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共极端清零政策

下，各种变态管控层出不

穷。其中最让民众纠结的

是，官方要求吃饭时戴口

罩，被讥为史无前例的难

题。无奈之下，中国人发

明了一款“鸟嘴口罩”。戴

着鸟嘴口罩，吃东西时，

鸟嘴口罩被嘴部肌肉带动

而一开一合，这样双手能

正常夹菜舀饭。此发明避

免了吃饭时用手不断摘口

罩、戴口罩的“世纪难题”。

微信公众号“老萧杂

说”发文调侃：戴上这样

的口罩，让人“很自然地

会往‘鸟人’‘鸟样’上去

联想”“弄成这副鸟样，不

管情愿与否，它符合了一

种权力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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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孕妇遭殴打等等。

上海市民何先生11日晚向大纪元

记者说：“如果消息传开的话，干净水、

矿泉水可能一下子就被疯抢了。”大陆

微博图片显示，上海市民或在超市买

水，或网购囤水。网民表示“好多上海

人都在囤水”，并指超市、平台的一些

特定饮用水品牌已缺货。

11日，财新网报导，受长江流域

干旱影响，上游来水持续减少，长江口

咸潮入侵形势日益严峻。而此前，铁

链女事件主要吹哨人之一的前中国资

深摄影记者赵兰健披露说，“长江缺水

无法补水，长江口海水倒灌完全污染，

现在上海每天派船去江苏运水，但远水

救不了近渴。”财新网的报导，也证实

了赵兰健信息的真实性。

上海居民李杏生接受自由亚洲采访

时说，有关上海缺水和水质变差，不到

万不得已，政府不会公布：“水质一直

不好，老百姓反映比较多。有的人喝自

来水感觉偏咸，那肯定是海水侵入水库

现象。这关系到民生，这类新闻肯定不

会报道。”20大会议期间，任何负面资

讯都会被中共维稳消音。

10月10日，网民发布一张上海政

府人员聊天截图，称上海三大水库水源

枯竭，上游干旱无法补水，民用水水质

已超标4倍；因中共20大在即，所以

消息一直未公布，呼吁大家囤一些纯净

水。还有网民透露，“十一期间到现在，

我们这的自来水都是微黄带铁锈味的。”

10月11日晚，上海水务局公号发

布消息称长江口自9月初起出现咸潮入

侵。但辟谣称“自来水生产和供应正常，

水质达标”。同日，上海官方微博“上

海发布”也称上海自来水供应正常有序。

官方此辟谣信息发出后，市民纷纷相信

水质出问题是真实情况。

“这就赶紧囤水，我至今记得上海

疫情把江苏的物流断了，一个月菜价飞

天。”“上海发布辟谣了，好，立马下单

买水。”

“但凡开始辟谣了，那就是了，赶

紧囤水。”“我上海人本来不囤水的， 结

果看到官方辟谣了，赶紧去下单囤水。”

今年3月，官方宣称不会封城，不

需要盲目囤物资，可是随后立即封城。

突然封城导致不少次生灾害发生：没食

物饿死，无法就医病死，精神崩溃跳楼

令人忍俊不禁
极端防疫催生
“鸟嘴口罩”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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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古亭

饮水危机 市民囤水官方低调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新战略令中共恐慌

聚 

焦

大纪元

上
海

上海三大水库水源枯竭导致海水倒灌，食用水面临危机。图为九月中黄浦江因台风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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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自己的人民为敌的。

冯崇义：蓬佩奥新战略使中国
民族力量受鼓舞 中共恐慌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

教授10月5日对大纪元表示，蓬佩

奥和他的助手余茂春之前在川普（特

朗普）总统任内的时候，就明确把

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这

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中共这些

年用民族主义，把中国人绑上它的

战车，让中国人，特别小粉红当党

的炮灰。“现在蓬佩奥他们这种方

式，是一种新的战略，讲的也是实

话。美国从来没有与中国人民作对，

他要交手的是中共政权而已。”

冯崇义说，当年“六四”学运时，

美国政府的立场很鲜明，是和中国

学生共同对付中共政权。后来他们

看到中国的市场利益，放弃了原来

的立场，搞了三四十年的绥靖政策。

一直到现在才重新回到原来应该的

立场上。

“（站在）民主自由的角度，跟

中国人民一起反对暴政。这是他们

本来应该有的立场，也是本来应该

采取的战略。”他说，如果这种战略

持续发展下去，就可以将依附中国

人民的中共政权全部割裂开来，使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月开始

推出系列视频揭露中共，中共驻美

大使馆日前发信对蓬佩奥施压。蓬

佩奥10月4日推文公开中共驻美大

使馆对他的施压信，信中指责他所

挂靠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还对他制作的跟中国人民对话系列

视频表示不满。

蓬佩奥推出系列视频揭露中共
蓬佩奥在推文中写道：“中共想

让我停止讲述真相。这不可能。”他

还表示要将中共的信函当废物扔进

废纸篓。自9月13日以来，蓬佩奥

已公布两期针对中共的视频，第一

期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

国人民”，第二期的主题是“中共对

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

在第一期的视频中，蓬佩奥说：

“中共撒的最大的谎言是自称它代表

中国，代表中华文明，而且我认为

中共知道这是一个谎言。如果北京

认为它真的代表了中国人民，它就

不会花费比国防开支还多的钱，来

镇压和监控中国人民。”

他说，中共其实是一个舶来品，

并且致力于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

意识形态。“中共真正关心的是如何

保持对中国人民的控制”，中共其实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新战略令中共恐慌

2022年10月14日

中国民族的力量受到鼓舞，所以中

共政权当然对这样的动作感到恐慌。

蓬佩奥日前在芝加哥出席一场

活动时已透露，他正在为2024年

可能的总统竞选做好准备。冯崇义

说，“如果蓬佩奥2024年大选得到

权力，就会把他的理念灌输到美国

的政策里，这样才会对中国发生根

本性的帮助。”中共不等于中国，没

有了中共，中国才有希望。大纪元

美新禁令绝杀中共
芯片技术人才

福 报动 态

10月7日，美国公布对华最

全面、最严厉的芯片出口限制，

对中共的半导体产业进行全面控

制，以禁止中共获得先进制程的

芯片用于军事目的或人权迫害。

出口禁令不仅包括禁止提供

给中（共）国任何使用美国设备

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而且还

包括禁止美国人（包括美国公民、

绿卡持有者和居住在美国的外国

人）为中共提供技术支持，这是

前所未有的措施。

目前，全球最先进晶片设备

生产巨头阿斯麦已电邮通知美国

分公司的员工不得再为中国客户

提供服务。

知情人士表示，多家位于中

国的主要芯片设备和材料公司都

是由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

人创办，有“数百名”高管和专

业人士也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美

国出口限制新规将扼制中共的芯

片制造及高科技发展。 大纪元

蓬佩奥系列视频
令中共恐慌



时间才宣布，医院确实没有把我们

当人看。”

中共中央派出的调查组之前还

说，武汉市中心医院不遗余力地挽

救他。但是现在看，这是一个从上

到下的谎言。

李文亮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说过

的那句话“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

一种声音”，部分揭开了这场席卷全

球的大瘟疫之所以酿成的根源：那

就是中共打压不同的声音，把中国

社会变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才

导致说真话的人活得无比艰难。

李文亮屈辱的见证
《纽约时报》还拿到了另一份李

文亮屈辱的见证，第一次对世界公

开。这是中共要他写的“关于当前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事件中不实消

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

李文亮按照官方要求，首先是

对自己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上纲

上线，说“造成了公众的恐慌，对

卫健委及相关部门的调查、诊治工

作起到了负面作用”，然后，他被迫

从自己党员身份上进行反思，说自

己“缺乏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对

突发事件互联网传播规律缺乏足够

认识”，以及“对微信使用中应遵守

10月6日，《纽约时报》一篇

报导震惊了网络：他们的视觉报导

团队拿到了李文亮的病历，显示他

在生命结束后的七个半小时内，一

直在被“抢救”。但是，这种抢救并

非为了挽救李文亮的生命，而是为

了平息愤怒的公众情绪，而李文亮

医生的遗体成了中共作秀的工具。

“对尸体的一种亵渎”
《纽约时报》的这个深度调查，

用详实的证据揭开了真相。

纽时的视觉调查团队，审阅了

李文亮的医疗记录，并独家采访了

一位目击抢救过程的医生，为了保

护医生免受中共报复，称呼他为B

医生。B医生是在2月6日晚上9点

左右，抵达了李文亮的重症监护病

房，这是大约李文亮心脏骤停两小

时后，然后在午夜左右他离开了病

房。B医生说，医院领导层要求医

疗团队使用人工肺，因为他们想向

公众表明医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抢

救。但在场的几位医生认为，在那

个时候上人工肺已经太迟了，无法

发挥任何作用。《纽约时报》采访的

六名医生都持相同意见。

B医生还说，考虑到人工肺的

侵入性，这时候让李医生接受人工

肺是“对尸体的一种亵渎”。

对李文亮死亡的事件，中共调

查组给出的结论和武汉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公开说法一样，也说在凌晨

2点58分，李文亮的心电图“呈直

线反应”。然而，《纽约时报》的调

查发现，病情资料中有一份前一天

晚上9点10分左右的心脏彩超报告，

显示他的心脏在那时已经停止跳动。

B医生说，“按照正常流程的话已经

是可以宣告死亡了”，“拖了这么久

被训诫的李文亮如何度过生命最后一程

大纪元

的法律法规学习不足”。最后表态要

“时时对照党章、党规及系列讲话精

神要求自己，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绷紧‘政治敏感性’这根弦，规范

自身行为，做一名合格党员。”

外界可以看出，中共是一个多

么没有人性的邪恶组织，不仅要在

行为上扼杀李文亮的正常作法，还

要他从“灵魂深处闹革命”，被迫把

自己变成一个像其他党员那样只会

听从党指挥的机器、漠视生命的行

尸走肉。

《纽约时报》文章还第一次披露

说：李文亮住院一周多后，他的医

生写道，病人情绪低落，并诊断出

他处于“抑郁状态”，这一细节此前

未曾被报导。他的病例没有将他的

情绪状况归咎于任何具体因素，但

指出李文亮食欲不振，晚上无法入

睡。李文亮在对新冠病毒吹哨之后，

中共反反复复折腾他，才彻底摧毁

了他的精神，导致他青壮年的身体

没有捱过病魔的折磨。

2019年，李文亮们是因为说

当时的病毒很厉害遭到了打击报复，

而现在相当多的人又因为说奥密克

戎变种不严重，再次遭到中共的打

击。中共倒行逆施，只要中共还存在，

百姓就永不安宁。

2022年10月14日 聚焦 3



4 百年真相

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战斗力最强，

为突围的先头部队。周昆的第八军

团拱卫左翼，罗炳辉的第九军团拱

卫右翼，董振堂的第五军团担任殿

后。中央领导人在行军中居于全军

的最中间，陆定一日后的回忆中称

这个红军阵容是“抬轿子”。彭德怀

在通道会议上说是“抬棺材”。

中央领导人又分为两个层次：

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司

令员叶剑英，保护中央最核心的人

物，如周恩来、秦邦宪、国际顾问

李德等。中央纵队司令员为李富春，

党政团高级干部如毛泽东、王稼祥、

张闻天、董必武等都编在这一队。

军委纵队的代号为“红星纵队”，中

央纵队的代号为“红章纵队”。

司马璐说，在行军中，指战员

普遍表露出对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

导人的不满。陆定一所说的“抬桥

子”，就是指党中央领导人稳坐“轿

子”，全体红军的任务是保卫“轿子”。

所以有红军指战员用谐音谑称“红

星纵队”为“狠心纵队”，“红章纵

队”为“混账纵队”，以此发泄内心

1934年5月4日，因为反围剿

失败，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决

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

转移。日后，中共美其名曰为“长征”。 

翻开官版的中共党史，充斥着对长

征的歌颂之词。但事实上，所谓“长

征”说白了其实就是夺路逃命，而

且是死伤惨重狼狈不堪的逃命。

司马璐说他“在延安时，听一

些长征干部谈他们在长征途中九死

一生的惊险遭遇，据他们说，什么

长征？是夺路逃命啊！我们一路不

知道死了多少人！毛主席、周副主

席和主要领导人都是战士们用轿子、

担架抬着他们过雪山草地的呀！”

大屠杀
“长征”前，即1934年10月初，

周恩来下令枪决了一批控制使用的

中共高级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前

国民党第26路军总指挥季振同。他

是1931年底率领所部17000余人

投共，并担任过红军第五军团总指

挥。季振同投共后，其部下的第15

军军长黄中岳，因为说了一句：“我

找红军的目的是为打日本鬼子，不

是为了打内战。”黄中岳也被杀了。

“当时苏区的紧急情况，一般的

伤病人员，除了极少数的高级干部

受到特别的照顾外，凡属政治上悬

而未决的对像，都以断然的手段处

理。否则随军行动一定增加负担，

活着成为敌人俘虏，吐出秘密，也

对党不利。”司马璐说。

“狠心纵队”与“混账纵队”
红军突围时，以林彪的第一军

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长征

2022年10月14日

的不满。彭德怀口直心快，说中央

的纵队等于两口棺材，我们抬着棺

材，怎么能打仗呢？

“马克思，救命呀！”
1934 年 11 月 27 日，中央

红军第一、第三军团在林彪、彭德

怀指挥下在界首强渡湘江。当时红

军作战非常困难，大部分主力要保

护中央首长；笨重的东西又多，行

军缓慢。受伤的兵和民夫到处都是，

根据当时的行军纪律，伤者必须“处

理”，担心留下泄漏红军的秘密。

11月30日到12月1日，红军

彻夜抢渡湘江。红军这时也顾不得

什么纪律了，拼命向前推挤，争取

上船。江水太急而船又不多。后面

的红军把前面的红军推落水中。刘

伯承也说，过江时，挤死的人太多

了，“这么过江不是办法，我们自己

人都把自己人挤死了。”民夫只顾逃

命，把一部与莫斯科联系的重型电

台也抛弃了。银元、黄金由中央领

导人和红军首长分别缠在身上。

周恩来说：“我们渡过湘江，就

是胜利。”红军政工人员在高呼：“同

志们，冲呀！”“为革命牺牲最光荣！”

有人轻声骂政工人员是“卖膏药的”。

枪声、炮声、划船的声音，国

军照明弹闪烁而过。有的船被炮弹

击中了，江上的血浪像火花。政工

人员又在叫：“同志们，轻伤不下火

线，重伤不哭。”湘江在咆哮，人在

哭，鬼在嚎，也有柔弱的呻吟的声音：

“马克思，救命呀！”

离开中央苏区号称十万的红军，

只剩三万零五百人了。整理 /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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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3月17日，《大连日报》

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

稀老者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

路1100多米的事迹。

1997年12月24日，《医药保

健报》报道“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

1998年2月21日，《大连晚报》

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

从大连自由河冰下3米救出一名落

水儿童的事迹。 

1998年7月10日，《 中 国 经

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

长篇报道河北邯郸妇女谢秀芬，瘫

痪在床16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

走能力。 

1998年11月10日，《羊城晚报》

以“老少皆炼法轮功”为题报道广

州5000名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晨炼。

1998年11月24日， 上 海 电

视台报道了“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在

学法轮大法”。

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

后，仍然有很多人走进法轮功修炼。

目前法轮功已弘传100多个国家。

法轮功祛病健身功效卓著，从

1992年公开传出到1999年迫害之

前，短短七年吸引了一亿人修炼法

轮功，期间国内媒体出现很多有关

法轮功的正面报道。

1992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

上，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

1996年1月，《转法轮》被《北

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市十大畅销书。   

回顾：国内媒体正面报道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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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喝酒抽烟，2016年到

2017年，他的心脏做了三根支架，

去地区医院急诊室抢救了三次。

丈夫第一次因心脏病进医院，

只有几分钟，就突然眼睛一翻，口

吐白沫，人休克过去，看医生都来

不及了。我修炼法轮大法20余年， 

紧急情况下，我只有大声呼喊：“法

轮大法好！”很快，丈夫醒过来了。

丈夫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

但他见证了我修大法后发生的神奇

事儿，所以一直支持我修炼。1978

医生：我们医院的专家都在研究
年我被迫做计划生育结扎术后肠粘

连，引起全身疾病。1997年6月，

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折

磨我近20年的肠粘连病不翼而飞。 

后来，丈夫又一次被送到医院

抢救。大夫检查后说：这次无效了，

我们不是神。可我丈夫的身体一个

星期就恢复过来了。

医生感到惊奇，问我：“你们有

什么信仰吗？”我说信法轮功。他说：

“我们医院的专家都在研究，法轮功

祛病健身为啥有这么好的疗效！”

天安门
“自焚”真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扑
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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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3

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
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
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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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表明，用火烧雪碧瓶，5秒雪
碧瓶变软，7秒收缩变形，10秒
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真 
相

无
界
浏
览

无
界

一
点
通



法轮功真相广传，现在越来越

多的中国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

质，选择抛弃中共，退出中共的党、

团、队组织（三退）。

前几天，我碰见一个小伙子在

路边行走。我走过去问他：“你是学

生吗？”他说：“不是。”我说：“那

阿姨也得告诉你，你读书时，初中

政治课本上有关于法轮功‘天安门

自焚’的内容，那是假的，那是共

产党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全世界都

知道那是共产党制造的伪案。全世

界上百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唯有中国共产党镇压。

20年来，共产党害死了成千上

万的法轮功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

员的人体器官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罪恶滔天，天理不容！

所以上天要灭共产党。如果你

入过团、队，我给你退了，这样将

来天灭中共时你不会受任何牵连，

不会为它做陪葬。”

国保大队小伙子三退

明慧网

小伙子不动声色地说：“我是警

察学校的！”我说：“警察学校的也

得保命啊！现在的人心都坏了，入

党提干都为了升官发财，没有替老

百姓办实事的。我们是中华儿女，

不是马列子孙。共产党搞无神论欺

骗人民。你看，苏联共产党当初多

么强大，还不是说倒就倒了！”

小伙子仍然不动声色，说：“我

是国保大队的。”我说：“小伙子，

你在国保大队上班，你看到、听到

过任何一个象电视上演的那样‘自

焚’‘杀人’的法轮功学员吗？相反，

现实生活中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那么

的善良。”

这回小伙子点头了，说：“是这

样！”又说：“我是党员。”我说：“小

伙子，我给你用××化名退出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真有那一天（天

灭中共），咱们都不后悔！”小伙子

爽快地答应退出加入过的中共及其

附属组织。

专制独裁的制度还是要好。你看中

国，你要对共产党说一个‘不’字，

它马上就把你抓起来！共产党做的

坏事从来都是掩盖着不让人知道，

更不让人说，谁要说它不好，它就

给谁扣帽子、打棍子。”

这时大爷“嗯”了一声，说：“那

倒是！”我感觉老人心里的一块石

头终于落了地，似乎放心了。

我又说：“共产党整死了八千多

万中国百姓！老天有眼，一定会清

算它的。我们把这个党团队的身份

去掉，将来清算共产党罪恶的时候，

咱不受它牵连。三退可是天大的好

事，我帮您退了少先队吧？”大爷

同意了：“好，退了吧！”

6 见证 2022年10月14日

上网预约 免费学功

请翻墙访问 https://chinese.
learnfalungong.com

目前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日文、瑞典文等20种语言教功。

联系邮箱：
contact_ch@LearnFalunGong.
com

更多真相，请翻墙访问
干净世界www.ganjingworld.com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获取翻墙软件的更多方法：

无界软件 https://git.io/vFI6A

Email索取：

用海外电子邮箱发信给

ziyoumen99@gmail.com

索取自由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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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2022年3月的一天，我看到马

路边一位70岁左右的老大爷独自坐

在石墩上休息。我就跟他讲了所谓

法轮功“天安门自焚”伪案等真相，

他一直没吭声。

接着我又说起了三退的事，他

说只入过少先队，但不退。

老人情绪激动地说起来，是美

国挑起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

美国是战争贩子，美国的蓬佩奥去

访问台湾，美国想占领台湾搞“台

独”，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很坏！ 

我知道他是被中共的洗脑宣传

给蒙骗了，就说：“大爷，国与国之

间的争执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有很多新闻也不报道实情，就像法

轮功一样，电视新闻和所有的媒体

都是在颠倒黑白，事实根本不是那

么回事，所以不能只相信新闻报道。”

他说：“《九评》那本书我都看过，

书上说的都是真的。可是看到最后，

出来一个美国怎么怎么的，意思是

要加入美国，我就失望了，唉！”

我说：“大爷，您是误会了。《九

评》书上绝对没有写要你加入美国。

那上面只是印了一个美国的电话号

码，那是方便读者打电话做三退的，

根本不是让人加入美国。美国也有

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民主制度也

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比

这位大爷是个明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