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互联网巨头谷歌

公司宣布，由于“使用率低”，

谷歌翻译服务已在中国停

止。这是继谷歌地图和谷

歌电邮在中国遭到屏蔽后，

谷歌再次取消本已所剩不

多的在华互联网业务之一。

中共还屏蔽脸书、推

特等几乎所有西方主要互

联网平台和服务产品。谷

歌公司因不愿遵守中共的

审查制度，于2010年将搜

索引擎撤出中国市场。后

来，谷歌尝试在中国推出

一个经过审查的搜索引擎，

引发舆论强烈反对而告吹。

中共舆论封锁风暴不

是刮刮就完了，而是要把

所有跟自由沾边的东西全

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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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20余载：我损失了青
春、金钱，认清了共产党

回归与坚守：
践行“真、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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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是关出来的 莫德纳不信任
中国

何美乡指出，中国要推出国家级的

疫苗，要有足够的量能生产，mRNA疫

苗还无能力产出，所以不推行。从科学

的角度，世界更该关注中共坚持清零政

策，百分之百违反人权，完全背离科学，

置中国人民健康于不顾。中共把人民关

越久，全中国的免疫力距离世界更遥远。

台湾2300万人每天超过3万人确

诊，中国人口超过60倍，每天恐将有

上百万人感染，中国一旦开放，政府根

本无法处理。“它越无法处理就更不可能

开放，但是人民被关没有钱，身体怎么

会健康。”何美乡表示。

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学系助理教

授朱岳中表示，莫德纳拒绝技转可能是

不相信中（共）国，疫苗与其他商品不同，

牵涉到人命问题。“出了差错，责任要莫

德纳背。中（共）国在这方面有不好的

纪录，莫德纳会比较慎重看这件事。”

中共只关心如何能免费拿到国际一

流技术，明偷暗抢是捷径，中国企业在

政府影响下，想的是一夜暴富，假药盛

行是必然。

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美国生

物科技公司莫德纳（Moderna）拒绝移

交信使核糖核酸（mRNA）核心技术给

中国，导致在中国销售的谈判破裂。分

析指出，中共在多项领域，尤其是科技

业常使用同样的模式，以技术交换市场，

最后抄袭复制追赶。美国药厂已经学到

深刻的教训。

翻脸不认人？美国默克乙肝疫苗
的中国故事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

究所兼任研究员何美乡举例，30多年前，

中国乙肝病毒携带者情况严重。1990年

代在中国有超过8千万人是乙肝病毒携

带者，占全球携带者总人数的1/3。当

时美国默克药厂把乙型肝炎配方给中国，

协助建厂且直接全厂输入到中国，却从

未见中国官方感激过默克药厂。

何美乡：“它骗自己的人民，这（乙

肝疫苗）是中国自己弄的，中国政权可

怕到极点。默克用最低价钱协助建厂后，

权利金分毛不取，移转技术还派人协助

训练中国技术人员。中国连感谢都没有，

不知道他们要把中国历史写到哪里去？”

“Google翻译”
停止在华服务 
原因你懂的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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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要mRNA核心技术
遭莫德纳拒绝

从大陆网约车司机
的变化看国运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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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失败的老板变多了
各种曾经开工厂、开酒楼、开

连锁店、开超市的老板们，生意做

不下去了，纷纷跑来开滴滴了。

他说：“一个司机告诉我，他卖

家具，巅峰时期有30多家直营店，

生意遍布珠三角。见我不相信，他

把公司名字告诉我，让我自己上天

眼查去搜，看法定代表人是不是他。

家具生意做不下去了，又和人

合伙卖茶叶，结果仍然亏本，至今

背了上百万的债。

下车前，他给我一张名片，我

一看内容：XX茶叶公司CEO。他说：

如果想买好茶叶，随时联系他。

三、女司机多起来了
现在差不多十回就能打到一两

回女司机的车。

“有天凌晨2点多，我从深圳机

场回家，在网约车载客区上了车。

一上车，车内很整洁，有车载香薰，

并且有粉色抱枕，一看驾驶位，我

很惊讶，说：女司机啊？

司机姐姐叹了口气，说：请系

好安全带，我们马上出发。

我连忙解释：我不是歧视女司

机，我的意思是女司机熬夜熬这么

晚，太辛苦了吧。

前不久，有网友在国内知乎网

站上提问：“大家感受到现在中国国

运在上升吗？”

这个问题要从宏观上回答，得

做一篇大文章。网友@王伟麟是专

利律师，他根据网约车司机的变化

这个细节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王伟麟是一个不开车的律师，

经常用滴滴、曹操、花小猪、T3等

网约车软件打车。不乏几十公里的

跨城订单，所以他往往在车上和司

机攀谈起来。

最近两年来，他发现网约车司

机有三大变化：

一、学历普遍提升了
以前开网约车的很多都是中专，

撑死大专学历。现在有挺多本科以

上学历的年轻司机。

他说，“甚至我上次打到一个车，

司机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

见我不相信，他还给我看了他的厦

门大学校友卡。

我说：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

太巧了，我也是厦门大学的硕士。”

从大陆网约车司机的变化看国运的兴衰

2022年10月7日

司机姐姐熟练地驾驶车辆往高

速入口走，一边聊：“那咋办呢，还

有房贷，两个孩子上学都是需要花

钱的关口。”

@王伟麟最后的结论是：“综上

所述，网约车司机都变得这么牛逼

了，以小见大，我觉得我们的国运

是真的正在蒸蒸日上。”

网约车司机学历普遍提升，反

映工作难找，就业形势严峻；而投

资失败的老板和女司机变多，则说

明经济萧条，收入下降。如此，国

运是升是降，不言自明。@王伟麟

所谓的“蒸蒸日上”，显然是调侃官

方宣传，反讽。 大纪元

新娘被封控
新郎与电视机完婚

福 报奇 闻

中国再现因极端防疫造成的

荒唐事。10月1日，江苏邳州一

对新人结婚，但新娘因疫情封控

无法到场，新郎只能对着电视机

完成仪式。

视频显示，婚礼现场只有新

郎一人现身，新娘则只在电视机

里出现，现场还有其他亲友。

视频：“新娘在酒店（等待接

亲），夜里面突然整个酒店就封了，

新郎到酒店接不到人，新娘不能

走，只能一个人举办婚礼。”

新郎和“电视机”完婚的消

息引发热议，有人说，“连新娘都

清零了”，这是“百年未见之荒唐”。

不止江苏，河北一女子在结

婚当天，新郎小区被封，她只能

一人带着行李嫁过去。 新唐人

无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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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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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0年，有100万台湾

人常住大陆，东莞的台商投资协会

一度拥有3000多家会员企业，是

全世界最大的台商协会。

都被一脚踩烂了
近年事态在转变，台商回流或

转向东南亚设生产基地成为新趋势。

本土生产商的价格挤压、地缘

政治的紧张局势、新冠疫情下中共

的强制清零政策都在加速这一进程。

2021年4月，台湾行政院长苏

贞昌表示，中国作为台湾投资目的

地的比重已从2010年的84%骤降

至2020年的33%。

过去五六年来，廖金章的生意

越来越难做，产品从早年一箱批发

价22元人民币跌到今年的6块5。

这一波的停电、封城更是雪上加霜。

“没有人敢在中国下单的”，“因

为在中国下单，第一，我有行业风险；

第二，我还有你共产党制度的风险；

第三，还有‘傻子风险’。”“今天给

你封城，明天给你停电，你怎么能

知道明天要搞什么呢？”

现在他意识到，共产党要的只

是延续政权。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

幸福在它眼里不值一提。

“它没有一点是为了人民着想

4月的一天，60岁的廖金章撤

掉了他在东莞经营了20多年的生

意，成为“润者”大军中的一员，

回到故乡台湾。

“我们从来不相信中国会缺电

的，因为中国的电力是李鹏家族做

的，”他在台北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去年开始缺电，一个礼拜停三天、

停四天，他想怎么停就怎么停。你

说工厂怎么活？”

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自3

月起的上海封城。他觉得这个政府

没救了。

“中国已经百业萧条了，在这个

程度他还敢跟你封！”他说，“整个

上海港多少船呐，多少货进都进不

了，出也出不去。让中国整个经济

就这样瞬间就冻结下来。”

湖北省长曾帮台商洗脚
廖金章是1995年到中国大陆

的，用他的话说，不是为了“投共”，

而是迫不得已地“随大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了国

门，1987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

经国宣布解严，解除外汇管制，允

许企业对外投资，一批一批台商开

始涌向对岸。

廖金章在中国大陆设厂，先后

生产过皮鞋、足球、和化工品。他说，

那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所有的原材

料都在台湾采购。在大陆设厂，连

一颗螺丝钉都要从台湾运过去。

他记得早期中国政府对台商的

政策特别优惠，因为各地都有所谓

“招商责任额”。曾经有一个笑话，

湖北省长到东莞来帮一个台商洗脚，

就是希望他到内地去投资。

台商20余载：
我损失了青春、金钱，认清了共产党

文 / 萧雨等

过，一点都没有。”他说，“但是它

还是告诉你们啊，共产党是为人民

服务的，有95%是相信的，但是看

懂的人他会很痛苦。”

共产党的话99.9%都是谎言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年去大陆

经商的决定，廖金章一连说了三个

“后悔”。

“最大的损失就是我把我的青

春，还有当年去开厂带的一点钱都

亏得差不多了。”他说。但是他也从

这段经历中有所收获，那就是“我

认识了共产党，我知道这样的制度

对人民有多少残害”。

在大陆生活的最后几年里，他

开始在一些微信群里分享防火长城

外的信息。

“共产党的话99.9%都是谎言，

谎言怎么去戳破他？给真相就好了

嘛。共产党很害怕这种东西。”他说。

回到台湾后，廖金章开启推特

和油管频道，希望将自己的政治理

念分享给更多人，也因此招致一些

非议乃至威胁，但是他并不害怕。

“我们知道共产党对这种事情，

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但是我觉得

我在中国都没怕过你，我在台湾我

怕你什么？！”

2022年10月7日 聚焦 3

台商廖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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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见到这份资料。王明晚年的回

忆中也说，告密的人叫王拙夫，当

时是党的交通员。美国费正清回忆

说，中共高层人士有人私下对他表

示，当年的确有人想“一箭双雕”，

既可以消除党内敌人，又可以作为

国民党杀共产党的宣传。

1月21日，即何孟雄等被捕之

第四日，周恩来约了罗章龙、王克

全谈话。周恩来要他们立即停止反

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周说：“从

何孟雄等这次被捕事件的例子说明，

脱离了中央正确路线，结果不好。”

罗章龙正色道：“是你们出卖了他

们。”周恩来也拍了台子说：“你侮

辱中央。”罗章龙说：“你做走狗我

不做。”王克全也指着周恩来的鼻子

骂：“你周恩来，赤佬，卖身投靠。”

（注：“赤佬”是上海人的粗话，“下贱”

的意思）

周恩来一怒拍案而起说：“限你

们五天之内解散你们的分裂活动。”

罗章龙拉住王克全，向周恩来挥一

挥手说：“你也不过是奉命行事，跟

你没有什么好谈的。”周恩来把罗章

中共的百年历史，始终伴随着

激烈的党内斗争。各派势力为了打

倒对手，往往不择手段，无所不用

其极。周恩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上海借刀杀人，除掉反对势力，就

是一个例子。

四中派与临中派斗法
据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介绍，

1931年1月8日，中共举行了六届

四中全会。会上，共产国际支持王

明上台，周恩来当家，结果遭到以

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中共党内实

力派群起反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

与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冲突。

会议第二天，1931年1月9日，

反对派举行“反四中全会会议”，由

何孟雄主持，通过罗章龙起草的“告

同志书”，决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

非常委员会，另立中央，并选出何

孟雄、罗章龙、王克全等为中共临

时中央筹备委员，自此中共一分为

二：周恩来、王明一派，称为“四

中派”；何孟雄、罗章龙的一派称为

“临中派”。“临中派”展开全国活动

与“四中派”对抗。1月17日“临

中派”的江苏省委成立，当时共青

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左联都在江苏，

江苏省委是全党最大的实力派。

罗章龙怒怼周恩来
1月18日，临中派江苏省委成

立的第二天，在上海远东旅馆开会

时，何孟雄等30多人被捕，其中

19人被处死。当时盛传是中共自己

人向国民党告密的。司马璐先生说，

他曾查看过国民党的“匪情档案”

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周恩来借刀杀人

2022年10月7日

龙、王克全的态度向当时在上海的

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作了汇报。米夫

大怒，1月27日，宣布开除罗的中

央委员和王克全的政治局委员。

周恩来借刀杀人
1月31日，反对派的非常委员

会中央正式成立。在周恩来的铁腕

之下，打击威胁与利诱说服双管齐

下，反对派不断分化。反对派的最

后一任中央书记王云程被捕后，向

国民党交代说：“他们（指中共党内）

在派别斗争中，采取暗中告密手段，

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康生、

周恩来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

张金保（女工出身的中央委员）

逝前说，四中全会几乎是周恩来一

个人的戏，她曾表示不服，周恩来

以停止生活费威胁她悔过。

在中共七大中，有一份为何孟

雄平反的提案，其中说到某些同志，

往往牺牲同志保存自己。他对人的

利用，往往榨光了对方，然后抛弃。

又提到当年何孟雄等被捕，党中央

有责任。虽未点名，但是矛头暗指

周恩来，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是可以

看得出的。后来“毛泽东选集”的

注释中，也表扬了何孟雄。

1969年司马璐访问苏联时，曾

问一位与王明接近的人，“王明所指

何孟雄等当年被国民党逮捕是一个

叫王拙夫的告密的，这王拙夫到底

是谁？”对方回答说：“王拙夫是周

恩来当年在上海所指挥的红队队员，

红队专门杀叛徒，何孟雄反对六届

四中被认为反党分裂，所以就被当

作叛徒处理了。” 整理 / 袁斌

司马璐（1919-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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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

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

不争名夺利，凡事顺其自然。那时

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

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炼法轮功

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炼法

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

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

作人员直接提出：炼法轮功的免检；

三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戴法

轮功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

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

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

忍”要求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

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

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

我是70后人，小时候的农村有

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

称呼的：叔、伯、爷等；一家有事，

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

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男女之

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

面会脸红。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

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

男女关系，是很丢人的事。

1992年，江泽民和中共出台

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人们一切

都在向“钱”看。那时我正在上大

学：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

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找人

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

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

应该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

一切向钱看才是时髦的东西。

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

念的人来说，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

苦的事，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

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我每天都生

活在苦苦的挣扎中。1994年6月

我有幸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

州举办的十堂课的讲法班，返程火

车上我流了一路眼泪，那是发自内

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

“真、善、忍”真好！

回归与坚守：践行“真、善、忍”

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

对“真、善、忍”口诛笔伐。本来

对法轮功已经有了好感的中国人一

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

怖面前，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

生活方式，“贪腐”成了官员的梦想；

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一

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

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

这几十年，人们在中共谎言灌

输的冲击下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

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

态。善良的中国人，要想有未来，

只能是拒绝中共，抛弃中共的假恶

斗价值观，回归传统，重拾被中共

扭曲的善良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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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莲老人已经80多岁了，因

修炼法轮功，看上去像50多岁的人，

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光光的、白

白的。

一天，上官莲老人路遇一位北

京本土老太太，艰难地佝偻着腰身，

就上前问候，得知老太太60多岁，

一身病。上官莲就向她推荐法轮功

北京老太：共产党把我儿子变成了魔鬼

祛病健身有奇效，天安门自焚伪案

是中共导演陷害法轮功的，讲了中

共活摘国人器官。

老太太说：“我儿子就是警察，

他回家什么也不跟我说，都是‘国家’

机密，其实就是见不得人。自从我

儿子当了警察，阴阳捣怪的，以前

开朗的模样不见了，原来是加入（中

共）邪教了，共产党把我儿子变成

了魔鬼。”

上官莲告诉老太太：“法轮大法

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报应很惨

烈，瘟神来了也是给人的警示与机

会，上苍有好生之德，咱做人要做

明白人。”

老太太说：“我是党员，您给我

退了吧。谢谢您告诉我这么重要的

事情！”

明慧网

2022年10月
1日，美国旧
金山湾区的
法轮功学员
参加圣塔克
拉拉冠军游
行， 受 到 观
众的欢迎。



中国国家癌症中心2021年统

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胰腺癌

新增患者为9万人，2021年增至

12.5万人。胰腺癌位居中国男性恶

性肿瘤发病率的第7位，女性居第

11位。

一些罹患胰腺癌的病患，因缘

际遇诚信法轮大法后，绝处逢生。

愿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友，能够

受益于这些绝处逢生的真实经历，

给自己的人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

610头目的母亲：
我退党，胰腺癌好了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故事：胰腺癌不治自愈

明慧网

李妈妈在2006年来到了美国。

之前在中国大陆时，一次她们去一

家医院劝人三退，遇见了一位患胰

腺癌的老太太，李妈妈劝老太太说：

“退党吧！”老人家说：“我都病成这

样，退不退党有什么用？”李妈妈说：

“有用。”老太太将信将疑地说，反

正病成这样了，你说退，那就退了吧。

于是老太太退了党。

结果奇迹出现了：不久，老太

太就能下地了，胰腺癌也好了。

随后，老太太找到了儿子的办

公室，她大声说：“我退党病好了。

你们这么孝顺，有谁把我的病治好

了？”儿子吓坏了，拉着她说：“妈，

您别说了，要说咱回家说，您别在

办公室说。”老太太说：“我就要在

这说，告诉你们少做伤天害理的事。”

原来，这是当地的“610”办

公室（中共设置的专门迫害法轮功

的部门），老太太的儿子还是这里的

头儿。

李妈妈表示，在大陆劝人“三退”

虽然十分危险，但没有人出卖她们。

一些老干部退党之后，象脑血栓一

类的病都好了。 她们在回访这些“三

退”的人的时候，很多人都把她们

当成救命恩人。

明真相“三退”，
患胰腺癌不治自愈

程雨是我住在黑龙江省的远亲。

2010年5月，程雨突然腹痛不止，

并逐渐加重。经当地大医院检查，

发现胰头部肿块明显，胰管堵塞；

胆囊肿大，有胆结石，胆管也堵塞。

程雨持续疼痛不止，不能进食，靠

24小时打点滴抑制胰腺分泌物。不

到半个月，体重消瘦20斤。

程雨的孩子带着母亲的病历和

所有检查资料来到另一个省城，经

这个省城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专家

确诊为胰腺癌。多数专家认为，手

术意义不大，只有一位专家认为还

可以手术治疗。

我得知后，告诉程雨常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声明退出

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会得救的。

程雨就做了“三退”声明，并常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不久，程雨的孩子们带她到哈

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做手术。手

术前，医生再一次检查，发现所有

的病灶都不见了，肿块消失了，胰

管、胆管通畅了，胆结石不翼而飞了，

病状也没了。

这五六天的变化震撼了所有的

知情人。程雨激动地喊：“是法轮

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感谢法轮大

法！感谢李洪志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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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妈妈（左）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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