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发通报 唐山事件难有真相

6月19日，有网友爆料，

事发的唐山老汉城烧烤店正

在拆除中。网上流传的视频

也显示，烧烤店内的桌椅等

物品已被全部清空，店内的

天花板也正在被拆毁中。

众所周知，这样一个全

国关注的重大事件，这么关

键的案发场所，如果没有警

方或官方的批准，烧烤店是

绝对不可能被拆除。

网友认为， “案件还在

调查中，犯案现场被摧毁，

还能指望案件水落石出吗？”

时评员唐靖远分析，凡

是引发大众舆论关注的重大

事件，中共都要拆毁事发地

相关建筑和设施，更主要的

目的是想要抹杀大众的群体

记忆，然后再重塑记忆。

网友说，“远比想象要

黑暗，远比想象要残酷，远

比想象要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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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暴徒打人事件”
再证中共必须解体

张文宏研究报告：
非高危人群重症率为零

22年前一名央视记者
对“1400例”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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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官方通报中被打的白衣女孩

的年龄（31岁）和职业，与视频中女孩

形象不符，网传被打女孩19岁，是刚参

加完高考的学生。之前，已有网友质疑

官方给出的唯一一张躺在担架上的女孩

照片，从衣着、发型看，并非烧烤店被

打女孩。那么，被打的四名女孩在哪里？

许多网友关注她们是否还在世。网

传视频结尾处显示女孩跑向胡同，在小

胡同里发生了什么？中共会不会回应胡

同监控视频为何丢失、女孩是否被碾压

强奸、照片有没有被掉包等问题呢？

其实通告已经告诉我们，中共认定

的说法只有一个：四个女孩没事，两个

轻伤，两个轻微伤。这就是中共要告诉

大家的“真相”，而背后那些事绝对不会

告诉大家。至于人们信还是不信，都没

有关系。女孩是生是死依旧成谜，中共

是不会说出真相的。

出警花了30分钟?  
据通报，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在6月

10日凌晨2点40分，一分钟后就有人

报警了，但直到3点9分民警才抵达现场。

派出所与烧烤店的距离不到两公里，

打人事件发生后15分钟，120就已经抵

达现场接走伤者，但警察却花了近30分

钟。而6月10日，机场路派出所警察陈

志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接警后5分钟

赶到，谁在撒谎？

这些黑帮会受什么惩治？ 
网易有文章称，经律师分析，若数

罪并罚，暴徒可能被判10年徒刑。网友

跟帖：10年？这些暴徒三四年就出来了。

唐山烧烤店打人者如此肆无忌惮，

为其撑腰的是背后的保护伞。中共为了

平民愤，会推出几个大小喽啰，但更大

的保护伞不会被查到，因为再往上查，

就相当于要掀翻中共这条船了。

每一次惨烈事件的发生都会在国人

心中留下印记，都会帮助国人更清晰地

认清自己身处的是怎样一个悲催的社会，

都会加速中共的解体。

唐山烧烤店黑恶势力殴打四女子案

件，引发众怒，网络追责声不断。迫于

舆论压力，6月21日，河北省公安厅发

布了一份案件进展通报，称2名遭围殴

女子轻伤2级，另2名轻微伤。对此，网

上舆论哗然，网友说“果不其然”“人民

渐渐发现原来自己一直被当作傻子”。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据此通报

可以得出结论：唐山打人事件难有真相，

中共在推出若干喽罗平息民愤后，唐山

黑势力将继续存在。

暗箱操作 掩盖受害者真实伤情
四川刑事律师汤弘扬表示，他对轻

伤认定感到意外，“虽然我是一名法律从

业者，也常常处理刑事案件，但真的没

想到才轻伤二级。”

澎湃网报道，对于中共2013年发

布的《人体损失程度鉴定标准》，“有学

者指出，其中部分条款并不严谨，损伤

等级判定标准具有不平衡性。”

不只是损伤认定标准的问题，在中

共体制下，这些鉴定机构并不是独立的，

而且整个事件中缺乏媒体独立采访，缺

乏受害者和其家人发声，此种情况下，

通报所说的受害者伤情，包括司法鉴定

意见书都是没有说服力的。若仅是轻伤，

为何不让受害女孩出镜给大家看看？

唐山毁灭罪证
烧烤店被拆毁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唐山烧烤店旁边的胡同里疑似地上有血迹，但
胡同里的视频监控“被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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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不许我们律师接唐山的案子。”

唐山是一个地级市，根本没有

能力直接下令上海律师不接案子，所

以这个禁止上海律所介入唐山案的指

令，只可能来自中共更高层级。可能

全国各地律所都接到了类似的通知。

为什么中共不想让外地律师参与

唐山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不允许

案情的真实情况流出唐山。而本地律

师容易控制，他们不敢乱说一句话。

打人事件发酵到今天，没有任何

媒体对四个女孩采访和报告，律师不

能接唐山案，记者被打，唐山全市进

入封城状态，所有来唐山的人都被监

控。中共才是唐山黑社会的保护伞。

中国人没有了安全感
唐山事件发生，中国人失去了深

夜撸串的安全感。有人说：这是因为

没有人敢见义勇为。中国人真的失去

勇敢了吗？

在刚刚发生的铁链女事件中，有

两位女子不惧危险，深夜驾车前去探

望身在精神病院的铁链女，被当地公

安抢走手机，强行绑架拘留。为铁链

女发声的央视记者王圣强，突遭消声，

网传他也遭公安拘禁。还有武汉封城

中用视频披露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方

斌、陈秋实，他们至今音信全无。

不是中国没有人见义勇为，而是

中共在严惩见义勇为。对中共而言，

它关心的不是事情的是非曲直，更不

是世道人心，而是自身权力的绝对掌

控，它要的是老百姓从思想到行为的

绝对服从。中国老百姓不安全感的真

正来源，正是地方黑恶势力的背后老

大——中共。

唐山打人事件让海内外更多人认

清了中共，有国人说，“从农村到城

市没有一个不骂共产党的，全国的老

百姓都盼着它快点完蛋”。觉醒的中

国人纷纷退党、退团、退队，不再与

其为伍。解体中共，中国人才能结束

自己的苦难。

进入2022年，中国人再次被发

生在身边的邪事恶事所震撼。上海刚

刚经历封城惨状不久，6月10日河

北唐山又爆出“暴徒打人事件”，多

名男子群殴4名女子，视频上网，引

发众怒。据媒体报道，前段时间在微

博平台上三个相关标签中，有一个浏

览量已超过48亿次。

中共才是唐山黑社会的保护伞
“唐山暴徒打人事件”绝非孤例。

2020年台州顾女士遭到骚扰，被殴

打致昏迷，住院15天，打人者仅被

行政拘留10日、13日。网友评论：“全

国都是唐山，只是尚缺一个视频。”

现今的中国已遍地是灾，但是，

中共的权威说法却是“我们党领导人

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

迹”，粉红们也在不停转发“深夜出

门撸串？不好意思，美国给不了你这

种安全感”。

唐山暴行令人发指，官方反应更

令人愤怒。除了将犯罪现场毁掉、拦

截外地记者、网络处罚账户外，还威

胁各地律师，不许接唐山案件。

6月18号，上海市荣业律师事

务所主任周双虎律师发出帖文称：“唐

山的黑手已经伸到上海了？昨晚接到

“唐山暴徒打人事件” 再证中共必须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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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匪勾结。（《九评共产党》插图）

贵州媒体记者遭
唐山暴力执法

中共治下的社会基本伦理

特征就是黑白颠倒。

6月15日，中共唐山官方

对探寻真相的记者打压升级。

唐山火车站规定，返唐和来唐

人员均需到社区报备登记；来

唐人员被统一安排车辆进行运

转，上车前必须人车合影。

贵州广电《百姓关注》记

者张巍瀚曝光，6月12日，他

前往烧烤店采访，在路边看到

有人送花，也有人在烧烤店门

口播放哀乐。烧烤店店主报警

后，赶来的警察却把自己带到

派出所。张巍瀚说，在机场路

派出所，他被警察辱骂，并遭

暴力执法，按住头跪在地上，

双手反扣在背后。

以上事件更能证明，中共

应对唐山暴徒打人案的手法是

系统性的，压根就没打算给出

真相、公正执法。

大纪元

新唐人

6月15日，一名女子通过

视频举报，原唐山市古冶区公

安分局局长李树军利用公职权

利，包庇一起“买处奸幼”恶

性案件中40多名官员及富豪。

视频称，李树军把2018年

40多名政商人员涉及的买处女

强奸幼女的大案，仅让两名犯

罪人员落网，其他人未受处罚。

有不少网民表示，唐山曝

光的警匪勾结只是“冰山一角”，

“全国都一样”。

唐山女举报公安
包庇“买处奸幼”

新唐人



张文宏研究报告：非高危人群重症率为零
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领衔的团队

近日发布报告显示，新冠病毒奥密克

戎患者总体重症率为0.065%，非高

危人群重症率为零。但被指违背了中

共的动态清零政策，很快文章遭删除。

报告明确否定了极端清零政策
6月18日，中共疾控中心属下英

文刊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

（CHINA CDC WEEKLY）发表了由上

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张文宏教授

和马昕教授领衔的大样本数据研究。

这项研究纳入33816名非重症

奥密克戎感染者，所有感染者均无基

础疾病、或者虽然有基础疾病但处于

稳定期。研究数据显示，在轻症患者

中，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咳嗽咳痰、

乏力以及发热，症状持续的中位时间

为7天；平均核酸转阴为6天。

上述感染者中，有9260人属于

高危组，24556人为非高危组。对

于高危组的定义是：年龄大于60岁

或各种长期病患者，或免疫功能缺陷。

该项研究中，有22人发展为重

症，总体的重症率为0.065%，高危

组重症率为0.238%，非高危组重症

率为零。并且在转为重症的22人中，

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比例，没有

大的区别。

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

林晓旭博士表示，张文宏团队的报

告对Omicron感染的情况做了一个

比较完整的分析，证实了国际上对于

Omicron变种的共识，即Omicron

病毒虽然容易传播，但整体而言症状

较轻，这明确地否定了中共的极端清

零政策。

林晓旭认为，根据张文宏团队的

研究，33,000多人，总共只有22个

人发展成为重症，说明完全依赖核酸

检测的结果，把大量的人群转移隔离

等等，只会严重增加医疗系统的负担，

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对整个社会的

经济带来没有必要的重创。

但林晓旭说，这个报告迟到了几

个月，在几个月里，上海人无端地承

受了没有必要的灾难。中共一味追求

数字清零，导致上海封城造成的人道

灾难远大于疫情本身。

民间对清零政策忍无可忍
张文宏的报告再次引发民众对清

零的质疑。有网民表示，这是上海消

耗巨大成本换来的这份大样本数据，

“科学是唯一选项，强权不能解决任

何问题。”也有人慨叹： “折腾了九十

多天的上海，重症率为零！而上海普

通人因不能及时就医，死亡率多少？”

旅美经济学者郑旭光举例说，“譬

如说上海每天有七千台手术，我不知

道这个（封城）期间每天能做多少台，

很多急症、危重症患者可能就失去了

治疗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也就失去了。

但中共是政治挂帅，它不会听专

家意见，只会让专家来论证它自己想

要的，讲真话、有思想的人被打压，

这就是中共体制。 

2022年6月25日 视角 3

英文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截图。

编辑 夏昀

上海老人凌晨排队
多地银行限制取款

在深圳、上海和丹东都出现挤兑潮。

在辽宁省丹东市，网友上传的视

频显示，丹东银行门前大排长龙，网

友披露，丹东多家银行都取不到钱了。

据新浪20日报导，江西九江一名

储户去当地农行取款，被限制一天只

能取1000元。还有网友称，深圳农业

银行也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取1000元。

在上海，自六月解封以来，多家

银行前涌动人潮。银行却以防疫为由，

限制每天用户数量。

上海有些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凌

晨2点就赶到银行排队，5点不到就已

经无号。此外，广东以及支付宝也爆

出限制取款问题。

有关人士分析，上海出现的挤兑

潮主要与两个多月的封控有关系；另

外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银行产生了

不信任；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国民经济

出现问题。

自今年4月中下旬开始，河南四

家村镇银行的储户遭遇“取钱难”。全

国各地受害储户的钱“凭空消失”，健

康码还被河南官方赋予“红码”，致使

他们的维权行动困难重重。该事件导

致民众对银行的信心严重受挫，近日 希望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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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也是有比例的。中共1948

年将打击对象定为农民总户数的8%、

农民总人口10%。后来把打击面缩小

到3%。以当年3亿农民计算，至少

也要斗争出900万阶级敌人来。

杀人是革命的需要，杀得多、杀

得狠是革命的忠诚表现。作家铁流曾

回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那没

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白的脑花和红

的血水流成一条小河，半匹山的山坡

看不到绿草，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

真叫惨不忍睹。” 据估计，土改中酷

刑致死、枪毙的地主约200万人左右。

触目惊心的反人类酷刑
被中共视为异议人士的高耀洁女

士回忆说，河南豫西土改，她当时被

迫分在工作组，斗争地主的场面，实

在太恐怖，使目睹者吓得不自主地全

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

2007年，学者张英洪讲述了一

个湖南地主遭“凌迟”的案例：批斗

现场干部大声广播：“赞成枪毙陈老二

的鼓掌”，顿时掌声雷动。杜元富抽

出手枪对准陈老二腿部就是一枪，士

兵们接连几枪毙了陈老二。随即群众

纷纷割其耳朵和鼻子，剖膛取心，割

肉下酒。不过一袋烟功夫，陈老二只

剩下一副骨架子。

铁链女事件与唐山暴徒打人案，

网友总结中国社会中女性的境遇：“人

多的地方，群殴；人少的地方，强奸；

没人的地方，就成了‘铁链女’”。然

而这类事件不仅仅是某个流氓、暴徒

做出来的，它的“基因”来自中共。

中共在历史上早就对中国女性做出了

更邪恶残忍的罪行。土改时期的杀戮

便是典型写照。

毛泽东坚决反对和平土改
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会议讨

论土改时，许多开明人士主张颁布法

令，分配土地，不发动群众斗争。可

是毛泽东坚决反对，毛主张组织农民

与地主阶级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当时的口号是“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为什么一定要搞流血土改，刘少

奇曾说，土改要搞死一些人，负担重

些，农民也甘心，扩兵也容易。

农民不会为了几亩地就为共产党

拼命，但如果手上沾了地主的血，怕

地主报复，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了。

因此，中共一定要搞流血土改。

杀人权的下放与按比例杀人
中共土改的杀人权下放到了区一

级。共产党的区长、书记、工作组组

长可以随意掌握地主的生杀大权。

土改中的按比例杀人与对女性的摧残

2022年6月25日

土改中最血腥残暴的行径，是向

地主逼浮财这个阶段，土改积极分子

使出种种酷刑。诸如在铁皮桶里装满

烧红的炭火，强迫地主背在背上，叫

“背火背篼”；把钢管烧红强迫人手

抱，取名“抱火柱头”；还有“点天灯”，

双手手心向上绑起，手窝盛满桐油点

灯等等，惨不忍睹，丧尽天良。

“斗婆分妻”  对女性的摧残
民国成都市水上警察局局长石克

坚的妻子沈应伦年轻美貌、知书达理，

1951年4月被当作地主批斗。沈应

伦据理力争，工作队联防人员在“地

主太太”的面前大失颜面。雨点般的

拳打、脚踢以及棍棒落在沈应伦身上。

沈应伦当晚撒手人寰。

川东一位地主媳妇因交不起财

宝，被炭烤活人。土改人员拿四块砖

烧红，摆在地上四个角，强迫她双手

和两个膝盖拄在烫砖上面，再在她的

乳房和肚皮底下用热炭烤，烤得直流

油，使得乳房肚皮腐烂，双手致残。

另一位叫黎琼瑶的川东女子，当

年20出头，未婚。因交不出浮财，

先被工作队员暴打并灌辣椒水，然后

被扒光衣服用猪鬃毛扎乳头，身心受

辱，被逼当天跳堰塘自杀。

地痞流氓是中共土改的积极分

子，也是对地主妻女进行残忍性虐的

主要施暴者。花样众多，手段残忍。

如强迫未婚女子脱裤分开两腿被人摸

下身，将木块、铁条和脱粒后的玉米

棒插进女人下体反复朝里捅，脱光女

子的裤子用火烧下身。无法忍受被逼

自杀者，数字难以统计。

中共不断变换杀人借口，强化红

色恐怖，把杀人越货、好勇斗狠、变

态下流树立成“正义事业”加以推广，

使无法无天在中华大地上成为常态。

今天才出现了铁链女及唐山事件。

中共邪灵为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与

中国人的道德做足了血腥的准备。中

共的罪恶，罄竹难书。

土改运动。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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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网友曝光出的铁链女

视频和6月10日唐山烧烤店发生的

黑帮打人案，都迅速成为国内外媒体、

自媒体的关注焦点。虽然现在国内媒

体及网络上几乎看不到有关铁链女的

话题，唐山打人事件也被中共强行压

低热度，但仍有不少心怀正义的网民

时不时地发帖询问这几位可怜女孩的

安危和下落。

在网友一遍一遍相互提醒不要忘

记唐山4名女孩和铁链女的时候，中

共邪党已经在过去的20多年间屡次

制造着同样、甚至更为惨烈的悲剧。

派出所里发生的强奸案
2005年11月25日下午两点多，

河北省涿州市东城坊镇派出所，所谓

“执行公务”的恶警何雪健把51岁的

法轮功女学员刘季芝带到一间屋里，

劈头盖脸暴打起来，然后按倒在床上，

乱摸她的乳房并用电棍电击乳房。看

着电出的火花，何某连说：“真好玩！

真好玩！……”

何某不顾刘的拼命挣扎，使劲扒

去刘季芝的衣服，坐到她的肚子上，

将手指插入刘季芝的下身。刘在挣扎

中说：“你是警察，伤天害理呀！你是

年轻小伙子，求求你，放过我老太婆。”

何某置若罔闻，疯狂地把生殖器

掏出来对刘进行强暴。在此过程中，

何某还不断狠命地抽打刘季芝的脸、

狠掐她的脖子，刘季芝被折磨得遍体

鳞伤，惨不忍睹。同

屋还有另一警察无动

于衷，斜着脑袋旁观。

何某在得逞之

后，又把另一名42

岁的法轮功女学员韩

玉芝叫进去，如法炮

制，又强奸了韩玉芝。

痛苦不堪的刘季

芝、韩玉芝，还被接

着强迫劳动。是大法

师父讲过自杀有罪的教诲使她们走

过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中共把警察豢养成强奸母
亲的禽兽

如果说铁链女和唐山四女孩是社

会流氓、地痞对中国女性的伤害，那

么何雪健的无耻行为就是代表着中共

公权力对人民的侮辱，而且强暴的是

与他母亲同代的妇女。恶棍穿着的本

是保护自己人民的制服，却成了他强

奸人民的外衣，他所谓的“执行公务”，

居然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中华儿

女的母亲。

恶棍何雪健生下来就丧尽天良、

同禽兽一般吗？当然不是。他丧失人

性到这一步，也是经过了一个从人变

成禽兽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江泽

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推行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

消灭”的政策，从上到下践踏人权、

包庇和奖励犯罪、丧失人性所走过的

过程。

当“真善忍”成为被镇压的对象，

而“假恶斗”成为社会道德的普遍信

条，迫害好人的恶棍成为中共的先进

模范的时候，人变成禽兽就有了最好

的土壤。

何雪健就是在这样邪恶的环境

中，从人变成了禽兽。当强奸犯穿上

了制服，被强奸的就不只是法轮功学

员，每个人的母亲，每个人的姐妹和

女儿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当强奸犯穿上了公安制服

神目如电 报应不爽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自作自受”，

意思是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要承担后

果。而自古以来，诽谤佛法，迫害修

炼人的罪孽最为深重。

恶警何雪健公然强奸了两位与他

母亲年龄相仿的法轮功女学员的邪恶

行为被曝光后，引发海外愤怒声讨，

中共迫于舆论压力轻判何雪健八年徒

刑。他后来得了阴茎癌，做了两次手

术，其阴茎和睾丸全部切除，曾三次

自杀未遂，生不如死。

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不但造成了无数法轮功学员家破人

亡、流离失所，而且还把无数象何雪

健这样的人变成了禽兽，彻底毁灭了

他们的人性和未来。其造成的社会恶

果，不可估量。

只有终止这场迫害，把元凶江泽

民绳之以法，解体中共，中华民族才

会有真正光明的未来。 明慧网

刘季芝被毒打并奸污，臀部、腿部多处外伤。

中共连续23年
被列特别关注国

据明慧网报道，4月25日，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

（USCIRF）公布2022年度全球

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说，中国

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

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2021年

至少有10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

共迫害致死，892人被判处有

期徒刑，抓捕了数千名法轮功

学员。

报告说，“根据《国际宗教

自由法》（IRFA）的定义，鉴

于中共系统、持续和严重地侵

犯宗教自由，将中共重新指定

为‘特别关注国’。”自1999年

以来，中共已连续23年被列入

“特别关注国”名单。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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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正 月 十 二 日，

桃墟镇派出所

副所长李长祥

窜到家中，两

个警察当着身

患先天性心脏

病 的 二 女 儿，

拧着胳膊，掐

着脖子，把石

增山塞进警车，

二女儿受惊吓，

当时昏死过去，

抢救三天无效死亡。然而蒙阴县宣传

部为了向上级邀功，组织专人编写了

一份诬陷材料，说我们女儿炼法轮功，

不让吃药打针，最后死了，要求石增

山配合电视台念这份稿子录像。

“一开始，石增山不同意，不想

出卖良心说假话。镇政府组织了一批

打手，他们扒光了石增山的衣服，用

木椅子打，打碎了，剩下一根木棍还

在打，石增山昏死过去，肋骨被打断，

脸像紫茄子，浑身没好地方。实在承

受不住毒打的石增山被迫妥协，配合

电视台说了假话，也因此留下了终生

的遗憾。

“记者来了为什么躲了呢？因为

我家这个典型是假的，是打出来的，

是16000元（因炼法轮功被勒索的

罚款）逼的。我的女儿是被他们给吓

死的，我们不愿意再欺骗人民，不愿

抹黑法轮功的“1400例”是怎

么来的呢？一名央视记者的2000年

采访经历可以告诉您。下面是“1400

例”之一的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桃墟

镇石家水营村石增山二女儿“学法轮

功致死案”的来龙去脉。

疾病缠身 修大法沉疴痊愈
石增山曾当兵8年，退伍后当

大队会计、村支部书记，因有心脏

病、胃炎而辞职不干了。妻子马清兰

患有胃炎、肠炎、关节炎、子宫瘤。

1995年动手术，刀口没愈合好，刀

口下淤积了一个大疙瘩，刀口裂着疼。

她老觉得肚子透风，无论冬夏都得戴

着棉兜兜，家务都不能干。

1996年腊月二十日，石增山夫

妇在朋友推荐下开始看法轮功师父的

讲法录像。第五天，马清兰没愈合好

的刀口不疼了，下面的大疙瘩消失了。

石增山的心脏病、胃炎也不翼而飞。

2000年，一名央视记者来找他。

身心受益的石增山觉得不能昧着良心

说假话，接到采访通知后，一走了

之。镇上的干部又惊又怕。这位记者

当即回电给中央台：“人家出走，拒绝

采访。”回电：“不惜一切代价，找！”

这样记者等待三天，村干部们到处找。

官员为邀功 石增山被逼说谎
于是，石增山的妻子马清兰抽空

向记者说出了实情：

22年前一名央视记者对“1400例”的采访

2022年6月25日

明慧网

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

央视记者认同大法好
马清兰流着泪讲，记者含着泪听。

那位记者说：“嫂子，我相信你说的是

实话。”马清兰说：“他们为了打击法

轮功，颠倒是非，打我们、逼我们去

做不愿做的事，天理难容。我实话说

给了你，你敢不敢曝光？”记者说：“记

下了，我端的是共产党的饭碗，等待

时机吧。”

找到石增山后，记者只写了几句：

望着这片果园，老实得出了名的石增

山，又是喜又是悲，喜的是果园丰收，

悲的是可爱的二女儿再也见不着了。

石增山夫妇告诉记者：“法轮大

法好。”他说：“知道，我们住宅小区

炼功的老头、老太太都说（法轮功）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功法。”

中共在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初，就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所谓“1400例”炼法轮
功致死的谎言，以此挑起人们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这些谎言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

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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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亿人“三退”。全球退党
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三退”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