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封城期间，台湾演

员李立群被困家中压力大，

砸烂家具和古董，7月初李

立群回到台湾，接受访问时

说“打起仗来会死守在台

湾”，之后又在微博表态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李

立群到底持什么立场？

8月21日，有小粉红

挖出李立群儿子的一条“劲

爆”帖文。文中大骂中共，

并澄清李立群对中共低头不

是为了在大陆赚钱，而是因

为江湖道义，不去拖累四部

参演的、还没上映的电影制

作方。帖文最后直接呛，“李

家永远都反共”。 这番言论，

让小粉红的玻璃心碎一地。

中共1949年窃取中华

民国政权，之后掩盖用伪史

洗脑民众，并用政治绑架商

贸与艺术，遭到世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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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前北京多处被喷字
要自由、反核酸

左棍被全网封杀
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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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弱智的表达，停止用这种群体高潮一

样的感动来弱化苦难，放下这点可怜的

营销欲，去看看老百姓过的日子啊？”

大量老人热死，殡仪馆满负荷
微博上传出大量当地消息显示，在

一些农村地区，大量老人热死家中，还

有许多农民下地时中暑身亡，有的殡仪

馆每天满负荷运转。

22日，一位网友发帖：“家在四川绵

阳乡下，6月底就开始停电了，每天停两

三次，每次停3-5小时，每天都是40度

高温天气，听老妈说乡镇上有人收玉米

去世了，有人挖花生热死了，有人收稻

谷人没了，今年太难了。哭。川渝地区

赶紧下雨吧。”

在一些城市内，也出现救护车频繁

出动，医院热射病人暴增的情况。除了

酷暑和停电，威胁民众生命的还有多处

山火，当地政府则竭力掩盖伤亡情况。

和往年山火爆发一样，中共和消防

局在救灾中表现出的无能再次引发网友

批评。网上充斥着多地政府招募志愿者

救火的消息，更令网民愤怒。网友们纷

纷斥责，让没经验的志愿者去扑救山火，

等于让他们送死。有人怒批，一有事就

找老百姓，要政府干什么？

四川和重庆连日极端高温，还经常

停电或禁用空调和电扇等降温设备。网

传信息显示，四川老人和下地农民大量

中暑死亡。但官媒均未报导，却将灾难

娱乐化以转移视线。

中共将灾难娱乐化转移焦点
地处四川盆地的四川省和重庆市，

近日高温持续，部分地区连日气温超过

40摄氏度。而当地因为水电发电量锐减

出现电荒。当地政府除了将工厂全部停

产之外，也严格限制商业和交通用电。

成都市商场和办公室停用空调，员工纷

纷改用冰块降温。

四川和重庆多个地方县市，特别是

农村地区则大规模限制民生用电，有的

地方每天不定时停电，有的地方动辄整

个白天断电，甚至连停两三天。

民不聊生，国内媒体和微博平台上，

却充斥着“山洞消暑吃火锅”“四川葡萄

晒成葡萄干”“重庆地铁限电如拍鬼片”

等近乎娱乐性的热点。当地网民纷纷痛

斥中共将高温限电“娱乐化”以掩盖灾难。

19日，一位四川网友说：“我老家一

个温度40°在四川排不上号的小镇因为

停电热死7个人了，更热的泸州达州应

该更夸张，什么时候你们能放弃这种低

李立群儿子
发文反共
粉红炸了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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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

传川渝热死大量老人
中共将灾难娱乐化

中国重庆段长江因干旱裸露的河床。（2022年8月18日）



2 热点

视频引发热议，网友嘲讽：“要是测出

个阳性，得多大海域划中高风险区？”

4月24日，上海华山医院静安

分院前党委书记丁宪发文指出中共清

零政策的弊端，“反复核酸检测，不

堪重负的人员挤兑，严重的交叉感

染。”“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交叉感染，

科学已经被扔进了垃圾桶。”

7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院长姚洋教授在演讲中批评中共的

“动态清零” 政策。他表示，快速清

零异常困难，但当局的防疫措施比以

前更严格，结果使消费受到很大限制。

他认为，病毒不可能根除，人类最终

要和病毒共存，现有防疫措施不调整，

经济就无法稳定复苏。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不再

采取严格的封锁式疫情防控模式，倡

导与COVID-19病毒共存。但中共一
直仍坚持“清零”政策，动不动就要

求全民核酸检测、隔离，甚至封村、

封社区乃至全面封锁整座城市，造成

大量次生灾害，引发民怨。

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多处核酸检

测站被涂鸦喷字。
8月22日，推特网民“bridgeduan”

发了一组“行为艺术抗议”图片，在

北京望京西园三区一带，一直往西南

方向，有八个核酸检测站被喷上红

字，组合后就是“三年了我已麻木了”。

被喷“年”字的核酸采样站，显示是

北京吉因加医学检验实验室。

另一个推特网民“iPaulCanada”发

的照片显示，在北京“望京2号”的
核酸检测亭上，被喷上红色与黑色的

“不自由毋宁死”及英文“SB”的字样，

旁边还写了一个“拆”字。

这些抗议照片引来网民热议：

“韭菜只能用这种方式宣泄自己的愤

怒……” “压力测试到极限了”“都喷

上”“下次喷到中南坑的墙上”“反抗

的人越来越多”“那个拆字写得真好”。

清零政策被世界抛弃，
被国民唾弃

8月17日，厦门给海鱼做核酸的

二十大前北京多处被喷字 要自由、反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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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赵兰健

川渝干旱 北方洪灾
专家析原因

四川电力供应的80%来自水电，

今年当地遭遇60年罕见的高温干旱

灾害，造成全省水电发电能力下降5

成。8月上旬以来，四川全省预计最

大用电负荷比去年同期增加25%，高

温干旱极端灾害天气已造成全省15

个市（州）严重受灾。目前，四川

已启动3级保供电调控措施，从8月

14日至20日，对部分高载能企业实

施停产“让电于民”的紧急调控。据

水利部数据，四川、重庆、湖北、湖

南、江西和安徽六省市耕地受旱面积

1232万亩，另有83万人、16万头

大牲畜因旱灾而导致供水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北方遭遇强降雨。就

极端天气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台湾财

经专家吴嘉隆认为，中共要正视极端

气候问题，承认其事关国家安全，至

少是经济安全，并高度重视，而不要

整天把对付台湾当作头等大事。

旅美经济学家夏业良表示，中国

问题说穿了就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败

造成整个利益集团不顾老百姓死活，

不断掏空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已是个

空架子，国民经济很可怕。“一次一

次欺骗，每一届政府上台时都说得天

花乱坠，但等他结束任期时，才发现

他们让老百姓又遭受了更多的灾难，

背上了更沉重的负担、包袱。” 

他认为，当一个政权倒行逆施、

作恶多端时，好像大自然也会产生一

些奇特现象，就是天灾人祸。“只要

不结束中共这种共产极权统治，中国

人不会真正享受有尊严的、有福利的

幸福生活啊。”

北京望京一带
核酸检测站被涂字

大纪元



左棍被全网封杀 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8月20号，反美左棍司马南307.8

万粉丝微博账号处于禁言状态，官方

理由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网民

还发现，司马南拥有的1,030万粉

丝的今日头条账号、203.6万粉丝的

B站账号、2,203.7万粉丝的抖音账

号均被禁言。

另外，网友们还发现还有多个极

左大五毛的账号也显示异常，其中包

括曾膜拜本拉登的“卢克文工作室”，

原北大“毛粉”教授孔庆东和以“暴论”

行走江湖的李肃等人。

这些人中，司马南最受关注，前

几天他刚被网友揭穿在美国购房而被

迫公开发视频道歉，因此有人猜测司

马南被封杀可能与此有关。司马南美

国买房风波对中共整个用反美爱国来

洗脑的文宣基本盘，起到了颠覆性的

作用，但大五毛们集体被封，似有更

大原因。

司马南攻击大型民营企业
司马南微博主页，最后更新内

容为一条题为“司马南向公安部、中

央网信办实名举报：联想花钱操控舆

论！”的视频。

在视频中，司马南将自己美国买

房舆论风潮归咎于联想花钱操控舆论

在黑他，归咎于一个卖国的大资本在

打击一个爱国人士。视频发出来第二

天就被网信办当众夹头，说明司马南

真正踩的雷还不是美国房子，而是他

对大型民营企业的死缠烂打的攻击。

司马南之所以选中了联想来进行

文革式批判，说穿了很简单，他敏感

地嗅到了中共越来越浓厚的二次文革

味道，对联想的攻击，其矛头实际上

是对准了国企改制这个改革开放的标

志性政策，当然也对准了私营大企业

和民间资本的崛起。

攻击资本主义
又靠资本赚得盆满钵满

无论司马南还是孔庆东，包括歌

颂本拉登的卢克文，他们最大的共同

点都是，一边大骂资本的罪恶，一边

靠着资本的运作赚得盆满钵满。

在中共加速朝鲜化的政治氛围

下，这种投机的确获得了相当大的

收益；但在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的今

天，继续放任司马南这类舆论猛犬撕

咬民企，就等于在给自己拆台。中共

的行事风格，从来都是看菜下饭，需

要民企出钱出力的时候，叫做繁荣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积极参政议政，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不需要的时

候，叫做无序扩张染指政治权力，是

颜色革命的潜在推手。

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卢克文，去年8月因为发表《塔

利班传》，公开为恐怖分子抹粉洗地，

2022年8月26日 明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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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圈炸了
中共马列考研名师
移民加国

近日，网传教导政治的考研名

师肖秀荣早在2012年就已移民到

加拿大，该消息引发热议，有围观

群众将其称为顶级幽默。事件发酵

后，大量相关帖文和留言被删除。

据悉，肖秀荣在考研圈中相当

有名。他所出版的与政治相关的预

测题是考研学生的必备教材。有数

据显示，作为考研名师，肖秀荣的

相关收入超过6000万（人民币），

可以称得上是名利双收。

有网友称肖秀荣只是一名老

师，虽然是教政治的，但这只是他

的工作，而移民却是他的生活，不

应该混淆。也有人回应，满嘴热捧

马列、中共的人都青睐于西方社会，

用脚投票移民了，比如红二、三代

们、祼官的家属们，所谓的反美斗

士们；而那些不了解马列的人，却

听信了这些人的谎言，对中共抱有

幻想，甘心被党割韭菜。

因为在美国买房事件，在网络引起热议的中国极左网红司马南，被全网禁言。

就曾经被知乎禁言，其微信公号也一

度被封。中共对这些极左网红，一向

都是有控制的使用，需要时就利用它

们尖牙利爪去咬人杀人，不需要时则

卸磨杀驴，尤其在二十大前，为了达

到绝对的维稳控制，中共可以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

目前对这一小波极左大五毛的禁

言行动，并不代表中共真的放弃了以

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更不代表中共

要停止倒车加速转而向前开了。邓小

平当年大喊改革开放黑白猫论时，也

从来没有放松过对颜色革命的警惕。

福 报观 察

阿波罗



4 百年真相

綸—纶，崙—仑，論—论，倫—

伦，掄—抡，淪—沦

鳳—凤，難—难，雞—鸡，觀—

观，漢—汉，勸—劝

通常，强拆画“X”，查封也画

“X”，死囚临刑前，他的名字也被画

“X”，而“㐅”类似“X”，这个符号

充满了肃杀的戾气。“匕”，即短刀，

短剑，当一个民族使用的文字，处处

含着“匕”时，对于使用文字的人是

祝福，还是诅咒？

“ㄡ”也类似表否决的“X”。“鳳”

是吉祥的神鸟，当它的中心“鸟”被

“ㄡ”取代，就否定了凤是神鸟的特

性，文字的内在涵义消失了。“觀”

的本意是大鸟飞在高空，以大眼去看，

敏锐的洞察力无所不见。改成“观”，

失去了眼睛去看，也失去了观看一种

物体所站的高度，自然难以从整体上，

看清一种物体的全貌。

中共改造后的汉字，偷梁换柱地

抽调了文化的精华和灵魂，以“㐅”、

“匕”和“ㄡ”等莫名其妙的结构，

消解文字的神性和内涵以及文字本身

涵盖的历史空间，粗暴地切断了华人

的文化血脉。

中共窃政后，毛泽东访问苏联，

并根据斯大林的授意，指示有关部门

制订拼音方案。简化字是汉字走向拼

音化的重要一步。从1956年2月1

日起，第一批简化汉字开始推行。当

年入学的小学新生，一开始就被迫地

接受了简化字教育。

歴        »  
中国传统正史记载的帝王言行，

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即理解天象、领

悟天道。每次改朝换代后，新一朝的

王公重臣就要奉命编修前一朝正史，

为前朝修史，记载前朝兴衰成败，形

成古人的传统。

就历史而言，古体的“歴（歷）”

字，表示穿越丛林，走遍千山万水，

一直不停地往前行进。有些古书会写

成这个“歷”字，两个“禾”表示丰

收，而且不止一次。“禾”又代表吉祥，

一茬一茬的收获禾穗，蕴含着生生不

息的意思。简化的历字，以“力”取

代“双木”与“双禾”，去掉了“止”，

这样的历既没有生命的气象，也没有

前进的意象，自然不知道这样的“历”

能够收获什么。

简化字携带暴力色彩
中共窃权后，一上来就数典忘祖，

教育系统学的是马克思的史学观，以

阶级斗争的视角将古代划分为“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等。翻开中共窃权史，

就是一部血腥的争斗史。经过中共改

造后的汉字，也赤裸裸地表现了中共

的意识形态，被注入暴力色彩。

中共党旗和党徽上是镰刀和锤

子，肃杀之气令人不寒而栗。改造后

的很多汉字加了不少类似“X”、“匕”

和“ㄡ”的结构。我们先看一组字：

綱—纲，趙—赵，崗—岗，區—区，

劉—刘，剛—刚

【洗脑70年】中共简化汉字 注入暴力基因

2022年8月26日

比如，将“愛”改成“爱”，缺

少了“心”如何去爱？如何表现真情

实意的真爱？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

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师

生互斗，类似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

现在新闻报导中，夫妻反目怒摔子女

的事情，也不是个案。党性的“爱”

不带有“心”，致使人伦悲剧成为其

治下的常态。

      

甲骨文的“陆”，字形表示大山

里有许多草屋，意为很多居民居住。

金文的陆，加上了“土”，将居住范

围从大山扩大到更广的地区。

中共将“陸”改造成“陆”，把“坴”

改成“击”，那么生活的地方，变成

了互相打击的地方。中共历次的共产

运动，哪个阶级之间不是斗得你死我

活？互相攻击，互相揭发，曾几何时

在大陆非常盛行！

人的一生会遇到挫折风浪和难

关。怎么过关？按照正体的“關”字看，

把门栓拉开，就可以过关。如果有心

结，自己从内心打开那扇门，敞开心

扉，也可以过关。也就是说，要走出

关闭自我的那道门，就能过关。

看“关”字，一个人有再大的本

事，哪怕是通天的本事，天字上面似

乎还架起两把刀，对于人无疑是解不

开的死关，断绝着通天的路。

共产主义倡导无神论，打击人的

信仰。它狂妄地在“天”上架了两把

刀，谁信神，打击谁，企图阻止人登

天的路。中共从篡政到现在，打击佛

道儒、基督教，打击西藏喇嘛，新疆

回民以及23年来迫害法轮功，斑斑

血债，罄竹难书。

上接第1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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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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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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简化汉字，变异传统文化。

愛 爱»

陸 陆»

關 关»

歷 历



要反对。以前看过不少抗议团体，我

从没有看过以如此祥和的方式来争取

信仰自由的团体，他们令我动容。”

她说：“那些为自己的生命而奋

斗，为信仰而奋斗的人，站出来声明

退出中国共产党，非常勇敢，相信他

们不只是为了自己，也为了社会和下

一代而奋斗，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湾区居民：“真、善、忍”是
普世价值 共产主义是邪恶的

湾区居民斯科

特·希尔兹（Scott 
Shields）几年前
看过神韵演出，

他在节目中了解

法轮功在中国受

迫害，就开始对法

轮功感兴趣，也开始研究为什么法轮

功在中国受迫害。希尔兹表示，“为

什么人权组织和新闻媒体没有任何有

关的讯息？我曾接触法轮功真相纪录

片的参与者，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他们

经历了怎样的一场迫害，如何坚定自

己的信仰走过来，这也让我更深层地

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中共骨子里是一

个邪恶组织，如果这个邪恶团体与法

轮功修‘真、善、忍’对立，那么很

2022年8月20日，在全球退党

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的人数突破四亿。为庆祝这一重大里

程碑，旧金山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游

行方阵，呼吁中国同胞，认清中共本

质，早日退出中共，获得美好未来。

沙加缅度居民：做得太好了，
我为他们拍手喝彩！

切 里 · 惠 特 克

（Cheri Whitaker）
和朋友迈克尔 ·赛
贝 尔（Michael 
Seibel）是沙加

缅度居民，当他

们在对街看到法轮功

学员在炼功，被深深地吸引，特地过

来了解情况。惠特克表示，“他们炼

功的动作和音乐是如此的美好，深深

地吸引着我们，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

会看到他们展示功法和听到祥和的音

乐，让我感到生命充满希望和美好，

我会上网了解什么是法轮功。”

当他们得知已有四亿人退出中

共的党团队，惠特克表示，“每一件

事情都要有一个起点，去争取和行动

才会有改变，看到他们为自己的未来

而站出来‘三退’，他们做得太好了，

我为他们拍手喝彩。”

伊朗移民：退党的人非常勇敢　
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从伊朗移民到美国的纳菲谢·阿

弗拉基亚夫（Nafiseh A.）目前居住
在东湾核桃溪，阿弗拉基亚夫也被祥

和的炼功音乐吸引驻足。当她看到共

产党即将垮台的横幅，非常好奇。阿

弗拉基亚夫表示，“身为伊朗人，了

解极权专制政府是如何对待人民的。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了解在中国所发生

的事情，同时也了解法轮功修炼者，

在中国被迫害但仍坚持信仰。我实在

不了解以‘真、善、忍’为修炼基准，

有什么错？善，有什么错？为何政府

庆四亿华人三退　旧金山法轮功大游行

明显的，它就是一个假恶斗的团体。”

希尔兹表示，“今天中国有四亿

人退出党团队，我认为不仅是中国人，

西方社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支持打倒

中共恶魔（End CCP），因为共产主
义非常邪恶，他们已经深入我们生活

中的任何一个角落，非常得可怕。‘真、

善、忍’是世界的普世价值，我们都

应该遵循这个道德准则。”

湾区居民莎拉

女士（Sarah）表
示，她支持中国

人退出中共的组

织。“我认为中

共迫害法轮功是一

件很恐怖的事，我很

感谢人们将迫害真相讲出来，告诉大

家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说，“我认为法轮功是非常好

的功法，可以让人自我提升。法轮功

的原则非常重要。我们都应该遵循这

个原则善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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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0日，美国北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声援四亿中国
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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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发布2020年全球最新癌

症患者数据：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

病例1929万例，其中一个最明显的

变化是乳腺癌新增病例226万。在女

性恶性癌症死亡人数的443万例中，

乳腺癌以68万例排名第一。

一些罹患乳腺癌的病患，因各种

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却得以

绝处逢生。愿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

友，能够受益于这些真实的经历，给

自己的人生从新敞开希望的大门。

摆脱乳癌困扰
炼法轮功获新生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故事：乳癌患者绝处逢生

明慧网

林雪曾是中国大陆外贸系统员

工。2011年，从温哥华搬到多伦

多不久的林雪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2012年底，林雪发现自己的左侧乳

房有一个很大的肿块。她赶紧去体检，

发现是乳癌早期。于是做了手术切除

和化疗。

虽然在乳癌早期就发现并做了治

疗，但毕竟是有关癌的疾病，林雪觉

得心里不踏实：“已经患癌症，这病可

不一般，一定要重视了。”林雪心里

无疑是紧张、恐惧，她每天都在网上

查乳腺癌发病率、并发症。

温哥华的亲戚得知她身患乳癌

后，打电话来建议林雪修炼法轮大法。

当时，林雪并没有很认真去学，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反正对我身体有

好处，我去炼。”不过，她在炼功过

程中，能感觉到头上的能量场很强，

身体健康状况明显改善。

短短五个月下来，长期病怏怏的

林雪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从此变得

精神健康，心情开朗，神采奕奕。她

的亲朋好友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相继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英文教师修炼法轮功
乳癌痊愈

郑金莲是台湾斗六英文老师，退

休后过着悠闲的、到处游山玩水的生

活。但不幸的是，在参加定期健康检

查时，竟然发现自己得了乳癌。

当时她乱了方寸，到处找偏方。

大约过一个月后，再到医院复诊，肿

瘤已经进入二期，只得接受医生建议

做了第一次化疗。她说：“做化疗时身

体变得很弱，非常痛苦，日子过得生

不如死。”

经过三个星期后再做第二次化

疗，体能状态已经非常糟糕，体重下

降十几公斤，头发都掉光了。医师都

预测她因身体太弱，中途一定做不下

去，无法做到第六次化疗。在第六次

化疗时，医生说白血球太低了，免疫

能力太差，再做下去生命会出现危险。

于是就停止了化疗。

这时郑金莲突然想起学生家长曾

寄给她的两本书，一本是《转法轮》，

另一本是《法轮大法 大圆满法》，她

就开始在家看书学法，跟着书中的动

作与说明炼起功来了。她发现，自己

身体的体能越来越好了。

到了定期检查追踪时间，她所有

血液指标竟然都恢复正常了。医生告

诉她以后定期检查就行了。郑金莲感

叹法轮大法实在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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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大法后，多种疾病痊愈，林雪难
掩心中的喜悦。 高中英文退休教师郑金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