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4日，世界卫生

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世界

正处于结束新冠疫情的最

好时期。谭德塞称：“现在

我们还没有到达终点，但

胜利在望。”谭德塞呼吁各

国把握住当前机会，“结束

这场长跑。”

这一新闻引来大量讽

刺中共的留言：“我奉劝世

卫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新冠结束了我国的核工业

怎么办，这么多产业园还

有自动核酸机器人，世卫

适可而止吧！”“你宣布过

河了，我们还怎么摸石头。” 

“非必要不结束。”因惧怕“翻

车评论”广传，中共紧急

屏蔽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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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52岁村书记
奸污12岁女童 引众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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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小雅居住的大楼没有确诊病例，不

清楚有没有密接人员，最多只能算是次

密接。小雅和妹妹以及整栋楼的人都一

起被拉走送往集中隔离点，小雅一开始

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问司机也得不

到回答，直到晚间11时的时候，不知

道从哪儿得知是去荔波。

小雅最后一次回复讯息是在18日

凌晨1时33分，称“坐太久了，屁股都

坐麻了”，之后就音讯全无。周洁18日

下午从小雅亲人那里，获悉小雅已不幸

罹难。

一名贵阳小粉红称自己的母亲也遇

难了，自己“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

贵阳市封城半月，人祸频发，19岁

女孩因饥饿跳楼身亡，有病患无法出门

就医死在亲人面前。贵阳市为在9月19

日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将涉疫地区民

众转运数百公里到外县市隔离，要求司

机连夜赶路，穿隔离服，全程不让开窗，

疲劳驾驶，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运动式清零制造的乱象与次生灾害

已远大于疫情本身，在中共的效忠体制

下，官员唯上是从，百姓性命连尘土都

不如。

9月18日凌晨，一辆载有47人的

大巴在贵州的黔南州三荔高速公路发生

侧翻事故，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

其中45人为贵阳市云岩区涉疫社区的居

民，他们要被送往黔南州荔波县的隔离

酒店进行隔离。

事发第一时间，官方的简短通报回

避事故发生原因及乘客身份。18日下午，

贵州官方才“承认”大巴为隔离转运车。

同时官方加强管控网络言论，限制或删

除网民留言。迫使“贵州高速事故车辆

为隔离转运车”退出微博热搜榜。

一些网民为了规避言论审查，发帖

时不提“贵州”“高速事故”“隔离转运”，

而是以“我们都在车上”暗喻，并称“我

们都在车上，只是车还没翻”。

微博用户@芮芮兜发文称：“你凭

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

立即吸引了大量评论和转发，在被微博

设为私密时已有25万个点赞。有网友回

应： “我们不发声，每个人都可能在那辆

大巴上。”

财新网的报导引述一名事件罹难者

小雅的友人周洁的话表示，小雅是在17

日晚间8时左右接到防疫人员通知的，

世卫称
结束疫情在望
网友嘲讽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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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18日凌晨，贵阳市一辆运送居民前往隔离点的大巴翻入深沟，造成27死，20伤，
翻覆的大巴明显变型。

贵州大巴翻车 “我们都在车上”

媒体人怒怼当局：
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及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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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不禁止开车？”文章还说，现在，

贵阳没有因为奥密克戎死一个人，

却因为害怕奥密克戎流行让600万

人静默，将3万人强制集中隔离，

将近万人疏散到其他城市。

“现在，又有27个人仅仅因为

同楼可能有感染者而死于连夜转运

的车祸！看看这位注定要被问责的

尚不知死活的司机吧，穿着封闭的

防护服，戴着两层口罩和该死的毫

无意义的护目镜，手套可能也戴了

两层，全程不能开空调，半夜两点半，

他是在怎样的恍惚中将这辆大巴开

向死亡啊。”

文章最后呼吁，“该醒醒了！该

贵阳18日凌晨隔离转运巴士翻

车造成27死的惨剧，令舆论哗然。

一个署名“财新常务副主编高昱”

的朋友圈文章截图在网上热传，文

中表示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及清零防

疫，说“该醒醒了！该恢复正常了！”

“坚决反对全民核酸！”
高昱文章说，“一个人怕得新冠

会死，这很正常，可以理解，我站

在三层楼往下看都恐高呢。但不正

常、不能理解的是，因为极极少数

人可能感染新冠而去世，就硬拉上

13亿中国人一起陪绑。

“到现在全世界都宣布新冠疫情

结束了，这泱泱大国还会因为一个

人而整楼的人被拉走集中隔离，整

座城市被迫主动静默，整个国家的

人常态化捅嗓子眼。”

迄今，世界大部分地区已不再

采取防疫措施。9月18日，继世卫

（WHO）总干事谭德塞表示疫情结

束“在望”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

一次采访中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大流

行已经“结束”。

文章质疑，“每年死于车祸的

人比死于新冠的人多得多，你为什

媒体人怒怼当局：坚决反对全民核酸及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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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恢复正常了！”“坚决反对全民核酸！

坚决反对清零防疫！坚决反对闭关

锁国！”

中共的过度防疫是祸根
中共过度防疫的清零政策是导

致目前社会乱象最大的祸根，不仅

使经济下滑、失业率飙升，还给各

地带来惨烈的次生灾害。动态清零

叠加闭关锁国，中共大开历史倒车，

末路狂奔，将14亿人载入共产红朝

灭亡前的深渊之中。

有网友说，全球解封、世界复原，

唯有中共加速逆行，这不是反人类

是什么？

赵兰健

成都等多城封控
百姓被逼借钱度日 
四川成都、新疆乌鲁木齐等多

座城市继续封控，民众长时间没有

收入，生活陷入困境，民怨四起。

成都市民张先生告诉新唐人，封控

后社会问题频传。

成都市民张先生：“现在封控起

来对于大部分来说，都是没有收入，

我知道的成都双桂花园小区，是有

这么一个人，因为压力过大，36岁

就跳楼自杀了，其实到处都是这样

类似的事情，跳楼的还是比较多。”

成都从9月1日起封控历经14

天，15日官方宣布陆续解封，但全

市仍有137个高风险区域及88个中

风险区域未解封。

与成都同在大西部的乌鲁木齐，

封控一个多月，人们无法工作，有

民众房贷、车贷、信用卡还债困难，

被逼向警察论理。一位乌鲁木齐民

众说：“昨天104传了一个回访电话

跟我怎么说的，克服、克服，到亲

戚朋友家借一借，过渡一下，这就

是领导给我的回访电话。（我们能不

能向领导借一借啊？）”

乌鲁木齐陈女士告诉新唐人，

无法外出工作，只能借钱度日，“还

在封控，将近40天啦，啊，没有办法，

再想办法吧，借钱去了，没有工作，

两个娃在这边上学，都没有存钱啦。”

大纪元

署名“财新常
务 副 主 编 高
昱”的朋友圈
发文截图。（网
络截图）



江西52岁村书记奸污12岁女童 引众怒

9月13日，国内自媒体“陆火

Media”发文称，自己收到爆料，“江

西鹰潭贵溪市天禄镇流桥村，一名

12岁的女童，遭该村党支部书记刘

亮宗强奸。”其时她的父母正在集中

隔离点被隔离，得知消息后，甚至

要冲出隔离点，但被公安拦住了。

强奸犯为中共人大代表
据国内媒体消息，刘亮宗1970

年出生，今年52岁，是贵溪市天禄

镇流桥村村委会书记，同时也是贵

溪市人大代表。

当地知情者说，“刘亮宗当流桥

村村支书没多久，当上贵溪市人大

代表也是去年（2021年）的事情。

这个人是个‘暴发户’，口碑一直

就不好。他当选前，不少人都提了

反对意见，但是都没有被上面采纳，

因此他就顺利当选了。”

该知情者还介绍，被害的小女

孩今年12岁，父母在外地，爷爷

奶奶在家照顾。今年9月10日中午

时分，她在外玩耍时被刘亮宗欺骗，

用电瓶车带到附近山中实施了暴行。

小女孩身体严重受伤，衣裤上有血

迹，被家人发觉。

目前，刘亮宗已被抓获，当地

居民纷纷要求严惩凶手。讽刺的是，

刘亮宗所在的流桥村因“平安建设

工作”受到上级肯定。

中共治下 强奸幼女事件频发
触目惊心的强奸幼女事件，在

中共极权社会早已屡见不鲜。

据《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

报导，甘肃省12岁残疾女孩小燕（化

名）自述被3人强奸，但不予立案，

三个嫌犯抓了又放，理由是嫌疑人

对女孩年龄不知情。家属复议多次

追问，又被定为卖淫罪，3个人只

抓了2个。直到家属将此事发布到

网上曝光后，当地调查组又重新立

案调查，将3名嫌疑人批准逮捕。

去年底，江苏省盐城市一名51

岁的小学男教师对3名学生，实施

了共计20次性侵，对包含上述3名

学生在内的15名学生实施了230余

次猥亵犯罪行为。该男教师被一审

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当江苏铁链女、唐山四女孩等

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尚未抚平之际，

触目惊心的案件又接续出现，不断

刷新着民众的认知和道德底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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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恶性事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

流氓与罪恶都得到了党性的授权与

彰显，底层百姓深受伤害但无能为

力。这也就是中共暴政彻底解体前

的最后乱象。

烟台老师剪破
多名幼儿上颚
中共庇护案犯

据媒体披露，烟台市芝罘

区金凤幼儿园教工剪破儿童上

颚话题登上热搜。一位家长因

自己3岁孩子的异常反应而到

幼儿园查看监控录像，画面显

示，一名教师在批评孩子后，

拿起一把剪刀，揪住孩子的上

嘴唇，另一只手把剪刀伸向孩

子的上颚，“剪破”那根连接筋。

而烟台市区联合调查组发

布的通报称，涉事教工刘某某

为维持课堂秩序，拿手工课使

用的儿童剪刀比划、吓唬，触

及某儿童嘴部，致其上唇黏膜

充血、水肿，网传“剪破多名

儿童上颚”说法不实。中共掩

罪式通告引发网民强烈不满。

已流亡到海外的媒体人赵

兰健发推文说，中国社会环境

正在脱离良序轨道。残害幼儿、

性侵小孩的案件不断发生。这

所金凤幼儿园和当年红黄蓝幼

儿园一样，园内幼儿家长的社

会地位、收入及个人影响力是

社会整体中层偏上。而在中国

县城乡村、低收入家庭的一般

幼儿园的幼儿，安全保障状况

更加难以想像。 大纪元



4 百年真相

脸，但它的根本特征是不择手段地

摧毁传统的一切，包括信仰、宗教、

道德、文化、家庭、艺术、教育、

法律等，让人在道德沦丧中堕入万

劫不复的深渊。

这个邪灵和它的各种变种，不

但没有随着东欧共产党的解体而消

失，反而正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不

止中国、古巴等国家仍公开宣称自

己是共产党政权，就连被视为自由

世界龙头的美国也在共产邪灵的进

攻下近乎全面沦陷，更遑论早已社

会主义化的欧洲和共产党势力笼罩

的非洲和拉丁美洲。这就是人类所

面临的触目惊心的现实──共产邪

灵毁灭人类的阴谋几乎得逞了。

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会让人想

要逃避苦难，或想出人头地，或建

立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或只是为

了享受生活等等。这些想法本无可

厚非，但人类一旦远离了神，这些

念头都会成为共产邪灵的把柄，被

它激励和放大，从而让人落入它的

掌控。而共产邪灵反神逆天的狂妄，

也造成了被操控者的狂妄──图谋

通过权力、金钱、知识来扮演上帝，

前言
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虽已瓦解，

但共产主义邪灵并未随之而消亡。

相反，这个魔鬼已经在统治我们的

世界了。人类绝不能乐观！

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

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

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

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

构成。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

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

与仇视正神的撒旦为伍，同时利用

各种低灵和魔祸乱人间。这个邪灵

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

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

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背弃神和

传统，听不懂神的教诲而导致最终

被淘汰。

共产邪灵诡计多端、千变万化，

有时会以尸山血海的暴力来恐吓不

肯追随它的人；有时打着“科学”、

“进步”的口号和勾画出美好的蓝图

欺骗人追随它；有时以故作高深的

学问让人以为它是人类未来的发展

方向；有时则以“民主”、“平等”、“社

会公正”等口号渗入到教育、媒体、

艺术、法律等诸多领域中以潜移默

化地将人吸引到它的旗下；有时冠

以“社会主义”、“进步主义”、“自

由派”、“新马克思主义”、各种左翼

党派等令人迷惑的名称；有时打着

“和平反战”、“环保主义”、“全球化”、

“政治正确”等貌似正义的旗帜；有

时支持“先锋艺术”、“性解放”、毒

品合法化、同性恋等放纵人的欲望

还让人误以为是一种社会时尚──

暴力或激进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

它有时也伪装出心怀大众福祉的嘴

九评编辑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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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宰他人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并

进而形成一种社会潮流。

人是神造的，人性中善恶俱在。

人如果弃恶扬善，就可以归向神；

反之则倒向魔，这一点全凭人的

选择。

我们发现，许多本性尚在的善

良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共产

邪灵的代理人或成为被共产邪灵操

纵的、列宁所形容的“有用的白痴”。

虽然社会整体上已经在共产邪灵的

诱惑下堕落到毁灭的边缘，但真正

心甘情愿地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有

意败坏人类的人毕竟极少极少。对

大多数人来说，人性中的善良还是

给了人摆脱邪灵的机会──这就是

我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将这个复

杂而艰深的问题尽量用浅白的语言

和道理阐述出来，让人看清共产邪

灵的各种伎俩，更重要的是将神给

人确立的道德、文化、艺术等传统

呈现出来，让人在神和邪灵之间做

出选择。

人的善念一出，神就会帮助人

跳出魔鬼的控制，但认清魔鬼的过

程却需要读者深思明辨。我们将从

一个全新的高度、广阔的视角，重

新审视几百年来的历史潮流及演

变，辨析魔鬼是如何以各种面具、

各种手段占领及操控了我们的世界

的。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写历史，

我们更关注如何能不再让魔鬼统治

我们的世界。这有赖于人自身的觉

醒、主动抛弃邪恶和走回神给人规

定的传统之路及生活方式。

神一定会战胜魔鬼，而我们选

择站在哪一边却决定着我们生命永

远的归宿。 大纪元

“九评编辑部”四年前的这部巨作在今天引发更多共鸣。有人看后说，人们需要这样的文章，希望更多
的人看到这本书，清醒思想，看破迷雾。下面是书的前言，特此推荐，以飨读者。

翻墙访问大纪元网站
阅读全文连载



台的背景：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接受

了“中国法庭”的判决以及国际上

很多专家的研究结果，因此修改了

其移植伦理政策，希望自己及其成

员与这种残暴的移植行为保持距离。

2020年3月，由英国大律师尼

斯爵士主持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

民法庭“中国法庭”发表最后的书

面判决，判决做出以下结论：

“（活体）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

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

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

的——人体器官来源。”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

指导原则的性命双修功法，1992年

在中国长春传出，广受欢迎。官方

统计数字显示，法轮功学员人数超

过了中共党员。1999年7月20日，

中共发动灭绝性的迫害，难以计数

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后失踪。

2022年4月5日，《美国移植

杂志》发表一篇研究报告。作者研

究了十几万份中国的临床报告后得

出结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

国的军队和地方医院中，器官捐赠

者在被摘取心脏前还没有死亡，也

就是说，摘取心脏才是“捐献者”

死亡的原因。

近 日， 国 际 心 肺 移 植 学 会

（ISHLT）发表声明，禁止发表任何

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的研究论文。

这份声明说，“鉴于大量证据证

明，中国（中共）政府继续独立地、

系统性地支持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

官或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学

会（ISHLT）将不接受提交的和中

国人体供体相关的器官移植的内容，

以及提交的涉及来自中国人体供体

的器官或组织的内容。”

“这项政策，包括其他国家是否

系统地使用来自非自愿人类捐献者

的器官或组织，应受此（政策）限制，

并每年进行审查，以期待获得独立

的证据证明这些做法已经停止。”

专家：ISHLT要与中共残暴的
移植行为保持距离

就国际心肺移植学会的这份声

明，9月18日，以色列移植学会前

主席雅各布‧拉维表示，“这项新政

策实际上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和器

官移植相关的临床研究的全面学术

抵制。”“这项政策是独一无二的，

在国际医学界尚属首创，希望能为

其他人树立范例。”

拉维教授介绍了这项新政策出

心肺移植学会全面禁中国器官移植论文

参与者将面临被审判
多年来，国内各大医院竞相开

展器官移植，器官移植中心成为医

院牟利的大户。而参与器官移植的

专业人员为了职称评定，他们都很

看重在海外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如今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发表的这个

声明，明确指出参与中共强摘器官

者所做的专业研究不会被国际接受。

强摘人体器官是反人类罪，中

共的罪行一定被清算。参与其中保

持沉默者，则是共谋。

2022年9月23日 国际 5

图为2006年4月19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演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大纪元

2022年8月3日，在全球退

党服务中心网站发表声明三退的

人数突破4亿。全球各地民众纷

纷举行活动庆贺。

9月3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

学员在墨尔本市中心的州立图书

馆前广场，举行集会庆祝4亿中

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三退）。

维州立法会议员、民主工党

维州领袖菲恩（Bernie Finn MP）
在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共产

主义无论在何时都会带来暴政、

死亡、折磨和邪恶。”“澳洲人需

要支持那些被压迫的人，那些生

活在共产主义枷锁下的人们。” 

菲恩对法轮功学员勇敢揭示

中共犯下的酷刑、反人类罪、谋

杀罪等滔天恶行，表示钦佩，并说：

“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尽最大努力

支持你们反抗共产党（迫害），为

中国每个普通民众争取到和澳洲

人一样的自由与权利。” 明慧网

国
际

墨尔本庆四亿三退
澳议员到会祝贺



6 见证 2022年9月23日

我的一个朋友来家里，她说她

早几天就想来，今天终于来了。我

们先聊了一下地震的事，然后我就

问她听说过“三退”（退党、退团、

退队，在退党网站发表声明即可）

吗？她马上说：“唉呀！你怎么也敢

说这个话，我大姨30多年前就说过

这个话。”

我听了很惊奇，问她大姨怎么

说的。她说：大姨当时就对她讲，

以后可不要入党，入了以后就象

祭品一样摆上供桌了，就是入了也

千万不要干坏事，那些享过共产党

“福”的人，将来老天都要收他们的。

朋友说，当时她听了很害怕，

就不敢听了。因为她大姨知道很多

事，本村的人当年地里种什么庄稼

都要来问她大姨，凡是按大姨说的

做，收成特别好。当时与大姨同住

一个院子里的有个医生曾经嘲笑，

攻击过大姨。有一天，这个医生坐

在家里，突然鼻子流血不止，倒地

而亡。当年红卫兵“破四旧”打砸

抢时都不敢去大姨家。大姨常常不

由自主地说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

家人听了又害怕，就不让她说。

后来大姨就一味求死，临死前

悄悄告诉她，大姨夫怕她说，就经

常打她的脸。我听到这心里一酸，

共产邪党是多么地邪恶，老百姓害

怕呀！人性被扭曲到这种地步，为

了保全自己，夫妻之情全然不顾了。

朋友做了“三退”。我想告诉大

家的是，“三退”真不是儿戏，中共

不仅迫害修炼人，对于普通民众也

不会放过。快快退出这个邪党，天

一定要灭中共，千万不要做它的陪

葬品。

大姨30年前说过不要入党团委书记诚念
九字真言得福报

我在国内某重点大学工作，

在学院中有一位主管学生工作的

团委书记，我俩以前就认识，我

见证了她人生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她快30岁时结婚了，但结婚

好几年一直都要不上孩子，有两

次怀上了，不到两个月就都流产

了。有一天她愁眉苦脸地和我说

起了这件事。我马上意识到这与

她做的团务工作有直接关系。

于是，我和她讲了“三退”

的重要性和法轮功真相，并让她

以后在工作中要有分寸，回去劝

丈夫也“三退”。同时还打印了明

慧网上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的故事，

复制了翻墙软件，让她回去看看。

过了几天，她找到我，说她

的丈夫同意“三退”，而且很高兴

能翻墙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她还

说她每天都会念九字真言。在工

作中，她也更偏重学生生活事宜。

又过了大半年，她很高兴地

告诉我，她这次怀的孩子已经过

了三个月危险期。我让她继续念，

并说这是福报，她说她会的。第

二年，她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儿。

又过了几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

子。这都是远离中共、诚念九字

真言带来的福报！ 明慧网

真相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这是江泽民指使
拍摄、漏洞百出的世纪谎言。下面仅举两例。

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被证实是世纪谎言

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被烧得浑
身焦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却完好无损。有人做过一个试验，用
火烧雪碧瓶，5秒雪碧瓶子开始变软，
7秒收缩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
燃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
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2 塑料瓶子烧不坏？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身上的火被
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头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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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焚者刘春玲被烧死？

1 2

43

明慧网

“三退”保平安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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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