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6日，网传上

海闵行区一大型购物中心

发现确诊者足迹，防控单

位将7日上午至12日凌晨

的所有涉及人员，都列为

次密接者，据推测恐有2.5

万人的健康码一夜间变红

码，行动受限，必须配合

居家隔离7天。民众批评，

防疫层层加码、一刀切。

上海青浦区徐泾镇居

民吴先生说：“把老百姓封

在家里，突然间地，限制

人身自由的，发现阳的拉

到方舱，核酸一天要做一

次，插鼻子、插喉咙，不做，

黄码、红码的，老百姓不

让出去，什么地方都封掉

了，东西都买不到的，现

在什么都没有，老百姓跟

谁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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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担心垮台

服装设计者患胃癌
濒死 修大法枯木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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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反映示威者相当不满现在中国

的情况”，比如大陆的高失业率“是前

所未有的灾难，与变态清零工作有关”。

另有北京市民在接受海外媒体的

采访时表示，“被压抑久了，总是要爆

发出来的”，那些横幅“所表达的正是

民众普遍的心声”。此外，一位饱受“清

零”折磨的中国人也通过海外平台发

帖称，“很多（人）都对现在的政策不

满，但一直不敢站出来说。”墙内微博

上成千上万的用户都在盛赞他的勇气，

将他称为“勇敢的人”。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针对“四

通桥事件”反驳称，“绝大多数人支持

中共的领导”。很多网友回应：“请不要

代表我，也不要代表民意” “你在你评

论底下数一数支持率”“不支持共产党

的都被捉起来了” “敢不敢放开让大家

投票看看真实的支持率？”

从武汉爆发疫情时，就有人冲着

中共怒吼“你到底是人，还是魔鬼？”

到后来“相信共产党，跑步进入火葬场”

在墙内外被疯转。毋庸置疑，解体中

共与共产极权，让自己重获自由，才

是当下中国最真实的民意。

10月13日，北京西城区民众彭立

发（又名“彭载舟”）孤身一人，在海

淀区四通桥上挂起了两条横幅，横幅上

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

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

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

民”，抗议者还将条幅的内容做成音频，

用高音喇叭在桥上反复播放，并燃起

烽火吸引过往车辆注意。之后出现消

防车和大批警察，彭立发现场被带走。

随之，国内对该事件全网封杀，“勇

士”“勇敢”成了微博的敏感词，甚至“北

京”“桥”也成为禁词。

时值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而

“抗共”号角之声却突然在北京的繁华

闹市被吹响，这足以表明，“动态清零”

已让整个北京乃至全中国的老百姓都

感到苦不堪言。

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直言指出，疫情爆发三年来，

“清零”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

民生都走到了尽头，“忍耐力很强很强

的中国人也到了忍不下去的限度。”香

港时事评论员桑普在接受海外媒体阿

波罗采访时表示，北京四通桥上的横幅

上海再现疫情
万人红码引民怨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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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卓版  https://j.mp/fgv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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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通桥事件吹响抗共号角

苏州超算中心火灾
为掩盖套取国家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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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四通桥2022年10月13日有抗议者悬挂横幅。（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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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亿人民币嘛，现在因为美国这

一制裁就真相毕露了，那么底下这

些套取国家资金的，肯定要采取一

些自保的方式，这也很正常。”

上海市民华先生认为，“它说冷

却水塔，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说的话。

从亩产几万斤开始，一直在吹，真

的叫它拿出来，它就没有了，怎么

应付上面呢？它就一把火烧了，什

么账簿什么都没了。中国制造就是

一个壳子，它其实没有核心技术的。

10月13日上午，苏州超级计

算中心一办公楼顶楼发生火灾，现

场浓烟滚滚，约半个小时后扑灭，

初步判定，起火点是A2栋建筑屋

顶的备用冷却水塔，目前没有传出

人员伤亡。

这场火灾引发热议，民众纷纷

质疑，火灾是为掩盖套取国家经费

的一种自保方式。因为就在几天前，

美国发布了对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及

制造设备的最新限制。而据国内媒

体报导，苏州超算中心是苏州工业

园区政府重点打造项目，搭载国际

顶尖芯片及处理器，项目总投资2.1

亿元人民币。

江苏省居民张先生说：“超算中

心这些安保，它的消防那是全国最

严的地方，这种地方着火，从概率

上来说是万分之万万分之一，说冷

却水塔着起来了，中国总是创造奇

迹，自来水能作为火灾的源头。这

几年，芯片大跃进嘛，投资了10

苏州超算中心火灾 为掩盖套取国家经费？

2022年10月21日

（制裁）是严重啊，所以拼命地骂

科技霸凌啊，这是心虚的表现，大

家都在看笑话。”

有网友说，冷却塔里面装的是

冷却剂，点不着火。也有网友质疑，

这是爆炸，之前吹牛完全自主，骗

了不少经费，这下没芯片了，怕事

情败露，于是直接炸了完事。还有

人说，没有顶级芯片，一通电就炸，

很简单，例如你空调不买进口芯片，

外机用一段就炸了。

新唐人

中共十年反腐
20万落马 前腐后继

根据官方最新公布，2012年

以来，十年中已有各地“一把手”

约20万名官员落马，被立案审查

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超过500人，其

中中央和候补中委79人，占近二成。

中共在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共

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

命担当祛疴治乱，“打虎”“拍蝇”“猎

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

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对此，湖南时事评论人士李先

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共体制弊

端丛生已成为官员腐败的温床，年

年反腐，屡禁不绝。他举例说：“守

住一个粪坑打苍蝇，你说苍蝇能打

的完吗？如果说想要彻底根治也不

难，你就把这个粪坑移除不就完了

吗？所以，腐败产生根源的深层原

因就在于有一个容易产生腐败的制

度。只要制度改变，腐败现象就会

消失或降到最低。”

十年以来，反腐运动从未间断。

但民间批评中国“越反越腐”，贪

官人数可谓全球之冠。旅居美国的

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说，中国的腐

败实为制度性腐败，中共“认为反

腐败成绩很大，实际上越反腐，腐

败越多。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是一

党专制的政党，无人监督，肯定会

继续腐败。”

旅澳华裔历史学者李元华对大

纪元表示，这个数字不是反腐成

绩，而是反映出中共所有官员贪腐

成风。与其说是压倒性胜利，倒不

如说这个数字表明中共贪腐的普遍

性。中共的反腐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反腐，而是维护专制极权。

时事评论员蓝述则表示，中共

也知道反腐没办法结束，所以说“反

腐永远在路上”，蓝述认为，“这就

是中共的反腐，是一边反腐败，一

边制造腐败。在中共的体制下，没

有办法解决。”

苏州超算中心火灾

新唐人



万华人），死于处决、酷刑、强迫

劳动和饥饿。

有人如此评论：红色高棉的大

屠杀在速度上超过斯大林肃反，在

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在残暴和野蛮程度上超过纳粹，在

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卢旺达，在

死亡人数占国民人口比例上创造了

世界纪录。

可是，“毛泽东的学生”、红色

高棉的神秘领导人波尔布特，直到

（1998年）临终之时对自己罪恶的

一生也毫无悔意，言之凿凿地宣称：

“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我

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我问心无

愧。”这是不是一个魔鬼的自白呢？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人间浩劫
的确，喧嚣100多年的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就是一场魔鬼制造的人

间浩劫。马克思的父亲曾说，马克

思心中有个魔鬼。马克思、恩格斯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开

头一句就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

的幽灵，在欧洲徘徊。”

《共产党宣言》彻底否定人类历

史，提出“两个决裂”：“共产主义

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

中共二十大于10月16日在北

京拉开帷幕，在持续近两小时的报

告讲话中，中共一再强调国家安全。

据统计，整份报告中，“安全”一

词出现了89次，远超于2017年报

告中的55次。

资深时事评论员王赫认为，这

凸显中共担心政权不稳，保党将是

二十大关注的核心内容，“所说的

国家安全，不是说这十四亿人的安

全，而是说它这个党的安全。顶多

是它的九千万党员的安全，但事实

上九千万党员里面，很多人也只是

一个陪衬，真正决定这个党的政策

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是那么

几百个家庭（家族），一小撮既得

利益阶层。”

赤柬最后头目被判无期徒刑
王赫在“审判红色高棉与中共

‘二十大’”一文中指出：

9月22日，联合国支持的柬埔

寨特别法庭（ECCC）敲下最后一槌，

对红色高棉最后一位在世的领导人

乔森潘作出终身监禁的判决，他的

罪名是种族灭族。

现年91岁的乔森潘在审判中

坚称，红色高棉只是一场目的在于

改善柬埔寨人们生活的政治运动，

并否认参与赤柬暴行，这些论点遭

到法院驳回。柬埔寨特别法庭维持

了2018年审判中的多项定罪，包

括涉及谋杀、强奸、酷刑和奴役的

危害人类罪。

其实，红色高棉是柬埔寨最黑

暗的历史篇章，其所统治的3年8

个月（从1975年4月17日至1979

年1月6日），为实现共产主义，导

致柬国当时约四分之一的人口（估

计170万至220万，其中包括30

二十大报告高谈安全 中共担心垮台

大纪元

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

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

行最彻底的决裂。”

《共产党宣言》崇拜暴力、妄

图独占一切，最后一段如下,“共

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

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

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

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

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

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

将是整个世界。”

这些邪恶的理论，在波尔布特

手里变成了罪恶的实践。由此，我

们就不难理解，中共在毛泽东死后

中止了文化大革命，搞“改革开放”

的同时，还不断地搞大屠杀（如

1989年血洗天安门）和群体灭绝

（如1999年迫害法轮功）。同样可

以预料，中共还会继续向左转。

 “二十大”前夕柬埔寨特别法

庭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最终判决，

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宣示一种天意：

红色高棉凸显了共产政权的邪恶本

质；作为残存的最大共产政权——

中共，其受审判的日子也要到了，

任何对党的邪恶视而不见、“保党”

的人都将承担自己的罪责。

2022年10月21日 聚焦 3

2022年9月22日，红色高棉前国家元首乔森潘在金边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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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会公开。（艾蓓是《叫父亲太

沉重》的作者，艾蓓在书中自称是

周恩来的私生女。）

陈惠敏解释说，高层除陈云身

体衰弱，林彪“抽白面（鸦片）”外，

个个都玩女人，老帅朱、叶、老邓

都不例外。他们当这是最高的特权

享受。有的高干还 “扒灰”，搞儿

媳妇，告到毛那里。下级为了巴结

上级，也以介绍女孩子为最好的手

段。有人专机从杭州送一女孩给毛，

毛看不上眼，那个女孩当即飞返杭。

毛曾要她介绍姐姐来京（陈惠敏一

家十姊妹，她排行老七），被她拒绝。

张玉凤就没有拒绝介绍其妹到中南

海服侍毛。

揭开和孟锦云当“现行反
革命”之谜

陈惠敏说，她14岁第一次见

毛时，正在空政文工团舞蹈队“上

班”，直到1967年文革初期，她们

那时每周两次去中南海陪毛跳舞。

“那时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

陈惠敏说：“我们也不懂政治，跟着

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10

月号，曾刊发总编辑金钟撰写的《毛

泽东情人自白录》。文中的毛泽东

情人就是毛身边仅次于张玉凤、孟

锦云的女人陈惠敏（原名陈露文）。

金钟先生1997年在香港与陈惠敏

相识，协助她出版回忆录，并记录

多次深入谈话的内容，撰成此文。

陈惠敏：高层都玩女人
陈惠敏披露，那是1962年开

始的“政治任务”：中央首长要借

跳舞有益健康。那时是困难时期，

她14岁，已发育得有1.68米的个

头。去中南海跳舞，对她们女孩子

有一个实际的好处，就是可以吃一

顿丰富的晚餐，富强面和美味的炒

菜，外面是吃不到的。她们在中南

海跳舞的舞场，由空政、公安文工

团负责，专为毛泽东、刘少奇、朱

德三首长服务。舞场百余人，乐队

伴奏，女孩子坐在一侧等候邀请上

场。舞会每周两次，每次要跳到三、

四点钟，白天还要上班排节目，宣

传演出，“非常累”。周恩来的舞场

要低一级，由海政文工团伴舞。

陈说是有休息室，有女演员陪

毛，端茶入室，一个多小时不出来。

而陈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陪毛入室。

当问到周恩来有没有婚外情

时，陈惠敏毫不犹豫地说：周有情

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情人比他

大十岁，是海政的舞蹈演员。周恩

来常打电话找这个情人，在她们那

圈子里人皆知道。她说“艾蓓完全

是周恩来的女儿！”艾蓓的养父是

个副部长，艾蓓的生母在北京，当

陪毛跳舞的女孩为何成了“现行反革命”

2022年10月21日

发牢骚，我和孟锦云一起议论毛主

席，说毛像皇帝，三宫六苑，我们

算什么？是妃子要册封，是妓女要

收钱，是舞女要好玩，我们什么都

没有──这话被文工团的头头刘素

媛听到，刘连夜去向毛报告，毛听

后只说了两个字：造谣！就把孟锦

云和我抓起来，打成现行反革命，

遭到毒打，我被送去东北。说我们

反对毛主席。”

文中说，孟在毛死后较低调，

只有一本郭金荣写的《毛泽东的黄

金岁月》（1990年出版，2009年

又重炒一本《走进毛泽东的黄昏岁

月》），是孟的口述之作，虽是党性

作品，却也透露了一些细节。最引

人生疑的是，孟这样一个陪毛跳舞

的女孩，怎么突然成为反毛的“现

行反革命”？郭的书中称，孟案是

当年的“一号问题”，谁也不准打

听，不准传说，是涉及毛的绝密。

而七五年夏天，毛又突然将孟收回

身边工作，此时已婚的孟，想要一

个孩子，毛竟不予批准。孟戴着现

行反革命帽子，在毛身边，甚至可

代毛圈阅机密文件……一个现行反

革命竟然能做这样的事情，这在那

全国斗得你死我活的时代，是何等

荒谬的事！

因此，海外许多评论都认定孟

和毛的关系不仅陪舞还有陪睡。现

在，陈惠敏的披露可视为一个旁证。

陈惠敏和孟锦云同年，事后遭

遇更惨。林彪事件后，她得以从东

北送回北京，挨打的伤痛，遗留至

今。后来再进中南海，直到毛死前，

前后经历十四年。 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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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右三陈惠敏
右二张玉凤



了一则地狱见闻，那些自杀者痛苦

的承受。故事讲的是镇江人张大，

旅居扬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见

了阎王。阎王说：抓错了人！你既

然到这里，可捎一封信到阳间。于

是，令一鬼引他游览一座城市，城

门口匾上写着“枉死”两个字。

他看到很多鬼魂，拖着一尺多

长的舌头，自称是吊死鬼。每天到

这个时辰，必须再度经历上吊之苦。

又见到很多鬼魂，身体肿胀，衣服

尽湿，自称是投水死的。还有一些

鬼魂，有的无头，有的断喉，有的

七孔流血，自称生前是自杀而死，

服毒而死的人。他们每天定时照生

前的死法重过一次，苦痛万分。那

些鬼魂异口同声说：“我们在生时，

都认为一死了事，但想不到死后痛

苦到这般，真是悔恨都来不及了。”

看完了这一幕，阎王说：“你回

到人间，可以把这番话告诉世人。”

然后，张大才悠然醒来！

自杀是有罪的，这在传统文化

中是明确的，告诫世人不要选择自

杀，要珍惜人身难得的机缘，做好

我对自杀的认识，随着年龄、

阅历的增长，有着不同的改变。

儿时的认识
我记事时已是“文革”后期，

那时候的农村，没有电灯，用的是

煤油灯。到了夏天的晚上，街坊邻

居聚在一块乘凉、讲故事。爷爷奶

奶辈的很多不识字，但有很多口传

心授的传统文化故事，每天晚上讲

的故事都不重样，都是善恶有报的

故事。听得多了，相信人来世间做

好人是唯一出路。

我有个表姐，我母亲给她介绍

了一个男朋友，已订婚。这个男朋

友有正式工作，因为嫌弃表姐没工

作，要退婚。但表姐个性强，觉得

没面子，就喝农药自杀了。这件事

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是发生在自

己的亲人身上，我就认真地思考了

自杀的对与错。

人来世间，做好人是前提，难

免会遇到各种坎坷与情仇，只能是

忍受痛苦的同时，把事情做好。这

样看来，自杀就是错误的，不可取

的；而且自杀也违背做好人的初衷，

没有完成人来世间的责任。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就在读书

学习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

的承受能力与吃苦能力。

学习了传统文化故事后的认识
2003年，我接触了明慧网，

阅读大量的传统文化故事，认识到

传统文化不是中共称的封建迷信，

而是对人善良本性的唤醒与强化。

古人如何看待自杀，在很多古

籍中都记载了古人亲身经历的神

迹，今天的人称之为传统文化故事。

古籍《果报类编下卷》中记载

自杀有罪 兼谈“天安门自焚”是世纪骗局

2022年10月21日 真相 5

事，结善缘，不要做坏事，造恶业。

法轮功学员不会选择自杀
法轮功学员通过学法修炼，明

白自杀有罪的道理，而且修炼离不

开人身，怎么可能选择自杀呢？

中共2001年1月23日在天安

门广场制造“自焚”案诋毁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一眼都能看出是假的，

因为历史上修炼的从来没有通过自

焚去升天的，这是自杀行为，对人

对己对社会没有一点好处；法轮功

学员也深知自杀有罪的天理，怎么

会明知故犯呢？！

法轮功学员明白，然而有很多

被中共谎言蒙蔽的人不明白，所以

法轮功学员才要讲真相，把真相告

诉给民众，特别是中共自导自演的

“天安门自焚”骗局。

正本清源，识破中共邪党的谎

言欺骗，回归传统。认真地听一听，

看一看法轮功真相，做出符合历史

与道义的选择，顺应宇宙特性“真、

善、忍”做个好人，才是今天人的

最明智选择！ 明慧网



杨丽是安徽省安庆市人，1947

年8月出生，从安庆市艺术学校黄

梅戏表演专业毕业，她主要从事文

艺工作，曾专职搞服装设计。

1990年9月，杨丽在画服装

设计图时，突然吐血，吐出一口口

的血块。她赶紧到医院检查，血色

素只有4.6克。做胃镜后，医生确

诊为胃腺癌中晚期，必须马上手术。

杨丽做了胃次全切手术，整个

胃被切掉，就留着幽门跟食道连接

起来。手术从早上8点进去，一直

到下午5点才出来。医生告诉杨丽

的家人，术后也顶多能活两年。

化疗了三五次之后，杨丽的头

发掉了，人也发高烧，吃什么吐

什么。一次查血时，白血球低的

2100都不到，血小板、血色素都

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说不能

再化疗了，再化疗人可能就没命了。

那时她只能吃米糊，吐的东西

不是酸味的，都是苦味的，就是胆

液。她的手抬不起来，不能翻身。

那时杨丽觉得人太苦了，她在没有

希望的痛苦中煎熬着。

1995年，医生告诉杨丽只有

服装设计者患胃癌濒死　修大法枯木逢春

明慧网

三个月的时间了，她放弃了医院治

疗。就在回家等死的时候，她从朋

友那里看到了“法轮佛法在合肥”

的资料。看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得

体会后，杨丽觉得这个功法太好了，

太神奇了。

她开始天天炼功、学法，按照

“真、善、忍”要求自己。不知不觉中，

她的身体越来越有力气了；胳膊肘、

眼球疼痛也消失了，身体很舒服。

第二年春天，杨丽到炼功点炼

功。一个月后，她就能骑自行车了，

什么东西都能吃了，真是什么病都

6 见证 2022年10月21日

没了，无病一身轻。杨丽从死神的

掌控中逃脱出来了，重获新生的喜

悦难以言表，她觉得自己太幸福了。

至今，27年过去了，她的身体

依然健康。她说：“是师父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每每提到此，她都会

流下感恩的泪水。

杨丽说：“人要珍惜自己这个生

命，珍惜你自己来到人世间，能够

碰到法轮功，哪怕你听到‘法轮功’

几个字，我都劝你去打听一下，去

问一下，去了解了解，对你只有好

处，没有坏处，真的！”

杨丽在读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多项调查：法轮功
祛病健身效果显著

上网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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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已经传播到全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多项研究调查显

示，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改善身心

方面有神奇功效。

1998年9月，中国国家体总

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人12,553人，

疾病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77.5%，

加上好转者人数20.4%，祛病健身

有效率总数高达97.9%。

1998年10月，对北京市200

多个法轮功炼功点进行统计学调

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总有效

率为99.1%，其中完全康复者占

58.5%；体质增强者占80.3%。

台湾大学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

显示：法轮功学员修炼后，一年只

用一张健保卡者达72%，几乎是修

炼前的一半。报告指出，法轮功对

于戒除不良的生活习惯有显著的效

果：戒烟率为81%、戒酒率77%、

戒赌率85%。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