反，杭州

G20 峰会一顿吃喝够老百姓吃几年；吃
公款的才会浪费！老百姓自己这点可怜
的钱，不用强调节约，谁都不会浪费。”

湖南的陈先生说，肯定是粮食不够
了 , 他又要节约了。中共 70 年来从未停
过搞运动，但最后都是烂尾。

四川遇百年大洪水
罕见的持续暴雨再次袭击长江上游，

四川省多个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8 月 20 日，长江第 5 号洪峰抵达三峡大
坝，是建库以来最大洪峰。入库流量达
7.5 万立方米 / 秒，大坝开启 11 孔泄洪。
受其影响，重庆主城首次启动一级防汛
响应。寸滩洪水仅次于历史上 1905 年的
大洪水，重庆市内多处临江道路、桥梁、
码头、公园、广场被淹。

由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水位迅
速上涨，也出现 1939 年以来最大洪峰，
位于岷江岸边的乐山大佛，脚趾被洪水
淹没，这是 1949 年以来第一次。

同时水利部表示，黄河上游干流兰
州段、中游干流潼关河段及支流渭河水
位皆超出警戒水位，黄河 5 号洪水正在
持续演进。

5年后粮食缺 1.3亿吨
 “节约运动”是个笑话

中共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报告称：
“到‘十四五’ （2021 年～2025 年）期末，

中国有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

“南北双线”防洪 粮食堪忧
中国防洪进入“南北双线作战”， 包括长江、黄河在内的60多条河流、湖泊超越警戒水位。
今年粮食欠收，很快老百姓就能在餐桌上感受到。

骇入武汉实验室的
惊人发现

慧眼识魔：历史的
绝响引人深思

图 1、三峡大坝泄洪。图 2、8 月 18 日下午，重庆地标性建筑朝天门门洞全部被淹。图 3、南方洪
灾泛滥，大片农田被淹，恐颗粒无收。（图片来源：Gettyimages）

新唐人 大纪元

历史的绝响
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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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有红二代背景，地产
大亨。今年 2 月，撰文批评中共压制
言论加剧了疫情。后被开除党籍，移
送司法机关。

许章润，清华大学教授，今年 7
月 , 因多次发文批评中共极权，被诬
陷“嫖娼”，后遭开除。

前著名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和前
世界羽毛球冠军的叶钊颖夫妇，今年
6 月 , 在海外发表灭共宣言，号召推
翻共产极权。

这些功成名就之人，本过着安
逸、舒适的生活，面对中共作恶，良
知促使他们不再沉默。

体制内要求抛弃中共的呼声，
对中共的冲击非常大，中共已“军心
大乱”，更多人在觉醒，正义力量的
内外夹击正加速解体中共。

2 聚焦

2020 年 6 月，蔡霞（原中央党校
教授，党龄近 40 年）在红二代聚会
上尖锐批评中共是“政治僵尸”，习
近平是黑帮老大，这个体制已经没有
出路了，改是没有用的，必须抛弃掉。

8 月 17 日，蔡霞被中共开除党籍，
并取消退休待遇。

她对媒体表示，很高兴与这个
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归队回
到民众的行列里。她还说，中共出台
港版国安法是跟人类文明敌对。

蔡 霞 表 示，2016 年 雷 洋 事 件，
让她对这个党彻底绝望。中共天天喊
为人民谋利益，但雷洋被打死后，当
局伪造证据，污蔑雷洋嫖娼，还迫
使其家人不起诉。到了 2018 年修宪，
她就知道“这个党已经成了僵尸”。

蔡霞说，中共党内有很多人和
她持相同观点，比例约为 60 ～ 70%。

看中国 大纪元

真相

2020：海内外
公开站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美制裁给中港官员
带来灾难性影响

热  点

美国宣布制裁破坏香港自治
的 11 名中港官员后，花旗集团已
停止与这些官员有关的账户。渣
打集团正加紧审查，并暂时禁止
被制裁者办理开户。星展、汇丰、
恒生等各大银行发表声明，严格
遵从美国制裁令。

多家在港中资银行，为了在
美业务和外汇交易不受影响，也
在配合制裁令。颇具讽刺意味的
是，中资银行这么做或已违反香
港国安法。那么，中共下一步怎
么办？制裁自己？

林郑月娥故作轻松，称她没
有资产在美；她的访美签证有效
期到 2026 年，“看来也可主动注
销了”。

财经人士指出，美国制裁令
的影响超越在美资产，任何以美
元进行交易的银行将不会向受制
裁人提供服务，这意味着林郑等
人或只能到朝鲜、伊朗等银行开
户。他们的信用卡，甚至银行卡、
美资保险、投资产品将无法使用。
所有美国产品需要由他人代购。
他们持有超过 50% 股权的公司，
都会受到同样限制。

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曾调侃，
可向川普寄去 100 美元，以供其
冻结之用。可是，“他连 1 美元都
寄不出去”。

律政司长郑若骅与丈夫拥有
63% 股份的安乐工程，立即出售
美国资产。

日前知情人士披露，中共 50
个权贵家族占有高达 10 万亿美元
的财富，江泽民家族就有 1 万亿。
他们通过高盛、华尔街赚取高额
利润。

迫害香港人权，而侥幸不在
这一轮制裁名单的中共高官们将
在提心吊胆中度日！

中共被各方指控隐匿疫情和病毒
来源。日前网络安全专家罗伯特·波
特在接受澳媒采访时惊爆，有骇客侵
入武汉病毒研究所，并将其中一些数
据发送给他和越南的大学教授巴尔
丁，他俩从这些数据中发现，当北京
意识到病毒已在全球大流行后，立即

删除了数据库，甚至加以编造。 
波特披露，在数据库中还能看

出中国自己“清除”的数据，大部分
数据都是在某一个特定日期遭删除
的。编造之后生成的数据，与世卫组
织（WHO）公开发布的数据显现巨
大差异。

骇入武汉实验室的惊人发现

新唐人

郝海东今年 6 月 4 日在海外向世界宣读灭共宣言后，与妻子叶钊颖在西班牙家中合影留念。
（图片来源：Google 公有领域）



蒋介石：共产党要消灭
五千年悠久博厚的中华文化

国共签署《双十协定》不到一
个月，毛泽东回到延安，就把所有诺
言彻底背弃。蒋介石早有预见，协定
签订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共
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
不若也。”

1926 年，蒋介石领导北伐初见
成效，中共挑拨国民政府内的亲共分
子在武汉另立政权。蒋介石对共产党
的两面三刀、阳奉阴违看得很清楚。
1927 年进行大清党。对此，社会上
有不理解的声音，他说：“不是因为
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
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
的痛苦，不会觉醒的。”

1949 年 1 月淮海战役末期，蒋
介石下达了停止抵抗的命令。挥毫
写下：“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
泪纵横。”后率部离开大陆转移台湾。
据蒋的贴身侍卫回忆：“他伏在桌子
上哭得很伤心，一边哭还一边叨咕，
不打了，不打了，打来打去死的都是
中国人，这是天要亡我，现在中国人
都相信他们，打没用，等中国人慢慢
看清了真相，会期待我们回来的。”

1966 年中共发动文革。蒋介石
说：“奸匪毛贼的罪恶兽性，乃是和
我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
统绝不相容的！”它妄想要“消灭我

共“需要的是以富人之钱、地主之地
做他造乱的经费；他更需要的是以穷
人的命做他人海战法之工具。”共产
党赤化了中国，一定会去赤化全世界。

另一份内部文件印证了他的判
断：“英、美等帝国主义有原子弹，
我们必须有反原子弹”，“把东方大陆
广大的土地与人民努上力组织的与我
们成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即
可使敌人的原子弹炸不胜炸”，“反过
来我们拿上原子弹，轰炸英、美帝国
主义的大城市，毁灭他的工业区，英、
美没有反原子弹的组织，他们一定会

陷到束手无策。”

陈诚：恐怖主义和共产统治
从没有分过家

台湾政坛二号人物陈诚，在其
回忆录中分析道：“一经作了共产党，
便不复再有人性。”“共产党徒以个人
名义加入本党之后，立即展开挑拨离
间的分化作用。”“自始至终，恐怖主
义和共产统治就没有分过家。”他当
上中华民国副总统后，主导思想就是

“建设台湾、光复大陆”。
国民党统帅及将领早在 70 年前

就洞彻到中共的本质是恶魔。遗憾的
是，这一点当时并没有被美国足够重
视，更不被中国人所知晓。如今，这
些话犹如历史的绝响，铮铮有声，引
人深思。

2020 年8月28日

们五千年深入人心，悠久博厚的中华
文化。”“今天大陆业已成为父子之亲、
夫妇之义……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时

刻要被批被斗的大监狱！”

阎锡山：中共是清算人民、
赤化世界的“乱党”

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阎锡山，
得到过中共的两个文件，才清楚共产
党为何要建立铁幕。

当时中共对乡村的贫农都要清
算，地方干部均反对。对此，中共县
级以上干部秘密传阅一份文件：“必
须是个个人离开我们的政权即不能生
活，才能同我们奋斗，……如果不清
算贫农，贫农能自己靠自己生活，到
了帝国主义进攻时，这样的贫农，一
定会动摇，至低限度亦是种中立心理。
我们必须清算贫农，才能保证我们最
后胜利。”

怎么清算贫农呢？不上前线的
要负担公粮，“先向他要今年的公粮，
如果要了他还有，再向他追要去年的，
要了去年的他还有，向他追要前年的：
要得他不能生活了，一面救济他，一
面给他分配生产工具，使他的生产、
生活和我们的政权联系在一块，他才
能同我们始终奋斗到底。”

这让阎锡山倍感震惊。他说，
国家“是尽上全力保护人民；中共是
乱党，是千方百计的清算人民。”中 明慧网 / 世新

蒋介石很清楚，与共产政权“和平共存”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被共产主义魔鬼整个吞噬下去。

慧眼识魔：历史的绝响引人深思

蒋介石：看清中共第一人 阎锡山：解读中共为何要建立“铁幕”  陈诚：一生梦想“建设台湾、光复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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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至少有 20 万白俄罗
斯人上街“自由大游行”，抗议卢卡
申科通过舞弊当选连任总统。相比之
下，支持卢卡申科的游行者只有数千。

现年 65 岁的卢卡申科当了 26 年
白俄罗斯总统，在白俄罗斯推行计划
经济及独裁统治。今年 8 月 10 日他
第六次高票当选，但白俄罗斯人已经
忍无可忍，质疑选票造假，要求重新
计票。

当警察丢掉警服
警察筑起一道道人墙拦截示威

者，并用催泪弹驱散市民。有人被打
死，6000 市民被逮捕。网络也被封锁。

但是，在对峙升级的时刻，一
些白俄罗斯警察和军人开始觉醒，“我
们是为人民效力，不是为总统效力”，
他们拒绝执行卢卡申科的残暴命令，
丢掉制服回家，甚至加入市民的示威
队伍。一些士兵放下武器，静静地站
在那里，市民上去和他们拥抱。网友
评论，军队是人民的纳税钱养的，应
该听人民的。

失去武装力量就相当于猛兽没
了爪牙，这是独裁者最为害怕的。面
对全国最大规模的、要求他下台的抗
议活动，卢卡申科被迫表示，愿意在
全民公投之后移交权力，并且释放所
有被捕民众。

独裁者的下场往往是悲惨的，
他们在位时都被人民“崇拜和拥护”，

但那只是高压统治下的虚假拥护，当
他们被人民摒弃的时候，很快就成为

“人民公敌”。
下令对人民开枪的罗马尼亚总

统齐奥赛斯库在人民的呼声中逃跑，
几乎所有的罗马尼亚广播里都响起了
这样的声音：“各位市民请注意，人
民公敌齐奥赛斯库和埃列娜正劫持
一辆紫色达契亚轿车逃跑，请予以
缉拿。”齐奥赛斯库和妻子被逮捕后，
三天后被送上断头台。

独裁者死了，国家还在；独裁
政权解体了，也不会亡国。人民只会
生活得更好。

派出所所长的智慧
在中共暴政下，军队和警察成为

它镇压人民的机器。中共每年给他们
下发大量维稳经费及奖金。自 1999
年江泽民集团打压法轮功以来，很多
警察参与了迫害。不过，随着真相的
传播，很多警察正在从中共的谎言中
觉醒，不愿再做中共的替罪羊。下面
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说办公
室的门坏了，叫一位法轮功学员帮忙
修理。这位学员去了之后，发现办公
室没人，检查门也没坏，却发现靠门
放着一袋子法轮大法书籍，有 20 多
本。他明白了：所长是让他来拿大法
书的。他高兴地提着袋子回家了。

真  相当警察不再为独裁者效力

近日，一份中共上海市党员登
记名册在网上曝光，名册记录了上海
市 195 万名党员的姓名、性别、籍贯、
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及通讯方式，
字数达 1.3 亿之多。文件属于机密级，
可信度很高。

就在这份文件外泄前 4 天，美
国媒体报导了川普政府正考虑全面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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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保持用力

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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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

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明慧网 / 石川

大纪元

上海党员个资外泄  “三退”又添新途径动态

自焚真相

止中共党员及其家人赴美的消息。有
评论认为，此举表明，中共内部似乎
有力量在配合美国进行制裁，希望从
内部瓦解中共。

2004 年 11 月，大纪元发表系列
社论《九评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
次将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类的本质
昭告天下。从此全球掀起退出中共党、

团、队大潮。至今已有 3.6 亿人“三退”，
尤其近期咨询及办理“三退”的人数
明显增多。这些人为证明自己已经和
中共罪恶政权划清了界限而选择了

“三退”。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于 8

月 18 日宣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
服务。该中心签发的退党证书已获得
美国移民局的认可，可作为华人移民、
入境的申请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