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推“共同富裕”，恐变共同贫穷？

福建的疫情持续延烧，

短短几天就超过300多确诊

病例，疫情传播了至少5代，

当地很多地方封闭，但疫情

仍在扩散，形势非常严峻。

厦门接种疫苗近90%，

莆田仙游92%，都已经远远

超过建立免疫屏障所需的

70～80%接种率。此前，云

南瑞丽接种率96.92%，也

照样感染德尔塔。

有网友质疑：国产疫苗

到底有没有用？“记得一位

科学家说过，病毒大流行期

间，这么多人短时间内同时

接种疫苗，是从来没有过的

事情。很容易出现ADE。”

更有消息传，福建疫情

已出现ADE效应，ADE是

指一些次优的抗体与病毒结

合后，不仅不能防止病毒侵

入人体细胞，反而会增强病

毒感染免疫细胞、促进病毒

在体内的复制，接种疫苗后

反而更容易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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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危机
最坏和更坏的结局

冰山一角：
中国乡村忧思录

郑州洪水中
救己救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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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严重不均的根源。中共这种“杀富

取财”的做法，是让民企充当贫富不均

的替罪羊，替中共的维稳保权保财买单。

旅美时评人唐浩指出，中共拿刀逼

着企业掏出来的钱听起来不少，其实很

有限。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

块，如果把阿里巴巴、腾讯和拼多多总

共捐的1600亿分给这6亿人，平均每人

也只能一次性分到267块钱，根本解决

不了问题。

中共引导民意“仇富”，以为党出来

主持正义了，要大企业把钱交出来分给

老百姓。可是在没有监督和制约的极权

体制下，钱真的会交到老百姓手里吗？

中共强夺民间资产，让财产权失去

保障；又以“反垄断”的名义干预市场

运作，使企业无法自由竞争；加上越来

越复杂的政治风险，就会使民企和海外

投资者对市场失去信心，不敢轻易投资，

使更多企业解散、裁员或出走。接下来，

失业会上升，人们的收入与消费会减少，

这样中国就不会走向“共同富裕”，反而

会走向“共同贫穷”。

显然中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副

总理刘鹤出来“澄清”说要保护产权和

知识产权。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

被中共打得风声鹤唳，谁还相信中共说

的呢？

中共日前喊出“共同富裕”的口号，

要进行“三次分配”，吓得大陆民企纷纷

花钱消灾，捐赠财产：腾讯捐了500亿

人民币，阿里巴巴1000亿，拼多多也捐

了161亿。

在华台企和香港企业也受到波及。路

透社披露，北京闭门约谈香港主要地产

商，声称香港“游戏规则已经改变”，要

求他们“爱国”“守规矩”，以及“回馈

社会”。

9月17日，香港地产大亨李嘉诚家

族又售出上海一地产项目——世纪盛荟

广场，套现21亿人民币，疑似加速跑路，

撤离中国。

在华台企联谊会连忙表态将成立“共

同富裕”基金，显然是担忧台企在大陆

的财产也被收割。

据美国彭博社报道，中共对民企巨

头的连环整顿，令民企股价大跌，财富

缩水。其中跌得最惨的是拼多多创始人

黄峥，损失近1746亿元人民币。农夫

山泉董事长钟晱晱损失近1164亿；腾

讯的马化腾损失近646亿；阿里巴巴的

马云减少446亿；恒大的许家印也榜上

有名。

众所周知，大陆民企巨头背后都有

中共权贵势力的影子，民企只是权贵家

族的白手套，政商勾结暴敛民财，才是

福建疫情疑现
ADE效应

简 讯
202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行走在北京市中心的人们。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是人们早

已预期的大概率事件。近日，恒大集

团爆发严重债务危机，并在中国各地

引发大大小小的讨债抗争。

恒大曾经有过的“辉煌”，也是

中国泡沫经济“辉煌”的缩影。恒大

是房地产龙头企业，还曾拥有职业足

球队、矿泉水、电动汽车和用来集资

的理财产品（恒大财富）。但恒大也

因为高速的多元化扩张，不断借贷，

迅速累积了大量债务。

恒大两周前公布2021年上半年

财报，负债总额高达1.97万亿元人

民币，涉及155家银行，每天利息

支出就是3亿元，而它的现金却只有

860亿元。其实从去年9月起，恒大

基本上就是拆东墙补西墙。虽然坐

拥土地储备2.93亿平方米，在全国

223个城市有778个在建项目，但一

大半停产，并且拖欠了许多工程款。

恒大的地产纠纷案件高达一万多起。

房企与中共权贵集团利益交错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

谢田教授分析说，中国大多数房企始

于1992年中共开始国企改制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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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建伴随着国有资产全面流向中共

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公然掠夺国

家财富。这些房企大都借用中共高官、

权贵的后台或关系，大面积购买土地，

私相授受，2000年代中期开始在香

港上市，筹集资金后，又在香港大肆

购买香港地产，再回过头来发展大陆

的地产业。

恒大董事长许家印也位列中共高

官行列，全国政协常委，正部级待遇。

恒大近年来累计分红1000多亿，许

家印持有77%的股份，财富大部分

通过他进入了背后的权贵手中。

而恒大在海外发行美元债的年息

曾高达13%，在大陆的融资成本高

达20%，甚至36%，如此高的融资

成本怎么可能赚钱？

最坏和更坏的结局
北京如果不接手恒大，任其自生

自灭，恒大的危机可能会成为中共跨

不过去的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巨

大。恒大倒下注定会产生“蝴蝶效应”，

百万建筑工人失业，讨薪不成会演变

成社会问题；供应商无法收回货款，

纷纷破产；已缴纳头款的买房一族，

会加入维权的行列；恒大理财产品的

投资者，会起诉恒大高层的内幕交易；

上百家银行用泡沫价格维持的“资产”

顿时成为坏帐，成为中国金融危机的

导火索……

中共当局如果接手恒大，成本会

非常高昂。恒大的畸形发展模式——

超高杠杆、用高债务的方式扩张、用

借来的钱分红和套现，就会被其他几

百家大型房地产公司纷纷效仿，在其

背后中共派系力量的支持下，变本加

厉地膨胀其债务，欠债分红，加速掏

空资产，最后也留给中央政府像恒大

一样的烂摊子，迫使中南海接盘。

这会迅速扩大房地产泡沫，促使

房市泡沫最终破灭，可能引发中国整

体经济的崩盘，甚至使中共政权瓦解。

结语
恒大的麻烦，是其公司高层持续

地一边从银行高息融资，一边分红套

现，作为白手套协助权贵捞钱造成的。

无论中共当局救与不救，代价都非常

巨大。中共在恒大事件上陷入深重危

机，这不是在好和坏的结局之间做选

择，而是中共必须面对的最坏和更坏

的结局。

据称，中共会将恒大一分为三，

变为国企。债务转为国债，仍由百姓

买单。继地产行业后，高达45万亿

的地方债也将爆雷，这将威胁到中共

政权。央行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200

亿元人民币，高物价时代已在路上，

老百姓吃草的日子也许真的要来了。

恒
大
集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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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省部级每人平均一年的福利、

津贴，可达112.3万多元，还不包

括退休金和“级别待遇开支”。这还

只是公开的福利，每人每年的花销就

花掉纳税人上千万元；还有更多看不

见的福利。

2009年，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

奎曾经公开了中国“医疗卫生支出”

的去向。以2006年为例，全国卫生

总费用约为7000亿元，其中政府投

入约1190亿元，这里面的80%，即

952亿元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

身上；其他13亿人，只能分到20%，

也就是区区238亿！

他还透露，全国有40万名官员，

长期占据干部病房、疗养所、度假村，

中共元老们退休后的待遇，百姓

们无法想象。

网上公开的“中共退、离休正省

部级特权福利”披露，退离休的省部

级官员会配备专职司机、警卫、专职

工作人员，75岁以上还会增配医护。

他们一年享有4次国内旅游和休

养，每次3周，带家属、子女人数不限。

乘坐的交通工具也会报销，飞机“头

等舱”或“商务舱”可以有2～ 4位，

火车可以有“软卧房”一间。地方交

通会给其配备3辆轿车，或2辆小型

旅游车。

住宿可选在4星级或5星级酒店，

可以租2个高级套房，住宿期间的餐

饮实报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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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老的“长寿秘诀”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豪华“八星级”干部病房。

一年费用高达500亿元。

副部级以上的官员，成年累月住

在高干病房，享受高级护理和世界上

最贵的药，每天花销“几千、上万元”；

住一次院需花费300万元。

部队将军们在山上、在海边有自

己的疗养别墅，配备一个正师级军事

单位专门为他们的健康、安全与吃喝

拉撒服务。

那么，更高级别元老的待遇和花

费便可想而知。他们活过百岁的“养

生秘诀”，只在于他的高官身份。

2014年人民网刊发《中央领导

们的一日食谱》说，每天要吃够25

种食物。《苹果日报》2018年5月报

导，中共有特供制度，专门向中南海

供应由“特供基地”提供的食物。国

务院属下有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

特供中心”，专为各个部委高官提供

优质有机食品。

一份来自北京301医院的“981

首长健康工程”的广告透露，中共领

导人的“延寿目标”为150岁，普遍

比外国领导人高出许多。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思迪披

露，上世纪60年代，中共高官通过

输入年轻人的血，进行人工“延年”。

到80年代，他们转向器官移植，用“更

新器官”来延长寿命。

2019年6月，英国“独立人民法

庭”指控，中共活摘器官已大规模进

行了很多年，而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

主要来源之一。法庭终审判决中共犯

下“反人类”罪行。

政法系被整肃 迫害民众遭报应

8月16日，第二批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正式启动，瞄准对象是中央和

省级政法机关干警。日前，16个中

央督导组全部到位，31个举报信箱

首次集中公布。全国教育整顿办强调

要“动真碰硬”“走深走实”，绝不能

“前紧后松”“下紧上松”！

根据政法委8月底通报，第一批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针对基层政法系

统，从2月至7月底结束，有近18

万干警因违纪违法被处分和处理。

第二批整顿范围包括省(区、市)

政法委、高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厅、

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等省级政法单位

以及片区内中央政法单位的直属单

位、垂管单位、派出机构等单位政法

干警的违纪违法问题。涉及干预司法、

经济违法违规等问题。

中共有关会议和官媒称，要坚决

清除周永康、孟宏伟、孙力军等害群

之马的余毒，暗示政法系统一直都掌

握在江系手中。

时评人横河分析，政法系统迫害

了很多民众，它是中共维持统治的刀

把子。这当然有内斗因素，“也是一

种报应，从天理上说，你做了坏事总

是要承担，要受到报应的”。

报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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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中国乡村忧思录

位于湖南省西北边陲的麒麟村，

是真实的中国乡村现实的冰山一角。

下面是这个村的村官在爱与痛又无力

改变之中写下的片段。

赌博盛行。这种娱乐方式在20
年中长盛不衰。一群身强体壮的中年

男女在麻将桌旁下赌注。他们不分昼

夜，天昏地暗，直至把口袋里的钱输

个精光，借得无处可借为止。

过年，远方的游子回来了，走门

串亲的人也多起来，牌友云集。不少

人把全年的血汗钱一夜之间都输光，

回家后夫妻反目，甚至大打出手。

新年过后，打工大军又去挣钱了，

下次过年再重复同样的故事。

扭曲的微信。村里通了光纤，全
家人整天捧着手机玩微信，玩到黑白

颠倒，累了睡，睡醒了又玩，放任生

活于一种无聊的恶性循环中。

许多夫妻在外务工，孩子由爷爷、

奶奶照顾。老人不懂，任由孩子聚集

在墙角，不分昼夜地打游戏，上QQ。

这些年，村里考上名牌大学的为

零，考上一般大学的也廖廖无几，倒

是逃学、辍学的越来越多了。

依旧故乡，但相夫教子的传统已

不复存在，年轻一代让人看不到希望。

买码之风愈演愈烈。买码，在
香港称为“六合彩”，一星期开2～ 3

期，因奖赔率高达1:40而非常诱人。

我村前20年就有人坐黑庄，买码的

村民不计其数。

再无耕读专家。村民认为，现在
大学生多如牛毛，国家又不包分配，

毕业后要自己找工作，还不如早早出

来打工，弄点钱早成家，结婚生子。

好坏、是非的衡量标准，变成有

钱就是有本事，是大多村民崇拜的对

象，教育孩子的榜样。其实一夜暴富

的人，也许是靠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敢于挑战道义和法律底线发财的。

即将荒芜的土地。许多土地荒了，
无人耕种。因种地成本越来越高，村

民说明年什么也不种了，划不来。反

正米四处有卖的。

过去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

了，全靠除草剂和农药，这样连续多

年，田土退化，土质板结，甚至土地

中毒，造成产量骤降或颗粒无收。

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

了，乡村的衰落不可避免。

日渐凋零的老一辈。很多老人
没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

却宽厚仁慈、德高望重，他们一个个

相继去世。

家庭根基开始坍塌，家风败落，

族人之间不再友善和睦，尚未成家的

小辈可以辱骂叔辈，甚至操起家什砸

向自己的父母，兄弟间尔虞我诈，妯

娌间相互仇恨。

在中共治下，故乡还在，但它的

魂魄已死，古老的宗族家训的血脉早

已被掏空。

2021年7月20日，在郑州京广隧道内
遇难的许玉昆（左）、李浩鸣（右）。

2021年9月24日

调查曝半数人两年无储蓄

日前央行公布的“2021年消费

者金融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有

56.4%受访者表示近两年内没有储

蓄行为。有超过4成的受访者债务负

担重。

上海王先生对大纪元表示，老百

姓除去煤电费、房租、生活费等，哪

里有钱存款？“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生

病，马上一夜变贫穷。”

长沙的程女士说，“为了生存

从早到晚在奔波，根本没有什么生

活……想休息一下或去旅游都是一种

奢望。”现在经济特别不好，失业的

人很多，“年轻人每月要还几千元的

房贷，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千元，整天

过得提心吊胆”。

“（老家）农村老人靠种地卖菜一

年不过五六百块钱收入……物价这么

涨，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如果生病，

就只能在家等死。”

官方资料显示，中国现阶段超过

9亿人的月收入不足2000元，还有

6亿人的月收入不到1000元。年轻

人一进入社会就看到天花板，没有奋

斗的希望，纷纷选择不婚、不育的躺

平主义，整个社会缺乏向前推动的动

力，经济处于恶性循环状态。

农村留守老人。



2019年中共九部委发文迫害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没有“转化”，所以铁岭

县政法委才将法轮功学员的“转化”

问题作为整改的首个重点。当地有72

名法轮功学员是整改对象；整改时

间延续到2020年6月。手段是继续

采取“转化攻坚”（即暴力转化，包

括实施绑架、酷刑）措施。法轮功“转

化率”已成为铁岭县直属机关年度考

核指标，考核单位是县政法委。

大纪元获得的另一份内部文件显

示，对全县年初确定的52名法轮功

学员全部建立监控转化档案，实行包

保责任制，一人一策。当地还新建转

化洗脑中心等。

可是到8月30日前，整改的结

果仍是只有1%（8人）被所谓“转化”。

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基层

政法委的内部文件显示，中

共九部委在2019年联合发

布对法轮功的迫害文件——

《关于“法轮功”人员解脱

和其他×教及社会有危害

气功人员脱离工作的意见》。

基层政法委按此文件要求，

在整改中把对法轮功的迫害

放在首要位置。当年，绑架

骚扰了近万名法轮功学员。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发言

人张而平对此表示：“这些

政府官方文件显露出，中共

对法轮功的打压政策自从1999年7

月20日以来没有改变。”“这些文件

同时也披露出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冒着

生命危险，依然在大量地传发各种真

相材料，做得非常有力度，让迫害好

人的中共胆战心惊。”

“转化”被作为整改首要重点
辽宁铁岭县政法委在8月30日

的《关于开展省委第四巡视组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的汇报材料》中提到，为

落实上述《意见》，县政法委召开反

×教工作会议，传达省市两级指示并

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解

脱”工作。辽宁省政法委还专门开办

了有关“解脱”的培训班。

在这份文件中，对法轮

功学员的“转化（放弃信仰）”

迫害工作被列为首项整改工

作，而对扫黑除恶力度不够

的整改被排在了第二项。

时评人横河说：“这个文

件和以前的类似文件显示，

巡视组从2017年开始对政

法和‘610’系统的巡视，

都是针对在迫害法轮功方面

‘政治站位不高’‘主动性不

够’‘力度不够’要求整改，

说明迫害已难以为继。”

文件显示，因为一部分

2021年9月24日5 真相

很多放弃修炼的“三书”

不是法轮功学员本人签字

的。各地政法委、“610办

公室”用逼签、让家属代签

等方式，以完成“转化”任务。

20多年来，中共对法轮

功学员的强制“转化”（放

弃信仰）行动没有达到目的，

它开始避免使用“转化”一

词，用“解脱”一词代替，但

“解脱”的前提仍然是放弃

信仰，换汤不换药。

整改另一重点：阻止
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为了让中国民众了解法轮功真

相，大陆法轮功学员利用发送真相传

单、贴真相标语、挂真相横幅等方式，

在国内各个场所讲真相。

铁岭县政法委内部文件中整改措

施的第三大项，是加大了对法轮功学

员散发真相资料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等

活动的打压，以及收缴各类真相资料。

还加大了诬蔑宣传，如新建所谓反×

教主题广场，发放大量诬蔑宣传册、

宣传单、宣传折页等近5000份。

然而，这并不能阻挡法轮功学员

讲真相。据明慧网2018年10月16

日报导，在铁岭，人们上街就能遇到

大法弟子告知中共迫害大法修炼人的

真相，抬头就会看到“真善

忍好”“法轮大法好”“三退

保平安”“法轮大法洪传世

界，福益全球”等真相信息。

结语
对于上述内部文件的曝

光，张而平表示：“尽管出

于害怕曝光，中共媒体不敢

公开这些打压的情况以及他

们的迫害政策，但纸包不住

火。”“国内很多有正义感的

人士还是揭露和散发出许多

中共见不得人的恶行。”

文件截图。

在铁岭，随处可见“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等真相信息。



6 见证

时候，雨下得很大，水没过了脚面。

去公交站等车不到10分钟，水深到

小腿以上。

见到这种情况，我催促女儿赶快

走回家，我也手提着在医院用的两个

衣袋子往自家赶。这时风雨越来越大

我是河南的法轮功学员，今年

67岁。我经历了今年7月20日郑州

发生的特大水灾。

那天从早上就开始下雨。我外孙

女因病住院，那天要出院了。下午2

点多，我和女儿办完出院手续出来的

郑州洪水中救己救人的经历

2021年9月24日

见 证 拘留所警察眼中的法轮功

今年八月，我因讲真相被警察非

法关进拘留所。

第二天，管班警察把我带到办公

室，说要给我做笔录，全程“执法仪”

拍摄。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

是大法弟子，讲真相被警察蹲坑、跟

踪、绑架关了进来。我没犯法，宪法

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信真、善、

忍，为何要被迫害呢？！所以在派出

所，我是零口供、零签字，如果想了

解法轮功真相我就告诉您，别的就别

问了，我不会回答你的。”

没想到他异常兴奋，说：“法轮

功好啊，我们接触的法轮功都是特别

好的人！”这时他发现执法仪开着呢，

就说：“等会儿，我把这段删了。”

他删除了那段对话，关掉执法仪，

摘下口罩，我看到他的脸兴奋得发红，

接着他给我讲了2000年中共开始迫

害法轮功时，他接触到的大法弟子。

“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没有文件，

都是口头传达，让我们严厉对待被抓

捕的法轮功学员，可严了。我管的号

里有个法轮功弟子，很坚定，我观察

他，感觉他很善良，这和电视上说的

可不一样。过去20年了，我依旧记

得他的名字，他太好了。有段时间我

让他当号长。别的号长都会利用‘检

查’的权力把被拘留者的家人送来的

衣物、食品等私自扣留，有的号长下

监时能带走一大书包袜子、衣物。可

是这个法轮功学员认真检查后，从来

不克扣任何东西，别人送给他点小物

品他从来不要。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

轮功的‘真、善、忍’是多么伟大、

可贵！他下监时还穿着那双露脚后跟

儿的破袜子……”

说到这，这位警察有点哽咽，他

接着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跟我

说，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你。除了打电

话。”我说：“谢谢您的善良、理解，现在

瘟疫这么严重，您要保护好自己。”

他说：“我是为了生存才干了这份

差事，不得已啊！但是我可以保证在

这里没人敢欺负你，坐板时你可以炼

功，不用值班，有事儿随时找我。别

小看我们这帮人，你是临时在这，我

们警察可是终身监禁啊！心里不明白

给自己留条后路就白混了。”

真为这些明白了真相的众生高

兴！法轮功学员的付出没有白费。

了，有的地方路面积水齐腰深了。

我在雨中趟着水走了一个多小

时，才走了不到1/10的路，回家已

是很困难了，我就改道去较近的娘家。

此时道路两边的绿化带看不见了，到

处都是洪水一片。有好几次我被洪水

冲得踉踉跄跄，脚下都站不稳了，一

米多高的水浪打在身上，大风一吹浑

身凉飕飕的。

路上的公交车、私家车、电动车

都泡在水里动弹不得，我也陷在水里

行动困难，雨水打在脸上，眼睛都睁

不开。

于是我就大声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不停地念，不停地念。

念着念着，浑身热乎起来，脚下也稳

健了，步子也加快了。

这时，有个50多岁的妇女一把

拽着我的胳膊说：“帮帮我，不要让我

摔在水里。”我说好。

我紧紧拉着她，一直把她拉到水

浅的地方才松手。危险总算过去了！

我知道，在灾难面前，是大法师

父在帮我，在保护着弟子。不然，可

能我自己都过不去这个难关，更别说

帮助别人了。

2021年7月21日，河南省郑州市京广隧道口，被洪水冲击在一起的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