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的中国富人不仅

担心中共不断提高税赋，

也越来越担心自己的人身

安全。近年来，许多知名

商业人士都曾暂时或长期

被消失，使这些担忧加剧。

《金融时报》报道，根

据花旗私人银行的数据，

2017年至2019年期间，

新加坡的（中国）家族办

公室数量暴增了5倍。从

2020年底的400家到一年

后的700家，又几乎翻了

一番。上海和北京的移民

公司披露，具有“特殊才能”

申请美国绿卡的人数激增。

中国富人对未来产生了悲

观情绪，许多商业家族已

启动外逃计划。中国的财

富精英层和知识精英层正

快速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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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 全楼拒绝去方舱

指鹿为马   “14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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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甚至思考如何移民离开中国。

陈鼎教授认为，中国年轻人有很

多担忧，才会有对未来充满无力感的

“躺平主义”或想要逃离中国的“润

学”出现。中共对人民进行政治宣传

时，刻意采取对西方仇视与敌意的态

度，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仇外主义，

让年轻人反美情绪高涨，目的是转移

年轻人对未来的无力感。

股市最诚实
10月23日，中共二十大新一届常

委亮相，习近平三连任，当天中港股

市暴跌，连带美股中概股也大幅下跌，

这是市场对中国前景悲观的真实展现。

江苏商人王先生对新唐人说：“你

看看香港的股市不就知道了吗？那都

跌了10%、20%、30%都有。那不是

用脚投票，是用钱投票，没人相信它呀，

它讲什么话都没人相信它嘛。”

英国《金融时报》称，二十大是

中国商业精英的“转捩点”，他们正在

加速“润出国门”，不但担心自己的财

富被中共“共同富裕”掉，而且越来

越担忧自身的安危。

党媒《环球时报》10月21日发布

一份“中国年轻人‘西方观’变化”的

民调数据称，对中国100多个城市14

岁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展开了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中国年轻人越来越自信，

超九成年轻人“平视”（39.3%）或“俯

视”（54.6%）西方。另外，超过1/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人权优于西方。

不过，外界对于党媒民调的真实性

产生质疑。美国新泽西拉马波学院政

治系副教授陈鼎对媒体表示，在一个

独裁的国家里，民调不太能够代表人

民真实的想法，即便代表真实的想法，

也可能是经过宣传与洗脑的结果。

中国年轻人：渴望自由
一些中国年轻人也认为，这份民调

有很大水分。24岁的大学生小新是山

东人，他说，受过教育并在过去较开

放时期有机会浏览更广阔网络世界的

年轻人，普遍都对现在中国闭锁的状

况非常不满，“我相信当谎言被拆穿的

时候，这个数据将不到三成。”

29岁的江苏人杨先生表示，一些

高学历、有开放视野的年轻人流行“润

后二十大时代
富人逃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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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党媒民调受质疑：
都躺平了，润了，哪来的自信？

担心国有化扩张 多地
富人与台商急售资产

聚 

焦

新唐人

躺平了润了
哪来的自信？



2 透视

赵婷说，上海大部分有钱人早

已离开中国，或把钱转移到境外，

目前这批出售豪宅的人直到二十大

闭幕才“看清形势”：“一是对整个

国家的团队，未来的希望没有幻想

了，二是大家都意识到这个‘动态

清零’政策要持续发展。”

多地富商变卖资产 国企买入
湖北业内人士周宁表示，大量

的富人变卖在国内自己的资产，特

中共二十大闭幕并未给世界以

及中国带来经济利好消息，反而传

递的是中共将会更加集权的信号。

10月24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全线下挫。阿里巴巴、京东等主要

科技互联网公司股价均出现两位数

跌幅。此前，中国股市也纷纷下跌。

二十大后 上海部分豪宅跌
三至四成

在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赵婷

说：“大家都没有幻想了。上海有的

豪宅跌价大约是市场价的40%，有

人在抛盘。大量的豪宅比市场价跌

30%～ 40%，都想着跑路，再不

卖来不及了。”

当天有房地产中介挂出豪宅盛

大金碧、华山夏都苑豪宅以超低价

求售的信息。其中9月份挂牌人民

币6000万元的房屋，现售3599万，

金融街荣御小区一豪宅上个月售

5500万元，本周一降至3000万元。

担心国有化扩张 多地富人与台商急售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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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上海、北京的一些富人，他们

的私人资产，都是国有企业在买入。

周宁的一位朋友买入的酒店和餐

厅，是台湾人出售的。在大陆的台

湾人因为觉得中国政策导向变了，

才决定卖资产，大家普遍认为，“资

产国有化”将是中国社会的未来发

展趋势。

中共的社会主义本质是消灭私

有制，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

这正是富商最担心的。

文 / 古亭

计划经济回来了？
湖北重建上千供销社

带有中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特

征的供销社，在销声匿迹数十年后，

重出江湖。中共从去年11月份起

加快重建供销体系。湖北省已恢复

重建基层供销社达1300多个，基

本覆盖全省乡镇，供销社社员人数

已超过45万。有评论认为，这是

计划经济年代来临的信号。 

“我们不相信共产党了”
武汉网民蔡先生表示，现代商

品的销售渠道畅通，农贸市场、超

市、连锁店或网上购物，应有尽有。

供销社的出现让人想到计划经济时

期物资短缺的年代。 “我们麻木了，

我们不相信共产党了，它做的任何

事情都不是为了所谓心目中的人民

所想。他们都是为了自己而想。你

看他们维稳的费用有多大。你说哪

里有这样，一个国家为了开一个会，

连人民正常的生活都不顾了。你说

他们是为什么着想的？”

计划经济2.0将激化各方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已

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

驱动力。但是，近几年这个前进的

势头已经被中共强行按下停止键。

有企业家担心，如果中共在城

市搞供销社，通过一段时间的廉价

倾销，会把民营、外资的超市全部

挤垮，然后让国有企业占领市场。

对此，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季达

指出，中共试图垄断市场，但它这

样做的结果，只会加剧各方面矛盾，

让中国社会陷入混乱。这也是中共

自亡的必然。

新唐人

供销社
计划经济年代



并能够得到“合理的对待”。

集体拒绝去方舱
学生们表述，目前为止，被要

求转运的全体学生的核酸均为阴

性，仅临近的宿舍楼“学三”楼出

现了一位阳性，尚无任何证据证明

“学四”楼的人都与那位“阳性同学”

产生了时空交集，“我们并不是密

接，没有转运的理由”。

公开信坦言，“方舱情况非常

差，非常差，非常差。目前情况不

明朗，同学们很担忧，很害怕，很

抗拒。”

同济大学生们提出的诉求是：

1.拒绝去方舱。方舱按道理是

为阳性病人准备的，如果是在社会

资源很紧张的情况下，可能密接也

需要去方舱，但是我们不是密接，

现在情况也并没有那么紧张，我们

拒绝去方舱。

2.希望疾控和学生直接对话，

不要把压力都推给学校，激发学校

和学生的矛盾，如果要转运“学四”

楼这些不是密接的学生，请疾控给

学生相关的法律依据。

3.希望疾控和学校尽快一起给

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需不需要转

近期中国各地方政府为清零封

控忙得焦头烂额。

防疫措施扩大化
学生公开信表达诉求

10月25日，网络上有同济大

学“学四楼”的住宿学生发帖抱怨

说，与该栋楼临近的另一幢宿舍楼

发现一名学生阳性，校方随即把这

两栋楼内住宿的所有学生都视为

“密切接触者”，要把这些学生全部

转移到方舱进行“集中隔离”。

由于学生们普遍认定方舱情况

非常差，许多人都拒绝去方舱，有

学生向同济大学校方提出抗议，校

方声称转运的地点“不一定去方

舱”。不过，鉴于之前其他高校发

生了“告知学生去酒店，最后拉去

方舱”的事情，同济大学的学生们

对校方的说辞难以信任。

微信公众号“蜉蝣型幽灵”25

日发了一封据称来自上海同济大学

的公开信，大学生们通过这种方式

向疾控中心提出诉求。

这封公开信的开篇强调，学生

们并不是想“闹事”，也理解并愿

意配合正当的防疫工作，但同学们

也有自己的诉求，希望得到尊重，

同济大学生爆集体抗争 全楼拒绝去方舱

大纪元

运？何时转运？转运后去哪里？并

给我们明确的、具体的一个负责人，

如果最后去的地方和承诺的不同，

我们需要有问责的对象，这是我们

理应拥有的权利。

在这封由微信公众号代发的公

开信下，不少同济大学的学生和其

他网民纷纷在评论区内留言热议。

目前，网络上关于上海同济大

学生集体抗争拒绝去方舱的消息已

遭官方全面封杀。中共一直将高校

视为意识形态阵地和重要维稳管控

目标，抗争学生将面临怎样的后果，

外界不得而知，但野蛮的动态清零

政策已经在中国失去民意基础，并

引起了广泛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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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上海同济大学生集体抗争拒绝转运到方舱隔离的公开信。（网络截图）

上
海

10月23日晚，上海有两位

年轻人拉起向北京四通桥抗议致

敬的横幅游行示威，沿着襄阳北

路的道路上行走，有数名同伴与

两人随行，进行拍摄录像。抗议

行动引起路人围观。

白色横幅上写着几个简单的

字“不要 要 不要 要 不要 要”，

这其实是北京四通桥抗议内容的

简写，熟悉原横幅内容便能理解

他们的表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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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的同伴们高声唱起国际

歌，一名围观的男子向他们传递

了友好与支持的声音：“我们一直

想干这个。”

上海年轻人拉横幅
致敬四通桥抗议者

大纪元



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

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汪精卫两

眼含泪：“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

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

众交代？！”张学良说：“交不交代

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 

为了给“汉奸将军”“鸦片将

军”洗白，张学良透出风声说：是

“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

大量的史料都证实：“中央”的电令

内容是——“节节抵抗”。1932年，

吴佩孚专程赶到北平，训斥张学良：

“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是

不忠不孝！” 

张学良评“西安事变”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

在台湾大溪见蒋介石。张泪涌，蒋

湿眶。张对蒋讲了一段肺腑之言： 

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

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

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

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

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 

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死后，先

是东北易帜，后是不抵抗日军而丢

弃东北，继而西安事变，终而软禁

半生，最后寿终于美国。晚年的

张学良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

获得自由之身后也不愿回大陆。 

 
张学良宣布“易帜”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

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

人的手段也是软硬不吃。苏俄派出

红色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

军方，而该红色特工，由此而成为

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

授勋。 

张学良上台,凭借“易帜”将

自己的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

介石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

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

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

局，因此有所顾忌。 

张学良拒绝抗日
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

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

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地

位仅次于蒋。蒋介石还与张结拜兄

弟，待之不薄。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时在

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

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

关，让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得沃土。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

热河省，张学良再次让日本人几乎

兵不血刃占领热河。  

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

飞赴北平，督促他出兵抵抗日军，

被囚54年 张学良获释后说出懊悔

4 百年真相 2022年10月28日

……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

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

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幽禁21年张蒋泪对》） 

张学良拒绝回大陆
“西安事变”中，面对着全国的

声讨和苏联、中共的“背信弃义”，

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

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表示负荆请罪。 

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

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

蒋经国过世之后，他获得自由之身，

九十年代定居美国，2001年去世。 

在张学良的有生之年，无论中

共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

回到故土。 

张学良自称罪人中的罪魁
1954年，张学良写下《西安

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对

共产党认识不清，为实现抗日心愿，

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

悔。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

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

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

做错了事啦！” 

张学良晚年虔信基督教，90岁

生日那天，引用《圣经》中的话说：

“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

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

石对他的囚禁。张学良1991年到

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

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

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

我不得不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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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ui.tuidang.o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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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自称罪魁

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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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例”是指1999年7月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而抛

出的欺天大谎。

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

年5月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

法，因为其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

祛病健身功效迅速传遍神州大地，

修炼人数迅速增长。

然而，1999年7月，风云突变，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

借口，瞬间抛出了“1400例”的

谎言，顿时恐怖气氛弥漫全国，使

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开始敌视法轮

功。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

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以下案例。

杜维平患怪疾不治
电视台诬学法轮功不就医

杜维平是辽宁省铁岭市大甸子

镇人，生前因病到处求医，1999

年8月份在家中死亡，时年23岁。

因到处就医都无法治好痼疾，

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杜维平生前曾

抱着试试看的心学了法轮功，学了

一两个月，在动作还没学会的情况

下就不学了。因为她的病情严重，

指鹿为马 “1400例”中共造假大曝光

明慧网

后来请了巫医到家中治疗，当时巫

医告诉她及家人在三天之内不能见

任何人。她都照办了，但还是死了。

当时，当地不法官员正找不着

诬陷法轮功的材料，于是，铁岭电

视台记者崔大新，还有其他报社的

记者，就多次去杜维平家里，要她

父母做假证，陷害法轮功。记者教

唆他们说：“你们就一口咬定杜维平

炼功四年多，有病不让去医院，不

去治疗，导致病情严重致死等等。”

电视台记者还许诺做完假证以后，

会给杜维平家里一笔钱作报酬。

在金钱的诱惑下，杜的父母违

心地做了假证，录了像。事后，杜

维平父母去电视台要他们许诺的那

笔协助造假的奖金，可是电视台的

人不但不给钱，还管他们要钱，说：

我们白给你们录像了，你们得给我

们钱等等。钱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三四个月后，杜维平唯一的妹妹服

毒死了。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老百姓说：通过杜维平这件事，

我知道了电视台所报导的这些都是

假的，我们不会相信的。

案例：法院认定
杀父者是精神病人

在中共炮制的“1400例”中，

有一则“王安收铁锹杀父亲”的事

例。事实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看

一份来自王安收家乡山东省新泰市

法院的判决书，这是法院判决王安

收与妻子离婚的民诉判决书。

在判决书中，王的前妻尹彦菊

提出与王离婚的理由是：“被告婚前

隐瞒精神病，婚后精神病复发多次，

病情没有任何好转，无法与被告共

同生活下去，要求与被告离婚。”

最后，新泰市法院判决离婚，

判决书中提到：“1998年被告（王

安收）开始练习法轮功，同年四月

精神病复发，将其父用铁锹打死，

被送往泰安市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

至今，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法轮功明确禁止精神病人炼

功。王杀死父亲和法轮功没有任何

关系，法院已经定论：“因精神病发

作杀害自己的父亲。” 明慧网



岁就得瘫痪。”听后，我苦不堪言。

我 在 病 痛 中 煎 熬 到31岁，

1998年1月份，经同事介绍学炼

了法轮功（法轮大法）。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所有的药都扔了，能上

下楼梯了，还能提水了，走多远也

不累了，三大关节炎全好了。当年

高兴得我一口气买了五条裙子。

是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

身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破碎家庭变成幸福之家
大专毕业时，我为了爱情，背

井离乡只身一人随丈夫来到他的家

乡，一个偏僻的边陲小镇。三年后

丈夫改行去了镇政府工作，社会不

良风气熏染，丈夫有了外遇。因我

被病所累，起初我不知道。丈夫的

婚外情越演越烈.我知道后如晴天

霹雳，面对疾病的绝望、孤注一掷

的爱情背叛、幼小的孩子，我实在

是无助、无力。

到了1997年9月，在丈夫几

经保证放弃婚外情，又几经失言的

我家住中国东北偏僻小镇，我

是1998年1月份走入法轮大法修

炼的，20多年无时无刻不在师父的

慈悲保护中。现仅说一说两个方面。

法轮大法救了我
我当时因患有类风湿性关节

炎、风湿性关节炎、增生性关节炎，

膝关节和踝关节很大，两腿呈X形，

蹲不下，生活中需要蹲时只能撅着。

因为两腿伸曲不便、僵硬，我不能

站时间长，走路一次不能超过500

米，站或走超过以上限度，膝关节

和踝关节痛得受不了，就要卧床休

息。而那个时候我才只有二十几岁。

从孩子11个月会走之后我就没

抱过，别人见了说：“让妈妈抱着。”

孩子奶声奶气地说：“妈妈腿疼。”

每当这时心里说不出的辛酸。

中医、西医、江湖郎中、偏方

都用过，镇医院、县医院、地区医

院、省城医院都看过。省城中医专

家说：“给你开个方，多买些药回家

吧，没的治，能维持就不错了，35

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家庭
情况下，我带着7岁的儿子与他离

婚了。8年的小家庭破碎了。

3个多月后，我幸运地遇到了

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神奇地让久病

无望的我无病一身轻，同时法轮大

法师父讲的道理让我放下了对丈夫

背叛的恨和怨，在丈夫强烈请求下，

我允许他回家了。

虽然破镜重圆，但那些裂痕时

隐时现。每当过去的一幕幕刺痛我

的心时，我便用法轮大法中的道理

来洗刷自己的心灵：遇到什么矛盾

先想自己哪儿不对，处处用“真、善、

忍”要求自己，为对方着想。我从

未抱怨、提及他过去的不良行为，

而是让那些曾让我恨之入骨的事渐

渐地从我的思想中消失。

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这

个小家庭由破碎到完整，孩子有了

一个健全的家，双方父母也放心了。

我把我的亲身经历说出来，以

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恩泽，也愿大

家都来了解法轮大法，同样得到法

轮大法的福泽。 明慧网

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以净化人心和祛病

健身的显著奇效，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今法轮大

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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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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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干净世界www.ganjingworld.com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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