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相 www.minghui.org 
明慧期刊┃真相中有你久等的希望

第    期105

七月回溯 

ST   P 

G

1921 ～ 2021

七七事变
国军全面抗日 84 周年

七·二零
法轮功反迫害 22 周年

1937.7.7 ～ 2021.7.7

1999.7.20 ～ 2021.7.20

郑州水灾的背后 
京广北路隧道逃生记 

一个外来党
为祸中国100年



1

真相┃www.minghui.org ┃聚焦┃

郑州水灾的背后

【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

河南省郑州市遭遇特大水灾，大

水冲走了人和车辆，淹没了京广

路隧道，倒灌地铁，将运营中的

列车吞噬……洪水退去，遇难者

的遗体横卧街路和地铁站。灾难

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难以估量。

水灾后，中共官媒将灾难归

咎于上天，称洪水“千年一遇”、

“五千年一遇”。然而越来越多

的证据显示，此次灾难，人祸大

于天灾。

突然出现湍急洪水并迅速暴涨，

往往只有泄洪才会如此。

不久，中共官方的通知，佐

证了“无预警泄洪”。21 日凌晨

1 点，郑州宣传部门发文称“由

于郑州遭遇强降水，且上游水量

大，常庄水库防汛形势严峻，20

日上午10：30开始向下游泄洪”。

20 日 10：30 开始泄洪，14

个小时之后的次日凌晨才公布。

“泄洪”与“不预警”

人类修建水库，最重要和最

基本的功能是用来防洪、防旱。

水库应该在旱季放水，雨季蓄水。

湍急洪水突现市区

7 月 21 日，民众实拍的郑州

涨水视频显示，20 日 13：40，市

中心雨势虽大，但路面并未积水，

车辆正常行驶。然而半个多小时

内，市中心马路突然被洪水淹没。

14：20，积水导致一些公交车失

灵。又过了 1 小时，15：20，市

中心几乎成汪洋。17：30，市内

洪水肆虐，不断有人和车被冲走。

民众指出，党媒宣称是“内

涝”，然而这更像是泄洪所致。

郑州地处平原，四面无山，地势

平坦，即使降雨量大，也是水势

逐渐累计，造成内涝；然而市区

2021 年 7 月 20 日，在郑州市实拍的洪水发展情况。
水位突然暴涨，民众怀疑是泄洪所致。

2021 年 7 月 21 日，郑州市洪水过后，京广北路隧道惨景。
( 图片来自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郑州市地铁 5 号线，车厢
内的乘客被困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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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为了经济利益，旱季不放

水，继续蓄水，以便一年四季

都可以发电赚钱。结果到了雨

季，降雨量大时，不得不紧急

泄洪，又不及时预警，吞噬的

是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关于“泄洪不预警”，中

共体制内官员透露，如果发了

预警，那么灾难便是人祸，过

后要面临民众索赔的问题；不

发预警，事后将灾难归为“天

灾”，不但避免索赔，而且只

要给受灾者发一些面包和方便

面，他们还会对党感恩戴德。

千年一遇？ 

中共官方称此次降雨“千

年一遇”。据中共官方数据，

7 月 17 日晚 8 点～ 20 日晚 8

点，3 天河南郑州总降雨量为

617.1 毫米。其中，降雨多集

中在 19 日晚 8 点～ 20 日晚

8 点，该日 24 小时降雨量为

552.5 毫米。

46年前，河南驻马店发生

“75.8”溃坝事件，从 1975

年 8 月 5 日～ 7 日，3 天总降

雨量达 1605.3 毫米；当日 24

小时最高降雨量为1060毫米。

可见，此次郑州降雨量

“五十年一遇”都称不上。◇ 

2021 年 7 月 20 日下午，大

暴雨中的河南省郑州市，京广北

路隧道又拥堵了。女出租车司机

朱云（化名）和她新买的出租车，

正是堵在了这条隧道上。

当天下午 3 点，朱云开车进

入隧道，但一直到下午 4 点多，

才从位于中原路的入口，挪动到

位于淮河路附近的出口。长度约

2公里的隧道，她走了近两小时。

朱云说，隧道本来在陇海路

有一个用于车辆分流、右拐的出

口，但当天，为减缓隧道上方道

路的通行压力，出口被禁行。

下午近 4 点，隧道内拥堵加

在爬上车顶，边哭边喊。

就在朱云犹豫着是否弃车逃

生时，车门外有人大喊：“还不

赶紧出来，要被淹死了！”朱云

在这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拉开车

门，洪水一下子灌进车厢，他们

逆流而上，爬出隧道。回头一看，

洪水弥漫了整个隧道，断断续续

的呼喊声还在从隧道深处传来。

另一位逃生者的经历：

吴强（化名）是郑州某工程

安装公司的老板。7月 20日那天，

他乘着黑色奥迪 A8 出门办事，

车上除了他，还有司机和他弟弟。

回家的路上，他的车堵在了

剧，朱云发现，此时路上积水并

不十分严重。被堵了近两个小时，

朱云的车终于到了隧道出口，此

时，她前方只有几辆等待红绿灯

的轿车，如果顺利，绿灯亮起时，

她的车就能摆脱隧道了。

但此时，一股自上而下的

洪水突然冲入隧道，隧道里顿

时乱作一团。

朱云发现，自己车的轮胎被

淹没。而在她身后，隧道深处的

车辆，车身都被淹没了。隧道内

一片哭喊呼救声。朱云看到身后

一辆宝马车上，两个年轻女孩正

京广北路隧道逃生记 

大水退去后的京广北路隧道。2021 年 7 月 21 日，京广北路隧道被冲毁的车辆。 7 月 20 日下午，京广北路隧道被水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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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北路隧道距离南出口二三十

米处。只要开出这个闸口，他就

能很快到家。可雨水冲得车不得

不调头，司机试图控制车辆，开

了没多远，车熄火了！

三人慌了，轮番给 110 和

119打电话，电话始终没接通。

浑浊的水流冲击着车身，水

位上涨很快，车不受控地漂起，

沿着隧道方向退回 200 多米。

隧道里的灯灭了，一片漆黑。

手机信号时断时续，向外求助没

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时隧道里水深超过一米。

车厢开始渗水。吴强冒出一个恐

怖的念头——死亡到跟前了。

三人决定自救。他们打开

天窗，弟弟爬到车顶，试图先

游出去。可是倒灌的逆流急猛，

拍得人无法前进。

他只能先游到一侧紧紧扒住

东边桥架上的电缆线。而吴强和

不会游泳的司机爬到车顶。

仅仅 10 分钟，隧道的水已

经涨到人脖子的高度，他们前后

的面包车和小轿车都沉下去了，

却始终不见车里的人出来。

司机蹲在车顶，吴强蹲在引

擎盖上，抓住雨刮器。这辆奥迪

A8 像一叶孤舟，在浑浊的水中一

会儿漂到东，一会儿漂到西。

水在上涨，车在渗水下沉，

离开车顶就是死路一条。他们只

有一个机会——等待车漂到靠近

桥架时，迅速攀到桥架爬出去。

幸运的是，一个机会让他们攀到

了东侧桥架，等他们扒稳，奥迪

A8 似乎完成了使命，载着主人的

工程项目材料沉入水底。

弟弟首先顺着上涨的水游到

平台上，伸手拉司机，吴强在下

方托着司机翻上去。然后，弟弟

和司机趴在地面，把吴强拉上去。

此刻，隧道里已不见其他人，不

到 3分钟，隧道被水完全灌满。

“我大概是最后一个逃离

的”，吴强庆幸捡回一条命。他

们被收容在离隧道不远的一栋小

楼的五层，那是一个无眠的夜晚，

吴强一直坐着发呆。◇

（转载自大纪元，千百度  整理）

中国人口变化
中国人口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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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大象，一年前
向北迁徙，已离开栖息地 500 多
公 里。2021 年 6 月 3 日， 象 群
抵达昆明市晋宁区。途中，象群
曾闯进清水河村附近的康复院，
给院内的老人们造成恐慌。

这引起外界对大象生存环境、
人象冲突的关注。原来适宜大象
生活的西双版纳天然植被遭毁坏，
代之以橡胶林和赚钱的茶叶。吃
不饱的大象走出保护区觅食，这
何尝不是中共盲目发展经济、杀
鸡取卵赚快钱的代价呢？◇

大象北上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人们如梦方醒：原来计划生育早
该停止。中国出生人口数量连年
下跌，老龄化成国情。

1991 年 中 国 就 出 现 了 生 育
率低于 2.1% 的拐点。滞后 20 年，
2012 年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中
共仍在搞计生，例如 2012 年 6 月，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强迫交不起
罚款的孕妇引产 7 个月的胎儿。

2021 年 5 月 底， 中 共 出 台
三胎政策，但为时已晚，高房价
和教育问题，让人不敢生。

有人评论：“60 年代 70 年
代的人，有生育愿望，却不让生；
80 后 90 后，不想生，却让他们生。
中共毁了这两代人。”“我们首
先是人，然后是人口，如果不把
人当人，怎么能有人口？”◇

人口下跌

┃聚焦┃

郑州水灾后，当地市民的手机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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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以教师 6 年内在核心期刊上

发表论文与申请国家科学基金委

资助项目的数量为考核标准。教

师如果在 6 年内拿不到项目，就

会被辞退。 

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学者

以正常途径根本无法做到，很多

青年教师被迫去找关系。业内潜

规则是：发表一篇核心期刊论文，

价高的 7 万元～ 8 万元，低的要

3万元～ 5万元。 

《北京之春》刊登署名张杰

的文章说，在中国大学，一个教

师如果只专注教学不搞关系，很

难为学院带来科研项目。功利主

义的教师聘任制度，带来了恶果。 

复旦大学命案与 
无处讲理的社会

中共教育制度的悲剧

姜文华，复旦大学副教授，

200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与应

用数学专业，2009 年获美国耶鲁

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2009 年～

2011 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

事博士后研究，回国后任职苏州

大学，后转到复旦大学，签约6年。

2021 年学院称他的科研任务未达

标，欲解聘他。他在被解聘前，

将党委书记王永珍割喉致死。 

人们议论惨案为何发生，有

学者表示，中国高校搞教育改革，

实施“非升即走”模式多年，重

点大学大量引进海归博士任教，

中国大陆接连发生凶杀案。
2021 年 6 月 7 日，上 海 复 旦
大学发生命案。该校数学学
院教师姜文华将党委书记王
永 珍 割 喉 致 死。 视 频 显 示，
姜文华案发后被警察制服，
问其为何杀人，他说“在单
位内受到很多陷害，受到很
多恶劣的待遇”。

┃广角┃

文章表示，中国大学的管理

体制，也是问题之一。中国实行

“党委领导下的大学校长负责

制”，校长要受党委的领导。从

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情况而言，

显然书记是一把手，掌握人事权，

决定着姜文华的去留。

国外院校也有“非升即走”

的模式，但是国外 70% ～ 80% 的

受聘者可以留下，而中国是大量

招聘青年教师之后又大量淘汰，

引发诸多矛盾，复旦事件是矛盾

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的极端表现，

杀人者与被杀者不幸成为中共教

育制度的牺牲品。 

无处讲理的中共社会 

文章表示，应该说，即使学

院处理姜文华的聘任结果不公

平，也不至于发生凶杀事件，因

为姜文华可以再找工作，无需在

一棵树上吊死。发生如此恶性事

件，暴露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没有地方讲理。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说：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
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如果复旦大学的学术独立，

学术委员会可以对姜文华的学术

能力进行认定。如果决定不聘任，

姜文华认为不公，可以申诉。如

果中国司法独立，他可以通过司

法实现公正。遗憾的是，学术独

立和司法独立，在中国都不存在。

在中共控制的社会，公民的

权益受到侵害之后，无救济渠道：

找政府告状，官官相护；上访，

被扣帽子“闹事、颠覆政府”；

找媒体，媒体是党的喉舌，不管

百姓的事；找司法，司法是政府

的刀把子，刀锋对着老百姓；找

维权律师，他们不是在牢里，就

是伤痕累累，横竖都没出路，于

是只有一条路，以暴制暴。 

然而一个社会如果讲理无门

而必须动武，此社会就极危险。

中国社会频频出现报复社会的杀

人事件，如砍杀幼儿园儿童、公

交车司机开车坠河、在闹市区开

车撞人等等。政府的主要功能是

提供正义的服务，要带头讲理。

中国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

不是百姓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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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拱门距离达尔文岛不

到 1 公里，此岛屿是达尔文假想

进化论的起源地。进化论被科学

家指出漏洞百出。2021 年 5 月拱

门崩塌，被认为冥冥中似有天意。

2021年 5月《科学》杂志的

文章指出：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关

于人类起源的诸多解释，都与化石

记录不一致。文章作者是美国自然

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部门高级科学

家阿尔梅西亚（Sergio Almécija）

和哈蒙德（Ashley Hammond）。

达尔文拱门崩塌 
最新研究挑战进化论

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环境部 2021 年 5 月 17 日公布，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Archipelago）地标“达尔文拱门”崩塌，只剩两根柱子。右图是坍塌前的拱门。

达尔文当年提出进化论时，

只是作为一种假说，并没有提供

确凿证据。事实上，能支持进化

论的考古证据从未被发现。相反，

大量考古证据足以推翻进化论。

例如 1984 年 7 月在云南省

澄江县发现了大量寒武纪（距今

约 5.3 亿年）多门类生物化石群，

这让更多科学家加入否定进化论

的行列。达尔文也曾提到，复杂

动物在寒武纪突然出现，是对进

化论的巨大挑战。

┃采风┃

《考古学禁区》（Michael 

A.Cremo 和 Richard Thompson 著）

列举了 500 个证据，包括几万

年前、几百万年前甚至几亿年

前人类文明的遗迹，许多都有

着高度发达的科技，每个事例

都足以推翻进化论。

进化论来自西方，但相信

进化论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

中国、前苏联和原东欧共产国

家。这些国家利用进化论向国

民推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

学和无神论。这也是共产政权

破坏传统道德的工具。◇

美国航天局公布的 20 亿年前加蓬核反应堆图片。
按照进化论，人类文明不超过 1 万年，然而大量
考古发现与进化论相悖。

1972 年 6 月 2 日，法国的核燃料再处理厂发现，
来自非洲加蓬共和国 Oklo 铀矿中 200 公斤的铀
已被提炼过。因为担心有人制造核弹，法国原子
能委员会介入调查。最后，世界多国科学家在此
地发现了 6 座 20 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它们运转
了至少 50 万年。图为科学家考察加蓬核反应堆。

踩在三叶虫上的远古鞋印，该化石 1968 年被发现。
三叶虫是距今 5.6 亿年前寒武纪出现的生物，在
距今 2.4 亿年前的二叠纪灭绝。化石说明人类和
三叶虫曾经同在，与进化论观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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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内特先生是中国通，他感
谢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并送他
粉色莲花饰品。他用中文说：
“我爱中国，但不爱中共。”

身穿中式服装的亚沙（Jasha 
Sommer-Simpson）在花车
上展示法轮功的功法，观众
的热情让他感动，他说：“人
们鼓掌、招手，还学着炼功
动作。”亚沙在芝加哥大学
读书时开始炼法轮功，他说：
“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生命
的意义——返本归真。”

观众凯茜是西班牙语和法
语教师，她表示喜欢法轮
功的花车，并说她很了解
中共迫害中国人的历史。

2021 年 7 月 4 日是美国独立 245 周年纪念日，
伊州百年老城惠顿市（Wheaton）在疫情解封后
恢复了独立日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盛大的游行队
伍展现东方修炼文化的美好祥和，受到民众欢迎。
主持人在主席台上对花车赞不绝口，并告诉观众：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我们也应该
在生活中实践其核心原则‘真、善、忍’！”

美国独立日游行
东方风采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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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苏俄共产党

诞生。1919 年列宁成立“共产国际”，指挥暴力颠

覆各国政权。苏共成立后即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

年，苏俄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在其他国

家建立共产党，并派人与陈独秀等人筹建中共。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尼科尔斯基和马林（荷

兰人，化名菲力浦）的组织下，中国共产党成立。

共产党进入中国后，急于颠覆中国政府——蒋

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提出：共产党员要加入国

民党，以便依附国民党，壮大共产党。1922年 7月，

共产国际下达密令，让中共与马林配合，促使国民

党与共产党合作。这个秘令，被打印在白色绸布上。

尽管陈独秀、张国焘以及蔡和森对此有强烈异

议，也不得不服从，因为中共是苏俄共产国际领导

下的一个支部，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中共维护

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是其党的利益。它鼓励

成员“献身、牺牲”，其实是为其殉葬。◇

1921 年 7 月
外来的共产党 进入中国

┃专题┃

苏共徽标。西方文化中，
镰刀是幽灵索命的工具，
镰刀锤子寓意牺牲毁灭。
中共徽标源于苏共。

1922 年 7 月，苏俄共产党
给中共的密令，指导其如
何窃取中国政权。这块绸
布现存荷兰国际社会历史
研究所。

7月回溯 

共产主义在苏联试验了 70 年，它是人民的悲
剧！共产主义是美丽而愚蠢的乌托邦，虽然有些国
家还在虚伪地坚持它，但是人民会慢慢发现真相！

——俄罗斯前总统  叶利钦

这种乌托邦曾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地球上的天堂，
但最终却产生了古拉格群岛（迫害异见者的集中营），
令很多民族遭受了无尽的痛苦。

——捷克前总统  哈维尔

共产邪恶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
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面对极权，人就必
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乌克兰前总统  尤先科

苏联       2000 万

非洲       170 万

北朝鲜     200 万

越南       100 万

拉丁美洲   15 万

中国       8000 万

阿富汗     150 万

柬埔寨     200 万

东欧       100 万

  总计           1.0935 亿

共产政权迫害致死人数   

和阶级斗争、号召打破传统道德

（“人定胜天”）、夺权（“解

放全人类”）。被其洗脑的人们

蔑视传统，为所谓的建功立业而

轻视他人生命，也让自己的生命

变得轻于鸿毛。历经共产体制的

国家元首纷纷揭露其祸国害民。

马克思主义——人类的灾难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

说：“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一种邪

教。‘政教合一’使这个邪教造

成的灾难变成了全国性的。”

目前全球仅剩 4 个共产政权

国家——古巴、越南、朝鲜、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官员“用脚投票”，

否决马克思主义，他们一边高唱

“社会主义好”，一边把家属和

财产向海外转移，在外国购置房

产，导致美国、加拿大、澳洲、

英国等地的房价飞涨。◇

中共百年之际以“马克思主

义是真理”给人民洗脑，然而马

克思主义早已被证实是人类前所

未有的灾难。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开篇称共产主义是幽

灵。其主张暴力革命、阶级对立

您知道吗？

中共，才是真正的
境外势力、反华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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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百年杀人历史
中国政权，导致蒋介石被迫清党，

发生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华国力

严重内耗。此后中共屡次发动运

动，8000 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简述中共的几次杀人历史，

从中可见共产党是一个罪恶罄竹

难书的邪恶政党。

中共 1921 年在苏俄的扶持

下成立，1949 年从中华民国政府

手中篡取了政权。中共的历史是

一部杀人史，从其成立开始就伴

随着内部清洗和外部残杀。

上个世纪 20 年代，中共让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便颠覆

中共枪决“反革命
分子”前，为阻止
其 向 民 众 表 达 观
点，采用残忍手段，
甚至割舌或割喉，
使人消声。

          肃反 AB 团 

立的，1927年4月已解散。1930年，

中共发起肃反 AB 团运动，动用

酷刑 120 多种。中共党史研究室

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也承

认说，肃 AB 团是严重臆测和逼

供信的产物，7万多人被害。

 30年代 

1930 年～ 1931 年，中共肃

反 AB 团，以“莫须有”罪名大

量杀人。AB 是“反布尔什维克”

（Anti-Bolshevik）的英文缩写。

AB 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内

的反共者于 1926 年底在江西成

┃专题┃

1950 年中共的土地改革，实为
抢夺私人土地，号召农民斗地主，
“打土豪，分田地”，之后分
给农民少量土地，1958 年再以
“公社化运动”将农民的土地
收回，共产党变成了中国唯一
的大地主。

至今，中国是全球仅有的几个
土地不私有国家，中共只给买
房者 70 年使用权，它则利用土
地收取大量的“土地出让金”。
1998 年～ 2020 年，中共收取
土地出让金 58.8 万亿元，分给
农民不到 3 万亿元。

                     延安整风

 50年代 

 40年代 

总数为 4 万多人，胡乔木的《回

忆毛泽东》一书披露：“1943 年

～ 1944 年，仅小小的延安就清

出特务 1.5 万人。”文献记载，

延安整风导致数千人死亡，自杀

成为人们摆脱恐惧的出路。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

2、镇反：1950 年初～ 1951

年 10月，中共发动“镇压反革命”

运动，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

目标。1954 年中共称有 71.2 万

人被处决。民间估计处决人数超

过 100 万人。

中共以抗日名义吸引爱国青

年到延安，又以整肃小资产阶级

毒素为由对其洗脑，迫使人放弃

文明、自由、尊严等价值观。据

中共党史数据，1942 年 2 月～

1943 年 12 月底，延安知识分子

    1、土改： 1950年～1952年，

中共派遣工作组到农村搞“土地

改革”——抢夺私产，划分阶级，

挑动群众斗地主。地主被公审和

枪杀。研究学者估计，此次运动

导致超过 100 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国历代君王登基后都大赦天下，中共 1949 年上台后则继续举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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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反五反：中共针对农

村的“镇反”和“土改”结束后，

目标转向城市。“三反”运动处

决了个别腐败的干部，但中共称

资产阶级造成干部腐败，于是开

始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

共产党抢资本家的钱，还使许多

人被迫自杀。据 1952 年 1 月 25

日～ 4 月 1 日的统计，上海平均

每天自杀者在 10 人以上。

4、肃反：1955 年～ 1957 年

中共称要肃清政府、军队中的“反

革命”。解密档案显示，超过

140 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迫害。

5、反右：1957 年，中共鼓

动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之

后把 55 万人划为右派，数十万

知识分子被劳动改造，部分人在

批斗中被迫害致死。“反右”使

中国人不敢再说真话。 

          六四屠城

“六四”事件是指从 1989

年 4 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

活动为导火索、由大陆高校学生

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的民主运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 6 月 4 日凌

晨，中共军队和警察对广场上的

学生和市民武力清场。红十字会

披露，死亡人数达 2000 多人。

                文革

1966 年 5 月 16 日～ 1976 年

10 月，中共以“文化大革命”在

中国掀起暴虐狂潮，中华传统文

化被破坏，文物古迹被毁，据中

国县志的记载统计，文革非正常

死亡至少 773 万人。胡耀邦后来

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

亿人受株连”。

 80年代  60～70年代 

《人民日报》1958 年报导“亩产万斤”，  
   为中共的“大跃进”运动造势。

6、大跃进：1958 年中共号

召全民炼钢，导致农田荒废，酿

成大饥荒。中共文件称 1959 年

～ 1962 年饿死 3755 万人。水稻

专家袁隆平在 2009 年披露，大

饥荒饿死 4000 万～ 5000 万人。

中共谎称“三年自然灾害”，

而那三年无天灾，完全是“人祸”。

┃专题┃

 90年代～现在 迫害法轮功

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炼法轮

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而

妒恨，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残

酷迫害法轮功“真善忍”信仰。

中共先用假新闻煽动民众的

仇恨，半年内诬蔑法轮功的报导

达30多万篇。又以“天安门自焚”

假新闻栽赃法轮功，使迫害升级。

覃永洁，广东法轮功学员，被拘留所警
察绑在柱子上，警察用一根在电炉上烧
红的铁条烙烫他的双腿，造成双腿烫伤
十多处。

中共利用“公检法”人员，

对信仰“真善忍”的民众实施绑

架、劳教、判刑、酷刑逼迫放弃

信仰，已知有 4600 多名能核实

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另有无法统计人数的法轮功学员

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牟取暴利。

中共打压“真善忍”，使中

国社会道德沦丧，“假恶暴”泛滥，

毒奶粉、毒疫苗、金融诈骗……

人人受害。◇

“天安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骗局。CCTV
画面显示，王进东全身烧黑，两腿间盛汽
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
警察拎着灭火毯在镜头前等待，没有灭火
的急迫感，分明是在拍戏。

高蓉蓉，37 岁，辽宁省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
处职员，曾资助两名贫困儿童读书，因不放弃
信仰“真善忍”，被沈阳龙山劳教所警察电击
7 小时毁容，后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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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借机在后方扩充实力
七七事变   国军全面抗日7月回溯 

┃专题┃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在北平挑起卢沟桥事变，就此全面进攻中国。
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国军抗战 8 年，浴血卫国。而中共窃取抗战果实，谎
称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是，中共趁日军侵华，在后方扩充实力，
伺机颠覆国民党政府。据中日双方战史的几组数字，可以佐证国军抗战
的艰苦卓绝，以及中共假抗日。

国军空军。这些鲜活的面孔，在抗日
战争中都化为墓碑上冰冷的名字。他
们殉国时，平均年龄 23 岁。

1937 年 10 月，国军第 179 旅开赴抗日前线，太原市民送行。

1
170 万 0 0 50 万 220 万

38 万 73.8 万 87.9 万 248.4 万 448.1 万

现役 预备役 后备役 补充兵 总计
陆
军

日军

国军

军舰（排水量） 11 万吨

190 万吨 
海
军

飞机 600 架

2700 架
空
军日军

国军

日军

国军

1.1 万 0 3800 328 46 0

2.2 万 5800 9500 600 108 24

军人 马（匹） 步枪（支） 机关枪（挺） 火炮（门）战车（台）陆
军
师
装
备日军

国军

（1937年七七事变时）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国军）与日本皇军
实力对比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4.6 万人，
朱德指挥，分 3 个师（林彪 115
师、贺龙 120 师、刘伯承 129 师）。
加上 1937 年 11 月改编的新四
军，仍没超过 7 万人。

（七七事变时）共军实力2
4.6 万

0 0
人员

陆军
步枪

海军 空军

1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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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万兵力规模以上）中日 22 场大型会战

蒋介石视察武汉会战部队

中共宣称“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事实是，只有蒋介石领导的
国军，才有能力领导抗战，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道理很简单：

日军的海陆空三军实力，远超国军。国军打这场持久战争，都十分艰难，
何况是没有海军、空军，只有 4 多万人的陕北红军呢？ 

上海淞沪抗战，国军出兵 75 万，日军出兵从 30 万一路加到 50 万。
这场百万人的大决战，远在陕北、无实力的红军，有可能指挥和领导它吗？ 

【小笑话】国共对话

问：台儿庄血战的时候你在哪？
答：在延安！
问：淞沪会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徐州会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武汉保卫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石牌保卫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桂南会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上高会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湘西会战时你在哪？
答：延安！

问：这些大的战役你一次都
         没参加 ......
答：嗯 , 反正我是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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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中共方面仅林彪、彭德怀二人指挥八路军打过日军。

平型关战役，毛泽东发来 5 封电报阻止林彪参战，以防共军受损。
林彪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为由拒绝，回电报：都是中国人，
有什么把戏看的，都有义务打日军。

彭德怀 1940 年指挥“百团大战”抗日，却被中共指责暴露了共军实力，
对他批判 40 天。庐山会议和文革，彭德怀又因“百团大战”被批斗，
两根肋骨被打折。 

彭德怀打“百团大战”成罪状4
抗战期间，中共参与的较大战役只有“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
平型关战役，林彪 115 师是配合国军作战，伏击了日军的补给部队。

百团大战，在中共内部被认为违背了战略方针，成为彭德怀的“罪状”。
1959 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再次以此打击彭德怀，毛说：“一些同志

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
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我们就是要让国民党和日本人斗个你死我活，
我们从中发展壮大。”

1972 年，毛泽东对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你们不用道歉，
如果没有你们的到来（侵略），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政权。”

日军侵华之际，中共关心的是如何借机壮大，从国民党手中夺权。◇

┃专题┃

台北国史馆保存的档案。1939
年（ 民 国 28 年 ）6 月 24 日：
民军独立第一旅王子耀部，21
日夜间遭八路军赵承金等部约
2000 人 在 北 马 庄 包 围， 迄 至
22 日，尚在激战中。

中共自称领导了抗战，而历史
资料显示，共产党的抗日方针
是游而不击，抢夺地盘，甚至
勾结日军偷袭抗日的国军。 

1972 年 9 月 29 日，日本首相
田中角荣在北京宴会上。

此次访华，中日建交。日方提
出战争赔偿问题，并就侵华战
争道歉。中共方面表示不用道
歉，并放弃索要赔偿。

1972 年 9 月 29 日在北京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
列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
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人民日报》9 月 30 日刊登）

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从 50 年代持续到 70
年代。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最大，然而唯
独中共主动放弃了中国获得赔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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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7 月 20 日～ 2021 年 7 月 20 日

法轮功
和平反迫害 22 周年

7月回溯 

中共党魁江泽民因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
党员人数而妒恨，于 1999 年 7 月发动迫害，
声称 3 个月解决问题。22 年过去了，法轮功
屹立不倒，弘传世界 100 多国。

22 年来，法轮功学员无惧中共的谎言与
暴力，广传真相，唤醒了无数人的善念良知。
与中共历次运动不同，中共在打压“真善忍”
普世价值的同时，也把自己送往灭亡的终点。

图：2021 年 7 月 16 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
首都举行“7·20 反迫害 22 周年”系列活动。

法轮功修炼者是暴政的受害者，
这场迫害是 21 世纪人类的耻辱。任
何政权都不能打击好人的正直，仅
仅因为他们与中共的价值观不一样

（法轮功讲“真善忍”，中共奉行“假
恶斗”）就迫害他们，令人无法容忍。
法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是正确、
忍让和慈悲的。我和他们站在一起。

—— 瑞 士 日 内 瓦 州 大 议 会 议 员  迪 米 耶
（Patrick Dimier）

通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观察，我
必须说，他们的道德观令人敬佩；
他们坚守信仰的毅力与信仰本身的
力量，是无以伦比的。“真善忍”
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准则。中共对法
轮功的迫害注定失败，法轮功一定
会获胜。

——澳大利亚勋章获得者、多元文化委员会
主席    瑟夫 • 欧斯多斯基

“

“ 他们的道德观令人敬佩

21 世纪人类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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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6 日，手捧父亲遗像的徐鑫洋（左）与母亲迟丽华参加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烛光纪念活动，悼念 22 年来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信仰被迫害致死的 4600 多名法轮功学员。

“父亲这个词，对我来说挺

陌生的，别人都有呀，但我没有。” 

在美国读书的19岁女孩徐鑫洋，

开车两个多小时赶到首都华盛顿

与妈妈会合，参加 2021 年 7 月

16 日的“7·20 法轮功反迫害 22

周年”系列活动，她说：“我的

19 岁女孩：我也要尽一份力
爸爸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死

了，我专程来纪念爸爸。”

徐鑫洋的爸爸徐大为，是一

位善良英俊的青年，职业是厨师，

修炼法轮功后，更加健康乐观。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

泽民集团谣言惑众，诽谤法轮功，

┃专题┃

开始对“真善忍”信仰的残酷迫

害。2001 年 2 月，徐大为因印刷

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人员非法

抓捕、判刑 8 年。那时徐大为的

妻子迟丽华怀有身孕，也遭警察

毒打。

徐鑫洋出生时，爸爸在狱中。

8 年来，爸爸徐大为先后在 4 个

监狱（沈阳大北监狱、凌源第一

监狱、抚顺第二监狱、沈阳东陵

监狱）关押，因坚持信仰而遭多

种酷刑折磨——被长期戴手铐脚

镣、毒打、上大挂、强行灌食。

徐大为在 2009 年 2 月被沈阳东

陵监狱释放时，骨瘦如柴、精神

失常，回家 13 天就含冤离世，

年仅 34 岁。那时徐鑫洋 8岁。

徐大为的遭遇触动了当地百

姓，3 天内 376 人实名签名帮助

申冤，证明徐大为是好人。有人

讲了一件事：“徐大为在 1997 年

学法轮功之后，遇事以‘真善忍’

衡量，为别人着想。一次，他被

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撞了，本来是

对方责任，可是徐大为不但没让

对方赔偿，还安慰对方，并拿钱

让对方去修车。如果学法轮功的

人多了，社会上的矛盾就少了。”

然而在中共控制的社会，百

姓伸冤无门。中共人员不断骚扰

迟丽华的亲友和律师。2013 年，

无处藏身的母女被迫离开中国。

在美国华盛顿的烛光纪念活

动现场，徐鑫洋看着身边一张张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照片

说：“每个人背后都有这样一段

故事。今天我有机会发声，来到

这里尽一份力。”她希望人们看

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在正

邪善恶中做出光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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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9 日，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普莱斯（Ned Price）在新闻发
布会上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即停
止迫害法轮功，普莱斯说：“每年
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面临拘留、
骚扰和酷刑，只因他们不放弃信仰。
我们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释放那些因信仰而被关押的人。”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
党团主席、纽约州联
邦众议员斯蒂芬妮克
（Elise Stefanik） 颁
发国会特别表彰证书，
以铭记法轮功学员面
对中共的迫害，坚守
了 22 年。

坚守正信获表彰

德国政府宗教自由专员、国会议员格鲁伯（Markus Grübel）2021 年 7 月 19
日以政府名义发布新闻公告（上图），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此前，
德国 8 位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发信函，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国会议员魏
斯曼（Bettina Margarethe Wiesmann）表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令
人无法容忍，结束这场迫害，是德国外交政策要完成的目标。

德国政要：结束迫害法轮功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表彰
┃专题┃

加拿大 30 多名议员联名致函总理
特鲁多，要求加国政府敦促中共停
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对参与迫害
的中共人员实施制裁。加拿大国会
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吉尼斯
（Garnett Genuis）在纪念“法轮
功反迫害 22 周年”的视频中强调，
会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

加拿大议员联署制止迫害

伦敦举行“法轮功反迫害 22 周年”集会，多位英国议员发来支持信函。麦卡锡
议员（Kerry McCarthy MP）表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令人震惊。”“要
用《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迫害者，必须结束这场迫害。”上议院议员考
克斯男爵夫人（THE BARONESS COX）说：“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遭遇深感
关切，对法轮功深表敬意……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我与你们站在一起。”

英国议员：必须结束这场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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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
僚效仿中央滥用权力，利用公检

法的力量强占土地和其他资源，

社会恶性事件迅速暴涨。“610”

摧毁了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

恶报已开始

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2013 年，第一个倒台的是参与制

造“天安门自焚假案”的李东生，

其“中央 610 办公室主任”的头

衔被首次曝光。从此，“610”

这个“独立王国”像多米诺骨牌

一样，一张一张地倒下了。

积极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书

记周永康被抓，政法官员纷纷被

调查。据不完全统计，2013 年 1

月～ 2017 年 9 月，至少 81 名官

员自杀，多数是政法高官。

倒查 20 年

如今对政法委、公安系统实

行“倒查20年”，处分的干警（含

公检法警察）已有 72000 多名。

政法官员、“610”人员被

大面积清算，表明中共江泽民集

团迫害法轮功已经走到了末路。

这是迫害“真善忍”而自作孽的

结局，也是天意的展现。

【明慧网】在 22 年前的中

国大陆，一个类似“文革小组”

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机构——

“610 办公室”设立，它的牌子

挂遍了城市乡村、机关学校，正

式编制在 1.5 万人以上，经费来

自财政拨款。

为什么要设立“610办公室”？

1999 年夏，江泽民因法轮功

广受民众欢迎，心生妒恨。中共

大校、前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

子陵曾披露，当年江泽民决心通

过打压法轮功来建立个人权威。

不过，打压法轮功在政治局常委

会上通不过，江泽民才在 1999 年

6 月 10 日成立了凌驾于法律之上

的“610 办公室”，专事打压法

轮功。此举没有在人大立法，也

没有通过国务院。

“610”摧毁了中国司法

法轮功学员只要遭当局非法

抓捕，100% 都是先由“610”拟

定罪名和刑期，之后交付检察院

公诉、法院审判，给外界做样子。

“610”的无法无天，像病毒

一样在中共体制内蔓延，各级官

┃世道┃

2021 年 5 月 13 日是“世界

法轮大法日”，美国国务卿布林

肯在 5月 12 日宣布，制裁四川省

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

“610”成秋后蚂蚱 面临国际制裁

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时，都发过“为其奋斗终身” 的誓言，那
就等于要与之同命运。由于中共建政以来，作恶多端，发动历次运动，
造成 8000 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如今又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罪恶
已到了人不治天治的地步。天灭中共时，会连带它的成员——党员、
团员、队员。声明退出其组织，是避免受其连累而遭厄运。至 2021 年
7 月，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 3.8 亿人。
“三退”方法：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

 小资料
3.8 亿中国人“三退”

这是中共迫害法轮

功 22 年来，美国首

次制裁“610”官员。

2021 年，38 个

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将一份 9300 人的中

共“610”人员名单

递交给本国政府，

要求依法制裁迫害

者及其家属，禁止

入境、冻结资产。

需 要 指 出 的

是，中共残酷迫害

善良的法轮功学

员，这绝不仅仅是

“610”人员的罪恶。

近年来，中央“610 办公室”头目相继入狱。

22 年前，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其自身灭亡。

中共的追随者只有看清真相，从

内心远离邪恶的政党，顺应天意，

才会有平安的未来。◇

周永康 张 越李东生 孙力军 彭 波

横行中国 22 年恶贯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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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 5月传出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
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
修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
升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
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 98%。

福益社会 1998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
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
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
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
议案和信函5000多份。《转法轮》
已有 40 多种文字版本，并可在
法轮大法网站（falundafa.org)
免费下载。◇

您知道吗？

西人法轮功学员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

┃世道┃



电脑版 https://git.io/fgp88   
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获取翻墙软件：自由门

网门扫码即看自由门电脑版 
欢迎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大陆需翻墙访问）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公布 2021 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全球 180 个国家
和地区，挪威被列为新闻最自由国家，亚洲地区由韩国（第 42 名）和台湾（第
43 名）领先。美国第 44 名。香港第 80 名，分数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恶化。
倒数 4 名的国家是：中国（177 名）、土库曼（178 名）、朝鲜（179 名）、
非洲的厄利垂亚（180 名）。RSF 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

我们为什么要了解真相？因为生活需要真实，不需要政治宣传。真实的讯息
能保护我们的心灵不受蒙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真实的讯息    生活的必需

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