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次分配”能让穷人富起来吗？

8月20日，13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

修正《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正式将第18条“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两个子女”改为“一

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

新唐人记者查询人大官

网当日公布的《人口与计划

生育法》修改决定发现，该

立法条文中不但取消了社会

抚养费，所有“计划生育行

政部门”的字眼都消失不见。

中共血腥的计划生育政

策实施数十年，据指等同谋

杀了逾4亿婴儿，因而饱受

国际社会谴责。在计划生育

造成中国人口比例严重失

调、社会老龄化危机后，当

局被迫放弃限制生育的政

策，转而开始极力鼓励生育。

在计划生育政策之前，

中共党魁毛泽东还曾信奉苏

联的“人多力量大”理论，

强迫民众大量生育，一度造

成中国人口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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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中共禁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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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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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好事，共产党要解决社会分配不

公的问题，要使穷人富起来，但事实上

能做得到吗？

众所周知，中共实行的是国家资本

主义、权贵经济。最富有的人往往是中

共官员，江泽民家族垄断中共电信产业，

其海外资产据透露竟达5000亿美元，曾

庆红和周永康是石油帮，路透社揭露周

永康贪腐窝案涉900亿元人民币。

这把均贫富的刀能切得着中共官员

权贵们吗？

中共连官员的财产都不敢公示，怎

么可能指望官老爷们去慷慨解囊“回报

社会”呢？！重新切蛋糕，被指要刮共产

风，新一轮的打土豪分田地。当局此前

对蚂蚁、滴滴、教培、网游等互联网产

业的打击已露此端倪。

另外，中共近年来一直在酝酿房产

税、财产税等政策，影响的群体是社会

中产阶层。将社保作为调节三次分配的

杠杆，只会增加企业负担，所蓄积的资

金池更增加贪腐风险。而背书转移支付

的是党政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

腐败，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极权制度是腐

败的根源，所谓三次分配，是穷人们象

征性富起来的背后，官员们又一次地“闷

声大发财”。

8月17日，中共召开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十次会议，主题是“促进共同富裕”，

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

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安排，加大税收、

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

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

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

分配结构”。

“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实际从侧面暴

露了社会分配不公的事实。据2012年

由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创

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资

料显示，早在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已

经高达0.61 ！远超0.44的全球平均水

平。李克强在2020年两会透露中国有6

亿人月均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或以下。

中国人的财富结构是怎样的呢？西

南财经大学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及高

净值家庭财富报告2014》指出，最富有

10%家庭拥有社会总财富60.6%,资产

分布严重不均。据胡润2020年财富报

告披露，中国家庭资产达3000万美金

（1.95亿人民币）的占2.5%。极富户

资产是中国户均净资产的265倍。

中共的三次分配，表面上看起来，

中共修法删除
“计划生育部门”

简 讯

笑一笑，咱这就
共同富裕了！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章家

敦8月20日在福克斯新闻发表文章，

回顾过去20年来中共与塔利班之间

的联系，并呼吁美国政府就中共暗中

支持了该极端组织对其追责。

章家敦特别指出一个反常现象，

即当西方各国都在忙于从阿富汗撤退

之时，中共驻喀布尔大使馆却一直开

放。他认为，这表明北京在阿富汗政

府溃败期间与塔利班谈妥了安排。

7月28日，也就是塔利班对阿富

汗多座省府发动攻击的前夕，包括该

组织联合创始人阿卜杜勒·加尼·巴

拉达尔在内的塔利班高级成员在中国

天津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了面。

文章指出，中共与塔利班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2001年“9·11”恐袭

事件之前。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

情报官员告诉《华盛顿时报》，在那

次事件发生之前，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公司和中兴通讯就已经为喀布尔的电

信系统工作了两年。塔利班上一次在

阿富汗掌权是从1996年开始。

但2001年9月18日，时任外交

部发言人朱邦造却说，中共与塔利班

没有任何正式关系，北京与该组织的

关系处于“工作层面”，并将有关中共

正在为塔利班修建电信网络和大坝的

报导称为“毫无根据的谣言”。

华为被指与塔利班有着深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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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拥抱塔利班
中国人民却不买账

中共对塔利班的宣传采用了国内

国外“两套标准”，在国内它们努力

将塔利班描绘成一个回头的浪子，称

其是“友好的合作伙伴”，然而很多

中国百姓对此并不买账。

8月16日，《人民日报》发布了

一段关于塔利班的简短视频，但并未

提及其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这段60

秒的剪辑说，塔利班是在阿富汗内战

期间由“难民营的学生”组成的，并

在“穷人的支持”下扩大，并补充说“自

‘9·11‘事件以来与美国打了20年

的仗”。

这条帖子立刻登上微博十大热搜

排行榜的第五位，引发广大网友的强

烈反对。有网民质疑：“为什么绝口不

提恐怖主义？”“是那个炸掉巴米扬大

佛的吗？”“会活割人头斩首的是好

料？”还有网友提到塔利班“剥夺女

性的权利”。

大部分网民批评中共官媒“为这

种反人类的政权背书”“给塔利班洗

白是最没有人性的行为”。在微信博

客“哲学”上一个“塔利班是阿富汗

人民的选择吗？”的帖子，被阅读了

超过10万次，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广泛分享，但周四被网管删除。

系。据美国电子行业杂志《电子工程

专辑》2001年12月报导，印度情报

官员认为，华为在印度的子公司向塔

利班提供通信监视设备。华为否认了

这些指控，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反过

来指责这些指控具有“误导性”。

不仅如此，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和其他消息来源报导，即使在“9·11”

之后，北京也向塔利班提供了地对空

导弹、高射炮、地雷、火箭推进榴弹

和路边炸弹零件，以及大口径狙击步

枪和数百万发子弹。其中一些武器是

直接从中国工厂运来的，特别值得关

注的是中国红缨-5肩扛式防空导弹。

简而言之，中共是塔利班小型武器的

主要供应者。

章家敦还指出，20年来美国历

届政府都忽视了中国军火商对塔利班

的支持。但是，在目睹中共这20年

的侵略、恶意和挑衅行为之后，美国

和各国政府已经不再乐观，他们期望

通过接触政策来改变中共的想法已深

受打击，对中共的宽容也已经耗尽。

现在，没有人能忽视这些危险的行为。

章家敦最后敦促美国政府，如果

塔利班再次允许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

的领土发动恐怖袭击，那么华盛顿不

仅必须追究塔利班的责任，还要追究

支持塔利班的大国的责任——首先就

是中共，它是塔利班最重要的支持者。

2021年7月28日，王毅在天津会见塔利班联合创始人巴拉达尔一行。（中国外交部官网）

被塔利班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左为被炸毁前。



可能是冰山一角。如浙江网民“因

为毕竟不是公主”在8月8日的微博

中写道：“新冠疫苗副作用，浙江湖

州。2020年11月份体检，没问题；

2021年1月26日的第一针，2月9

日第二针，疫苗后觉得自己很疲惫，

4月牙龈出血不止，去医院检查血小

板减少，4月16日住院接受治疗，4

月19日确诊急性白血病。上报后说

与疫苗无关。为什么那么多人得了病

都是疫苗后？没有被报导出来？没有

相关单位解决？没有地方诉说？疫苗

也是应该自己接种，现在都强制性。”

4月15日，微博网友“山下花

野子”发布一条消息，称自己身为边

检武警、年仅28岁的弟弟于1月11

日接种了第一针国药集团的灭活疫

苗，2月8日接种第二针。在此期间，

弟弟出现疲劳、皮下出血、牙龈出血

的情况，到3月24日因重度再生障

碍性贫血引发脑出血入院，4月15

日去世。她质问当局，“为什么接种

疫苗会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请你们

给家属一个交代！”

在其帖子下，有人回复说，“我

打完疫苗嗅觉没了。目前打完两周，

嗅觉仅存在的那一点点，闻到的味道

还是有偏差的。”“我妈妈打了后头疼

了一个月，劫后余生……”“有个豆

中共官媒最新报导称，中国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超过18亿剂次。但大

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不见任何有关

接种后情况的报导，给人的感觉就是

中共疫苗可靠、安全，所有接种人员

没有出现死亡、重症和患上其他疾病

的案例。

搜索大陆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和海

外媒体、自媒体曝出接种后出现问题

的信息和视频，笔者在网上找到了若

干大陆接种疫苗后出现问题的实例：

据大纪元8月19日报导，甘肃省

天水市秦安县15岁学生小东在打完

疫苗后，出现恶心症状，昏迷3个半

小时后醒来，全身疼痛不说，还出现

失忆现象。另一则8月16日的报导，

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常河镇郭女士的

婆婆牛某在接种后，出现呕吐、昏迷、

发抖症状；当地还有一个村民打疫苗

后直接就往县城医院里面送。

来自广东、网名为“没有烟总有

花啊啊”的网友8月10日在微博中

写道：“表面自愿，实际上强制。我

爸爸打了疫苗之后脑出血现在还在昏

迷。打电话给广东疾控中心推这推那。

真的太恶心了……”

网民“Leo”近日在推特爆料，

中国大陆打疫苗后很多人患上白血

病，在中共严控媒体信息之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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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的妹子也说自己的同学打了之后脑

溢血进ICU了。”网友“半柄木马牛”

还爆料，他父亲是高中教师，3月14

日在学校统一安排下接种第一剂国药

疫苗，结果4月12日洗澡时皮肤渗血，

去医院检查是血小板减少。到16日，

他父亲的血小板数值只剩3，输血后

17日回到20，但白细胞和红细胞都

还在减少。他们家里严重怀疑跟疫苗

有关。

不久前，一位医生在某微博跟帖

中披露：“我被单位‘强迫自愿’打

了疫苗，打成了癫痫，家族没有癫痫

基因。我自己也是医生，而且是参与

抗疫的医生，现在只能自费看病治疗，

疾控根本不认。”

6月上旬，海外中文媒体曾首次

报导一名陕西25岁妇女，在接种了

科兴疫苗后，直接过敏性休克送医，

3天后疑似因心脏衰竭去世。之前，

还有疾控人员透露，河北有人接种国

产疫苗后5分钟即死亡，多人出现恶

心、头晕等不良反应。另据大纪元获

得的河北疾控中心内部报告，河北省

去年12月初到今年4月30号，接种

疫苗1千多万剂次，至少有9人死亡。

此外，近期网络有视频披露的几

个案例。其中一个是8月12日，南

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门口，一外来民工

打疫苗之后离世，无人负责，其家属

在医院门口讨说法。

近日网络流传着某地媒体记者在

微博中的一段话：“今晚，一位省级媒

体接种干部说接到通知：疫苗接种后

出现问题的，一律不关注不报导。自

求多福吧。”

在中共看来，死再多人，出再大

事，只要不报导，就可以欺骗绝大多

数被洗脑的民众，让他们听从中共的

摆布，自愿或被迫打无法保证安全和

效用的中共疫苗，从而保证药企和中

共权贵集团的利益。中国人要想避免

被中共伤害就要远离中共，不要听信

中共的任何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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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第10天，一切恢复正常。我

感觉到病人是真心念了“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受益颇多。

第二个密接者是80岁左右的一

个老太太，瘦高个子。4月26日公司

给我打电话：“老太太染疫了，你去护

理她好不好？每天24小时。”我说好，

便立即带着行李到老太太家上班了。

公司说：“你去打疫苗吧。”我说：

“我是有信仰的，各自都有规矩，你

放心吧。我心里有底，我不会有问题

的。”公司说：“好吧，那就别打了。”

老太太也是刚从医院回来的。她

中风，躺在床上，24小时就我俩生活

在那个大房子里。她儿子是医生，每

天过来喂她两次药。她儿媳通过电话

告诉我做什么饭等等。老太太和儿子

讲话我听不懂，我讲话他俩也听不懂。

我每天都给老太太放《普度》《济

世》音乐听，她听不够，一停了就喊

我再放给她听。自从我去了后，她头

疼好了，轻咳没了，吃饭香了。我去

的第7天，她儿子带她去检查，我也

跟去了，检测结果是阴性，好了。

老太太的儿媳给我通话说：“我

婆婆说她好喜欢你。”我说：“就是没

法沟通，半点听不懂。”她说，把你

的电话号码留给我好吗？我说好的。

与两位武汉肺炎患者高“密接”

后，我都安然无恙。患者也受益，很

快病愈。病人真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静心听《济世》《普度》

大法音乐，受到纯正能量加持，病毒

就会被迅速清除掉，自然就健康了。

我叫仲淑兰，今年72岁，山东

高密人，修炼法轮功多年，目前居住

在海外。2021年8月11日明慧网刊

登的《为什么这些“密接者”不染疫？》

的文章，其中讲到了多位病毒“密接

者”不染疫的神奇经历，文章里说的

都是事实，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的“密

接”后安然无恙的经历。

自修炼法轮功后，我的身体非常

健康。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疫

情在全世界轮番爆发，病毒变异迅猛，

可我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我深知

修炼人有师尊保护，瘟疫不敢上身。

今年2月26日，公司找到我说：

“有一病人染疫了，你能去护理他吗？

每天9小时？”我说：“行，没问题。”

于是我和公司谈妥每周工作5天。

我即刻赶到患者家上班，病人

刚从医院回到家。我看他咳的痰带粉

红色，头疼，食欲不好。他70多岁，

瘦高个子，中风和糖尿病，每周3次

透析肾，整个左胳膊和下肢都不会动。

我每天给他擦洗两次，喂饭、洗

脸刷牙、换衣服。洗澡和大便得抱他

坐在漏椅上。天天紧密接触，我从来

也没有一丝害怕。公司担心我，每天

都问我怎么样？我说：“谢谢！请不用

担心，我不会有问题的。”

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关键的地

方写在纸上。他能听进去，心里念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3天就

不咳不吐了，头疼明显减轻，食欲很

好，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大约第7天，他做检测就是阴性

一位“密接者”的神奇经历

为什么这些密接者诚念“九字真

言”就能躲避瘟疫侵扰呢？这些是个

例吗？去年九月，一篇《新冠病毒疫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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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九字真言”有奇效

99.1%

总有效率

完全康复
有好转

基本好转

58.5%

24.9%

15.7%

北京万例法轮功调查报告
法轮功传出后，因其祛病健

身的奇效家喻户晓，短短几年时

间修炼人数不断增多，在中共迫

害法轮功前，大陆有1亿人修炼。

1998年10月，医学界专家

调查了北京5个城区部分法轮功学

员，调查人数12731例。结果显

示：完全康复58.5%；基本好转

24.9%；有好转15.7%；祛病总

有效率为99.1%。法轮功在祛病

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利于人

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真 相

链 接

法轮功与健康

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论文，对

来自世界六个国家的36例合格病例进

行了研究，发现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

为100%，尤其是11例重症患者中有

10例痊愈，1例好转。

研究报告指出，我们对“九字真言”

的效果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重

新审视、思考现代科学和医学未来发

展之路。真正要彻底清除病毒，需要

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法

轮大法是性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

大法，具有强大的正面能量。当人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强

大的能量就能传递到念诵者身上，增

强免疫系统的抗病毒能力，正所谓《黄

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