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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左：9月5日早晨，一只黑天鹅突降天安门广场。右：9月4日上午，延安市安塞区的窑洞群发生坍塌。

每个人都能感受
到，一场大倒退
正在进行！
自18大以来，中国社会
发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尤
其是最近，从反垄断、阿里
被罚和滴滴被查，到提出第
三次分配，再到整治网络平
台、教培业、游戏业、娱乐
圈及背后资本链等，中共可
谓乱拳迭出。
对外战狼外交、与美国
冷战，叫嚣武统台湾；对内
钳制言论、杀富济贫、闭关
锁国。中共把这一切包装成
“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
行！”实质上，每个人都能
感受到，一场不断加速的大
倒退正在进行。中国正在向
党控制一切、向以阶级斗争
为纲、向毛时代、向文革回
归，其核心就是保党不倒。
但中共越折腾，离灭亡越近，
上帝使其亡，必先使其狂。

9 月 5 日早晨，一只黑天鹅突然降临
北京天安门广场。它在广场上时而梳理
羽毛，时而闲庭信步，而周边有 4 辆警车
“守护”
。黑天鹅罕见“光临”天安门广场，
引来游人围观、拍照。当日上午 8 时，黑
天鹅被动物保护部门带走。
天安门突降黑天鹅引发热议。有网
友说，千年奇观，吉兆。也有网友指这
是凶兆，广场建有大会堂和毛泽东纪念
堂，
《汉书·五行志》中说：
“野木生朝，
野鸟入庙，则亡之异也。
”
“庙”是指太
庙的明堂，古代帝王祭祀、议事的场所。
野鸟闯入了庙堂，是指国家败亡的征兆。
在网民热议“北京黑天鹅事件”的
同时，中共所谓的“革命圣地”延安的
窑洞群发生坍塌事件。据
《陕西都市快报》
消息，9 月 4 日上午，延安市安塞区腰鼓
山的窑洞群发生坍塌，至少造成 6 孔窑
洞坍塌。视频显示，场面怵目惊心，不
过附近围观民众却一片欢呼。
据报导，当地此前举办纪念中共建
党 90 周年的大型演出，正是以这个窑洞
群为背景的。
延安窑洞崩塌事件，同样在网上引
发热议，
“共产党的蚁巢倾倒，恐怕时日

无多。
“
”中共老巢垮了？“
”又是不祥之兆，
共匪的摇篮垮了！”
“延安窑洞竟然塌方
了！中共老巢被端！”
针对目前网络上议论非常火爆的异
象，时事评论员刑天行对大纪元表示，
尽管中共用无神论的东西给民众洗脑很
多年，但老百姓依然相信传统文化，
“其
实意味比较明显，能符合老百姓的一种
心理状态，他们非常希望中共这个政权
能够尽快地彻底垮台。
”
“大家就会去寻找一些征兆。
”她说，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
“任何政权在灭亡之
前往往都会有一些征兆（异象）出现。
”
刑天行举例说，现在异象很多，不止
天安门广场出现黑天鹅，延安窑洞崩塌，
前一段还出现血月，一些地方出现反季
节冰雹等。
刑天行提到的民意也体现在全球退
党服务中心推动的退出中共大潮，至今
超过 3.8 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
队（简称“三退”
）
，其中不乏中共体制
内的官员。侨居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张
静（化名）近日披露，她通过电话揭露
中共邪恶本质的真相，帮助几位中共高
官退出中共党组织。其中一位是前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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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迫害法轮功 中共的诡秘机器与陷阱
今年 8 月份，大纪元获得内部文
件，显示出中共早已就迫害法轮功建
立了各种“规章和制度”
。

迫害升级或另有原因：江氏同
伙跨部门推动
据明慧网报导，去年 5 月 31 日，
正值武汉肺炎肆虐全球之际，政治局
常委、纪委书记赵乐际到地方搞调研
时，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听当地“610”
的工作汇报，并称“610”被撤并、不
独立存在是为了“搪塞西方社会反华
势力”
，党的官员不能相信。对于迫害
法轮功，
赵乐际提出“要抓紧，
要办好，
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仅在今 官根本看不到。文件要求“各级政法 要实实在在地办事”
。
年的 1 月到 8 月，被非法判刑的法轮 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时任中共党魁
在中共政法委的唆使、赵乐际的
功学员就超过 800 名。比如，在长春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指示。
督促下，从去年以来，
“610”和各地
市农安县的法轮功学员中，68 岁的
多年来曾多次为法轮功学员做无 公安发起了“清零行动”
（企图逼迫
孙秀英被冤判 4 年，67 岁的赵秀兰 罪辩护的律师陈建刚，看到这份绝密 所有法轮功学员都放弃修炼，以达到
被冤判 5 年，66 岁的蔡玉英被冤判 9 文件后深感震惊。这份文件从法律层 人数“清零”
）
，接连不断上门骚扰法
年，64 岁的张秀芝被冤判 10 年……
面上讲是违法的，没有任何法律特征 轮功学员，在全国范围内绑架、勒索
和效力，见不得光。
法轮功学员，甚至设置高额“举报奖
陈律师分析了文件中提到的“刑 金”, 公开煽动“人人参与”迫害法
迫害法轮功的“绝密文件”与
法第三百条”
，也就是所谓“利用邪 轮功学员。
“诡秘机器”
去 年， 一 份 21 年 前 的“ 绝 密 ”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这是中共
很显然，赵乐际同薄熙来、周永
文件在海外曝光。这份文件是由最高 枉判法轮功学员时最常使用的罪名。 康一样，都深知江泽民治下中共官场
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 事实上，早在中共公安部 2000 年和 的升官秘籍——“有罪才上位”
：迫
全部、司法部五个部委，在 2000 年 2005 年发布的两个公文中，所认定 害法轮功越卖力、欠下的血债越大，
11 月 30 日联合发布的司法意见，简 的 14 种邪教名单中压根儿就没有法 就越有升迁的资本。作为中纪委书记，
《法制晚报》 本来应该主抓贪腐、违法乱纪，赵乐
称“2000 年 29 号文”
。这份文件只 轮功。2014 年 6 月 2 日，
有参与制定与实施法律的核心部门才 再次公布了中共定性的 14 个邪教组 际却对迫害法轮功如此起劲，如此卖
可以看到，而地方法官、公安、检察 织的名单，法轮功依然不在其中。
命，根本原因是想捞足政治资本。

政法委倒查 20 年
卸磨杀驴
少废话！
我为党干了
一辈子革命工作，
为什么抓我？！

不知道
什么叫
卸磨杀驴
啊？！

中共政法委宣称要开展第二波倒
查 20 年专项行动。过去一年处分了
违纪违法的干警 7 万多人 , 立案审查
并调查近 3 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
一位政法高官讲：
“想当初共产党
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
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
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
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
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

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
”
他还说：
“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
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
‘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
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
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
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
除的
‘害群之马’
。你说讽刺不讽刺？”
卸磨杀驴是中共一贯的手法，越
为中共卖命，结局越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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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后在社区堂堂正正退党

个就是反革命罪，有可能判死刑。
”
当晚，张誉锠整夜不让睡觉，站
着写了 5 份不知道为何悔过的“悔过
书”
，彻夜无法休息。家人交了 1 万元
保释金，然后又加上 5 万元贿赂警方，
他才得以被放行。

不是“良民”

张誉锠到社区党支部申请退党。（张誉锠提供）

留学韩国见闻

内蒙女婿的感想

1989 年出生，从事科技产业的
他的妻子是蒙古族人，2020 年
张誉锠（化名）来自中国河北。
中共颁布内蒙新语言政策，许多人因
张誉锠高中毕业后，赴韩国留学 为小孩上课不能使用蒙古语而失望。
5 年，当时他认识了许多台湾与香港
2021 年 8 月 14 日，张誉锠利用
的朋友。他说：
“身为党员并没有给 商务签证之便离开中国，并决心与中
我任何好处，反倒是在国外被视为异 共脱离关系。他说，共产党只要对哪
类。
”在韩国时，张誉锠有次在酒吧 个地区或谁不满意，就会给其挂上
与友人们聊天时无意间透露自己入过 “独”字。
“它管香港人叫‘港独’
，对
党，当时场面一瞬间冷下来。后来几 西藏不满意的时候叫‘藏独’
，对新
次出去玩，朋友们就有点尴尬，他才 疆不满意的时候叫‘疆独’
。
”内蒙古
发现国际社会对“中共党员”存有疑 一向被视为中国少数民族中的模范省
虑，甚至是讨厌与恐惧。
分，但还是逃不了中共的整肃，被扣
张誉锠并非自愿入党，高中时也 上“蒙独”的大帽子。
没有加入共青团，但因为某次学校安
张誉锠说：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
排体检，他的体能符合当飞行员的资 种洗脑的方式，只要它（中共）对谁
格，校方对他寄予厚望，所以让他在 不满意，它（中共）就会针对那个人，
一日内同时入了党、团。他回忆当时 然后告诉别人，你是‘独’
。
”
就是抄了两份同学的申请书，莫名其
妙地入了党。
国保威吓
2019 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民众
2020年6月4日，
张誉锠举着
“反
上街争取民主的运动，当他网路翻墙 对香港国安法”的布条登上长城，并
看到与中共官媒完全不同的新闻画面 拍照留念，网络翻墙发到推特；同日
后，感到很震惊。他说：
“我从来没有 写了一篇文章《六四之丧，
香港上演》
。
见过‘暴徒’有 60 多岁的，我也没
6 月 10 日，国保强制传讯张誉锠
有见过百万游行，
‘暴徒’会带着自 到派出所，警察告诉他：
“我们是搞政
己的孩子去参加民主的百万游行？所 治的警察，现在的中国大陆比文革的
以我所看到的真实的（情景）和他们 时候还要严重，只不过是你不知道、不
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
了解。如果是放在当年文革，你的这

张誉锠说：
“以前是什么呢？查到
你的车，一贴身份证就走，或有时候
会开后备箱看一眼。现在不是了，你
只要一贴身份证，请下车，去到旁边。
你是谁？你进京要干什么？目的是什
么？就会被另外盘问。
”
十分喜爱旅行的张誉锠因此一整
年都没有出游，唯一一次跨省出行是
陪妻子回娘家。但他刚到内蒙古不久，
就接到国保“关切”的电话，询问他
人在何处？为何要去内蒙古，因无法
再忍受这种监控，更不愿意自己的下
一代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他只能选
择离开大陆，并实名退出中国共产党。

实名退党
虽然中共的条例表示不交党费
就自动退党，但张誉锠发现并非如
此。他在疫情期间被社区征召要帮忙
封门，他很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张誉
锠意识到被征召可能与自己党员的身
份有关，他说：
“我上韩国就和它（中
共）没有任何关系了，
没有再缴过钱。
”
担心自己未被除名，仍是党员，张誉
锠 2020 年 5 月到社区党支部申请退
党，他写了一份正式的退党声明，还
按了指纹申请退党。
当时工作人员都感到很诧异，甚
至有点难以置信，仿佛从来没有发生
过这种事情。对方一开始推托领导不
在，让张誉锠过一阵子再来询问，后
来又说要开会决议。张誉锠去了三次
才获得对方回应，表示他已经退党，
但张誉锠并没有获得任何回执凭据。
张誉锠呼吁：
“如果你希望不再
做一个愚民、一个傻子，希望有真正
做人的权利，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好的
环境，我呼吁人们尽早、尽快地退出
中国共产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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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念千遍大法好 92 岁老人骨裂愈合了
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今年 84
岁了，二姐今年 92 岁。今天和大家
说说发生在二姐身上的神迹。
多年前，我给二姐讲过法轮大法
真相，她和二姐夫都认同。二姐把同
修发到自家门上的真相资料看完后放
到别人家的报箱上，好让大家都来看
真相。他们全家也都做了“三退”
。
二姐是楼长，街道让她监视楼上
的一位大法弟子，她不监视大法弟子，
还报以同情。她说再有资料就送到街
道，让他们也明白真相。
我二姐闲不住，那么高龄了还在
摆摊卖杂货，她说她为了消遣。早起
卖货，晚 6 点收摊，一天都在外面。
今年 6 月 15 日，二姐晚上收摊
回家，在车站附近摔了一跤，把胯骨
摔裂了。因是疫情期，岁数又太大，
去了两家医院都不收，意思就是听天
由命吧。
二姐很痛苦，在医院时就不停地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儿女
们把她拉回家后，她痛苦地躺在床上
妈呀妈呀的，她说想吃安眠药死了算
了。痛苦中，她一直坚持着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
。二姐的心很诚，
白天念，晚上也念。
二姐住 6 楼，她女儿住同楼 4 楼。
女儿晚上来照看她。二姐就是不分昼
夜地念“九字真言”
。二姐年岁太大，
又有糖尿病，牙也不好，每顿一小碗
小米稀饭，疼痛折磨得她瘦了不少。
家人对她身体康复不抱太大希望。
就在前几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她打电话来，说能翻身了。我去她家

看她，她也不喊疼了，不哎呀妈呀地
叫了。她推着四个小轱辘的车能在地
上走了，这说明她骨头愈合了。我当
时很震惊。二姐告诉我她白天晚上都
念“法轮大法好”
，结果就能走了。我
心里很激动。
这简直就是神迹。92 岁老人，把
胯骨都摔裂了，医院不敢收，就凭着
诚心念“大法好”
，骨头愈合了！要知
道老人的骨头都很脆了，普通人还讲
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二姐还懂得敬法。之前二姐问我：
“是不是躺着念大法好不合适呀？”我
说：
“你现在情况有点特殊，你就先躺
着念吧。
”
二姐说她除了晚上躺着念大法好
不算，只算白天坐起来时，每天能念
1000 多遍。
二姐身体越念越好之后，她想数
数一天到底能念多少遍。二姐有文化，
自己把“九字真言”写在纸上，掰着
手指念一个来回就是 20 遍，然后写
在纸上 20，再念一个来回再写上 20，
最后累计一下。我看一张纸上统计是
1000多遍，
另一张纸上是1300多遍。
二姐就凭着法轮大法能救她的至
诚的心与顽强的意志力，念诵“九字
真言”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我感慨于二姐对大法坚信的心，
更被法轮大法师父的洪大慈悲感动！
我想对还不明真相的世人说，请
了解法轮功真相，这是得救的机缘；
请记住“法轮大法好”
，珍惜大法，那
是伟大的佛法，正在弘传世界，正在
广救众生，请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

“九字真言”显奇迹
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迄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上亿。
“真、善、忍”
是宇宙特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接
通宇宙中正的能量，念诵者心念越诚，越能调动宇
宙和自然界中正的因素，得到上天的护佑，因而会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真相

法轮功与健康

北京万例法轮功调查报告
法轮功传出后，因其祛病健身的
奇效家喻户晓，短短几年时间修炼人
数不断增多，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前，
大陆有 1 亿人修炼。
1998 年 10 月，医学界专家调查
了北京 5 个城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调
查人数 12731 例。结果显示：完全康
复 58.5%；基本好转 24.9%；有好
转 15.7%；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
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
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总有效率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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