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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再度来临？
中共拟收回农民承包地

大陆官员遗孀泪谢：
早遇到你们就好了

强打疫苗 民众激烈反弹

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
2021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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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济学教授罕见
警告：走向“共同贫穷”

接种疫苗的话就滚出五丰岗社区，还拿
我孩子上学的事相威胁。因此我辞职回
家处理此事。
”秦拥华表示将激烈抗议。

遭强打疫苗 湖南男子绝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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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谭德塞喊话：
交出 174 份
数据资料
9月1日，世界卫生组
织在柏林举行了大流行病预
警中心的剪彩仪式。
报导指出，近日新冠肺
炎的溯源问题层出不穷，中
国用保护数据为由，拒绝交
出最初疑似感染新冠病毒的
174份病例的原始资料。中
国表示，溯源问题已经被美
国“政治化”
。谭德赛在仪
式中表示，
“出现溯源政治
化，是因为没有像预想的那
样，顺利得到数据和相关资
讯。
”他进一步表示，
“我们
请求中国，给出这些数据。
”
在疫情溯源过程中，世卫组
织曾派调查组赴武汉，然而
却是在中共卫生部门全程陪
同下“参观”式调研，并未
得到实质性的资料，致使病
毒溯源停滞不前。

9 月 2 日，张建平在网上发布视频，坚决抗议被
强制打疫苗，已经绝食三天。（视频截图）

最近，在网上不时能看到民众被地
方官员强制打疫苗的帖文和视频流出。
网民小俭表示，
“政府嘴上说不强迫打疫
苗，却用各种隐晦的手段逼迫公众就范，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前后不一。
”

男子来不及反抗已被打了疫苗
最近，微信群里流传一个视频，一
名男子在家中睡觉，突然闯进六七个人，
强行将他压在床上，由一名穿白色医生
服的人给他打了新冠疫苗，过程只几分
钟而已，他连说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不打疫苗遭威胁 湖北男辞工护妻
8 月 31 日，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公
民秦拥华在网上发帖文说：
“因孩子在县
城读书，租住在杏花乡五丰岗社区。8 月
31 日，五丰岗社区三名工作人员进入我
家，要求我妻子打疫苗。因我妻子身体
一直不好，严重贫血还有类风湿关节炎，
再加上刚刚生完孩子正在哺乳期，所以，
拒绝接种新冠疫苗。
”
“结果社区工作人员威胁我妻子：不

张建平是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阳
湖坪镇双溪居委会一组居民。8 月 31 日，
派出所警察、社区书记冲入家里，张建
平说，教育部和卫健委都发文说不强制
打，在知情、自愿和同意的情况下才可
以打。派出所所长说，张家界市全部强
制打，并警告张建平，
“你的摄像不要在
外边乱发。
”
张建平坚持不打疫苗，派出所所长
一声令下，强行将他带上车送到派出所。
派出所所长威胁说，如果不打疫苗，送
精神病院。最终，强制送医院，张建平
朝医生大声说：
“我有心脏病，不能打，
我要去医院做检测。
”最后还是被控制住
强行打了疫苗。
9 月 2 日张建平在网上发了一段视
频，说他被强制打疫苗第三天了，坚决
抗议，已经绝食第三天了。
近日，大陆财经媒体“第一财经日
报”网站，发表了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
信息学院唐三一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数
学与统计学院肖燕妮教授、中国疾控中
心首席专家邵一鸣等研究人员文章：
“中
国研究预测疫苗无法根除病毒 免疫力下
降 ADE 将加大抗疫难度”
。表明中共政
府对疫苗的作用，不透明、不公开，靠
高压推行危及公众的事，最终只能是政
府信誉的破产，无法使社会走上正常健
康的路！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的
一 项 新 研 究 显 示， 两 组 各 自 为 46035
人，情况分别为未注射疫苗，但已感染
COVID-19，另一组接种辉瑞，研究结
果显示，打过两次疫苗的人感染 Delta
变种的概率，比没有接种疫苗但以前感
染过 COVID-19 的人高出 6 倍。该项研
究是同类研究中规模最大的，已在线发
表，但尚未经过同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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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经济学教授罕见警告：走向“共同贫穷”
知识分子设计、然后靠强权从上到下
强加给社会的，所以一定有人捍卫它，
替它辩护。市场经济不同，它不是知
识分子设计出来的，而是从下到上自
发产生的……生活在计划经济制度的
人批判计划经济要冒政治、甚至法律
风险……”
“如果我们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念，
引入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中国只能
走向共同贫穷。不要忘记，当年搞计
划经济的本意是为穷人谋福利，结果
却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穷人，使穷人的
命运比过去更悲惨。
”他说。
今年以来，中共多次提及“共同
富裕”
。8 月 17 日的中共中央财经委
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灭了 员会会议强调“三次分配”
，即“由
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 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
贫状态。
”
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
他还说：
“我们必须明白，扶贫的 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
。
钱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机构给的，本
随后的一周内，腾讯宣布投入
质上是企业家创造出来。政府和慈善 500 亿元（人民币，下同）启动“共
机构能做的只是把财富从一部分人手 同富裕专项计划”
；拼多多在公布第
里转到另一部分人手里，不可能无中 二季财报之时，
宣布投入 100 亿元“百
生有。正是企业家创造了财富，政府 亿农研专项”资金。
和慈善机构才有了可用于扶贫的钱。
另外，
在截至8月31日的两周内，
……如果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创造财富 至少 73 家上市公司的业绩报告中出
了，政府也就没有钱转移支付了，慈 现了“共同富裕”一词。
善事业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
彭博社引述分析表示，中国政府
“如果连‘按劳分配’都不接受， 提出“共同富裕”
，张维迎的文章传
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只能大家都过 达出的谨慎态度非常罕见；对于中共
穷日子。
”张维迎说。
政府对各行业的强监管行为，外界感
他最后直言：
“计划经济是少数 到担忧，并揣测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

计划经济即将
卷土重来？！
中共高层 8 月下旬再提“共同富
裕”
，并强调“三次分配”
。大陆经济
学家 9 月 1 日罕见发文，直指如果政
府干预越来越多、走计划经济，就会
走向“共同贫穷”
。
北大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的文章题
为“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
，
发表在“经
济 50 人论坛”网站上。
他首先肯定市场经济，表示“从
历史上可以看到，反对市场经济的最
大力量，就是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
者。
”
“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只有市
场经济才能推动技术进步，并使新的
技术很快商业化，惠及普通大众。
”
接下来，张维迎大篇幅探讨企业
家活动。他说：
“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
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

因发布批评言论，将近 16 万新
言论定性“寻衅滋事” 浪微博用户被中共当局定性处罚。
十六万微博用户
新 浪“ 微 博 管 理 员 ”8 月 30 日
发公告称，在媒体的官方微博下“恶
被处罚

意刷量控评”
，属于寻衅滋事、扰乱
秩序，其账号将被从严从快处罚。
目前，微博已对 159103 个用户
采取了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的“禁止
评论”处罚，还有 1389 个用户被禁
言 1 ～ 3 个月。

不仅如此，微博社区 9 月 1 日再
发通告，落实当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
，警告那些
与政府态度持不同看法的用户，将从
严处置违法违规账号。
有评论人士指出，中共持续收紧
网络言论空间，目的是全面控制社会，
尤其是在言论和思想领域控制人们的
大脑。从监控身体，到人脸，到大面
积抽血 DNA，监控无所不在。

3

视角

2021 年 9 月 9 日

土改再度来临？中共拟收回农民承包地
于剥夺农民的饭碗了。
”
她直言，由于各种苛捐杂税，
“确
实有少部分农民不愿意种地，但我们
绝大部分还是以农田为生，如果一刀
切的话，让我们怎么活？”

“供销社”复活 重返计划经济

1950 年，中共实行土改，向农民承诺“耕者有其田”。但农民分到土地没多久，旋即被中
共的“合作化”运动收走。

近日，官方提出“农户承包地退
出机制”
，决定收回农户承包地，土
地改革运动疑似再度来临。农民害怕
土地被强制收回，对未来感到担忧。

能导致农村强拆、强征土地的情况更
严重，未来农民的生存问题堪忧。
“当地大部分农民土地都被强占
了，从 2004 年就开始了，一直到现
在还在继续强占。
”王女士说，
“强占
的情况各种各样，有的是办厂，有的
中共抢夺农民土地
8月27日，
中共农业农村部披露， 是官方卖给开发商造房子，有的是市
将按照中央要求，指导地方在尊重农 政府要用地。
”
民意愿的基础上，退出承包地的资格，
她说，
“这个政策出台，他们不
建立农户承包地退出机制。
是更有理由了嘛。
”王女士已开始担
中国农民土地承包制从 1978 年 忧未来的生活，她说：
“像我就是农村
实施，2015 年当局提出“退出承包 的，我的生活来源完全是靠种地。那
地”
，2016 年和 2018 年也相继提出， 如果政府采取强制性的办法强迫老百
并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但 2019 年 姓退出土地的话，对以农田为生的老
11 月官方又称“保持土地承包关系 百姓来说，那是相当不公平的，这等
稳定不变”
，并将第二轮土地承包到
期后再延长 30 年。
不料，今年当局再度提出“退出
拍案 8000 人县城
承包地”
。江苏宜兴评论人士张建平
惊奇 有2000公职人员
称之为“第四次土地改革”
，对于中
共的“自愿”退出土地承包之说，他
财政部数据显示，财政支出大于
表示质疑。
收入，今年上半年仅上海有财政盈余。
张建平 8 月 30 日对自由亚洲电 经济下行、财政支出却过多，原因之
台表示，
“所谓自愿（尊重农民意愿）
， 一是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众多。
中国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现在打疫苗
最近，陕西汉中有一个名为佛坪
不也说自愿吗，这是非常可怕的，这 的小县城，受到舆论关注。户籍人口
是政府信誉的问题”
。
3.2 万， 常 住 人 口 却 只 有 8000 人，
湖北潜江农民王女士 29 日接受 在政府、事业单位工作的就有 2000
大纪元采访时说，
“退出承包地”可 多人。

近年来，中共当局的政策急速左
转，大有重返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
趋势。今年 7 月，当局开始在农村推
行“供销社”试点工作，预期两年内
完成目标。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也是物资匮乏的象征。中共当局的做
法，引发外界担忧。
自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中国经
济大幅下滑，外资撤离，制造业面临
困境。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
武汉爆发，中国经济再受重创，民众
购买力明显下降。
8 月 16 日，中共统计局公布 7 月
经济数据，几乎全部都比悲观的预期
更差，大陆经济学者任泽平在微博发
文称，
中国经济正从“滞胀走向衰退”
。
有分析认为，中共推出一系列左
转政策与内外交困的处境有关，是一
种预防措施。中共正在考虑一旦国际
形势有变或者是爆发战争，陷入物资
匮乏，需要官方高度调配的时候，供
销社等“内循环”体系就能派上用场。

佛 坪 县 2018 年 和 2019 年《 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8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为 7179.8
万元（人民币，下同）
；而在 2019 年，
下降为 6262.2 万元。而佛坪县这两
年的财政支出分别为 8 亿元和 7.97
亿元。
有 网 友 称， 常 住 人 口 8000 人，
财政供养 2000 人，剩下 6000 人大
部分是这 2000 人的家人和亲戚。其
实，佛坪县财政收支情况是整个中国
财政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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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揭密广西文革骇人真相
动，恰恰不是，这个广西的例子告诉
我们，就是杀人它都是在 1967 年年
底到 1968 年年初。也就是说那个时
候已经军管了，那个时候成立了抓革
命促生产指挥部，也就是说这个政权
机构已经戒严，它不是真空的。也就
是在这个红色政权建立的基础上，要
立威嘛。要搞红色恐怖，它才发生了
大规模的杀人，甚至人吃人的现象。
最残忍的，他们把丈夫的头砍下
来，强迫妻子拿着她丈夫的头去游街，
他们强迫儿子杀死他的父亲，然后又
把他们全家全杀死。你就可以看到中
共的群众运动，它把人性中间最卑劣
的、最恶劣的这一面激发出来。它就
是把人变成什么？把人变成了魔鬼。
无论是大屠杀还是它那个政治
文革时的屠杀。
运动，常常都是斩草除根式的，而且
宋永毅，一位忠实记录文革历 收到的呢？是那些干部及其他们的子 后面还带着最卑劣的财产动机。这个
史的学者。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 女，有意识地带到美国来的。他们有 在广西大屠杀中间常常都是全家都杀
分校的荣休教授。他编写的《广西文 的是来探亲，亲自把这些材料手稿带 死。全家杀死了以后一定有一件事情，
革机密档案资料》
，引发了广泛关注。 到美国来。有的是托他们的子女带过 这个凶手不会忘掉的，就是把这个家
中共成立百年来，一直在隐瞒包括文 来，有的还是点名要他们子女送过来。 养的所有猪、鸡全部杀掉大吃一顿。
在批斗之后，强奸、强奸以后杀
革的历史。宋永毅表示，还原中共历 主要他们可能也是有一个预料，对这
史真相在今天更有紧迫性。
个档案是不相信，觉得如果这些资料 人，为了抢人家的妻子，抢人家的女
他们现在不把它送到美国来，不送到 儿，而把人家丈夫和把人家的父亲给
杀了，比比皆是。
中共内部广西文革机密档案如 西方来，有一天就被销毁掉。
广西文革既是重灾区，又及时而
在广西文革真相出版后，有五六
何流传海外？
三十六卷，七百万字的广西文革 十个当时受害者及其家属来信，他们 全面地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下，
机密档案资料，是怎样从国内传到海 感谢美国的图书馆界，说这样历史的 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将会变成什么样
外的呢？
真相就此保留下来，而且出口转内销。 子的一个最好的写照。这些历史对今
宋 永 毅 回 顾 到， 文 革 之 后， 有 他们把我们出版的东西重新拷贝了以 天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已经很难听
过一个就是叫做清查三种人，处理文 后，贴到他们的微博上去，贴到他们 到、看到了，甚至不愿意相信；但是
真相就是真相，只有了解这些历史真
革历史遗留问题。因为文革中，中共 的网站上去。
相，历史才能不再重演。
的大部分领导并没有受到处理，然而
文革受害者不停地到中央信访办去上 广西文革真相：当权者制造的
告，说有广西吃人事件，大屠杀的事 杀戮
件等等。
广西的杀人、广西的人吃人，它
历史
中央三次派调查组，最多一次 表面上看上去它好像是无政府状态。
派二百多人的调查组去广西，发动了 实际上你看完这个档案，你就知道所
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叶剑英
十万干部。每一个县一个县查，那么 谓的乱杀乱打这个现象，是政府一手 曾在内部会议中透露，文革整了 1 亿
最后就搞出来这一套材料，总共当时 制造出来的无政府状态。
人，死了 2000 万人；邓小平曾向外
是十八册，大概总共七百万字。
举一个例子，就是一般人的心 国记者承认：
“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
那么后来我们是怎么会在美国 目中间觉得乱杀人，那种就是造反运 都无法估算的数字。
”

文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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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与中共为伍
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打
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政策，还提
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
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
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
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
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心声。

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的悲叹
8 月 21 日， 来 自 湖 北 红 安 的 胡
春森“三退”时说，本人从事教育行
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今天这
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
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
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
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
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
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凡
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
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
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
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
行疯狂打压，
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黑
恶势力”
，
要跟“黄赌毒”划上等号了，
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
最近，共产党又提出了“共同富
裕”的口号，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历
史上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看来中共是打算再一次开始抢钱了，
抢劫国内这些有钱人的资产，来给共
产党高层的这些利益集团瓜分！
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
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
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
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

我在 2018 年就秘密“三退”了，现
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
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
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牺牲，这是公
布出来的，还有没公布出来。从健康
的角度说，每年牺牲的民警里面，较
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
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
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
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
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
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
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
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
分子，而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
较大。
现在公安翻墙的也很多，好多人
知道真相却还在积极为党卖命。近几
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
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
生命危险来做的。
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
时候，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
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
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
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
一名公安辅警的肺腑之言
我来自山东，是一名公安辅警， 的人生之路。

一位图书管理员的致歉
8 月 13 日， 在 烟 台 某 图 书 借 阅
机构工作的荣丽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
心声。她说：因家人曾经受过中共邪
党迫害，所以在知道了“三退”后就
阅读了《九评共产党》
，并声明了退
出邪党的一切组织，誓言与邪党划清
界限，不与其为伍作恶。
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
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所谓的
红色书籍，比如《小萝卜头》
《红星照
耀中国》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
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
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
红色毒书籍，但我性格优柔寡断，有
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
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
觉得在邪党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
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
乎无孔不入。
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我
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红色毒书籍看的
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
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
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
出邪党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
党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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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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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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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官员遗孀泪谢：
早遇到你们就好了
“劳烦您帮他（去世的丈夫）退
了吧，希望他也有个好去处。
”
“早点
遇到你们就好了！”这是大陆某市一
位财政局官员的遗孀哽咽着感谢海外
法轮功学员吴女士。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变异毒株不断
蔓延、加上大陆各种天灾人祸不断发
生的当今，越来越多海外法轮功学员
打电话给大陆民众讲真相劝三退。

某市官员遗孀：我代他的在天
之灵谢谢你
大陆某市一位财政局官员的太太
接到法轮功学员吴女士的电话，认真
听完半小时的真相后，她说：
“帮我退
了吧，我明白你说的了。谢谢！”学
员就跟她说：
“你退了就平安了，你可
以把我跟你说的告诉你先生吗？让他
也退了？”
这时，她突然就哭起来了：
“我
的先生是财政局的，是个党员，也很
有才华，职位也不低。他几年前走了，
他还年轻就走了。要是早点遇到你们
就好了。
”
吴女士就安慰她说：
“今天我们
有缘联系上，你退了有了美好的未来，
相信你先生也会高兴的，你们也是有
缘份的，所以你帮他做了三退也是有
效的，他肯定会感谢你的。
”
她说：
“好吧，那劳烦您也帮他
退了吧，谢谢你们，希望他也有个好
去处。非常感谢你的这一趟电话。我
代他的在天之灵谢谢你。
”

乡村大姐：今晚做梦都会笑醒
学员吴女士给中国北方乡村的一
位大姐打电话，对方很激动，她说：
“我
是个农民，你们城里人还这么看得起
我，跟我通话太高兴了。还给我讲了
这么多，你肯定人很漂亮，因为你说
的话很好听。
”

她认真听完真相，很爽快地做了
三退，然后哽咽着说：
“你让我知道了
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真谢你啊！
今天晚上做梦都会乐醒啊。太谢谢你
了。法轮大法好！”

真 相“自焚”真相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
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
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年轻人三退后发感谢留言
一位东北的年轻小伙子，他静
静地听完吴女士讲大法洪传世界的盛
况，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明
白后做了三退。
不久后，他发了一段录音留言给
吴女士表示感谢，还连续发了三遍，
他在录音中说：因为你背后默默的付
出和努力，您是最优秀的人。
吴女士说：
“其实他在鼓励我们，
特别是发了三遍让我听，我觉得很受
鼓舞。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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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扑
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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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水灾让河南青年相信了法
轮功学员的话
今年 7 月 4 日，法轮功学员甘女
士给一位河南的青年小伙子讲了超过
半小时的真相，包括“天安门自焚”
伪案，以及三退的意义，他一声不吭
地听完，最后犹豫着说：
“算了吧，先
不退了，以后再说。
”
不久之后的 7 月 17 日开始，连
续三天，河南省遭遇暴雨袭击加上人
为无预警泄洪，郑州及多个主要城市
都发生罕见大洪水，很多人在洪灾中
遇 难。7 月 25 日， 甘 女 士 又 想 起 了
河南那位还没做三退的年轻人，就又
拨通了他的电话，他一接到电话就说：
“知道知道，我听出来了。我都知道
了，也明白了，我相信你所说的了。
我退！”
然后甘女士问他，你记住“九字
真言”了吗？他说：
“记住了，记住了，
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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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大纪元 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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