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纪元4月5日讯,大

陆媒体网易新闻于4月4日

发表题为“武汉大暴雨，32

万人挤满陵园：人群散去，

他们哭了”的文章，随后此

文被删，显示“404”，但文

章已被大量转载。

武汉疫情到底死了多

少人一直是个谜。2020年

首季，湖北全省80岁以上

（神农架山区75岁以上）老

人中，有超过15万名突然

从津贴名册上消失……有消

息称大陆做骨灰盒业务的厂

商，2020年1月～8月 在

湖北一共卖出168万个骨

灰盒。而在过去同一时间段，

也就能卖出2万个。差距为

什么这么大？官媒报道，武

汉疫亡人数只有4000多！

真相和谎言差多少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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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疫苗出了什么事？
官方蹊跷转变态度

“四·二五”
中南海万人上访真相

哥哥的脑血栓
一夜间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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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不能下班，而处罚量是根据上海市

委下达的指标定的。

2018年10月，湖南省长沙市公安

交警支队环城管理大队三中队，在办公楼

门口明目张胆地悬挂“奋斗三季度，打

赢攻坚战，冲出1.3亿元目标任务”的

横幅。

据官方数据，2020年中国交通罚款

总额3000亿元左右。按照中国现有汽

车保有量2.81亿辆来算，平均每辆车的

罚款超过1000元。

到底哪里“水深火热”？
该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众多的反馈：

“先是白菜不新鲜罚钱，现在导航掉

线罚钱，公路乱收费太不应该了。”

“天天说美国水深火热，实质国内底

层劳动人民才是水深火热，美国前段时

间都考虑最低工资每小时15美元了，我

国底层人民劳动保障都不用说了，最低

工资可能还不到人家的1/8，可以为了

2000块去自杀，天天不满意人家借口人

权批评中国，可是我们的人权真的不该

批评吗？”

“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没

人监督权力，很可怕，任何手里有权的

都可以利用权力去谋私利，而要想办成

事，又要打点，塞钱。底层人民无权无

钱无关系，底层人民更容易走极端。”

近日一名卡车司机因运货途中北斗

定位系统掉线，被有关部门扣车、罚款

2000元，最后在无处说理的情况下，绝

望而服药自杀，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有评论表示，交通管理部门藉各种手段罚

款创收是中共治下的一个顽疾。

司机金德强在遗书中说：“我们一个

司机怎么会知道（掉线）。”有北斗记录

仪硬件从业人员表示，现在大陆缺乏统

一的软件平台。“我们做设备的也很头疼，

每个平台的协议都不一样，怎么可能百

分百不掉线？”

罚款创收是什么特色？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

媒体表示，中国现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

因合法税收不够，财政吃紧，它就让交

管部门以司机违章的由头，设置各式各

样的名目去增加罚款。

赖建平表示，交通管理部门藉各种

手段罚款创收是中共治下的一个顽疾，

“这些事曝光了无数次，事后又死灰复燃，

甚至变本加厉，这个是政权的性质决定

的，各级政府它一定要搞钱。中共专制

政权不变，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2016年3月25日～4月17日，上

海公安局进行所谓的道路交通违法整治

行动。网上曝光一条上海公安局的内部

通知，通知显示交警未完成当日的处罚

北斗掉线罚款涉人命 专家揭真相

清明节
武汉陵园挤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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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年龄介于55～80岁之间。

国家卫健委3月28日高调公布，

国产疫苗接种已超过1亿剂次。但却

没有通报任何一宗死亡或严重副作用

的案例。

近日在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当

地政府和下属镇政府的多份疫苗接种

统计表被曝光，显示事业单位职工干

部和地方官员多以敏感体质、高血压

等各种健康问题为由拒绝接种疫苗，

而愿意接种的人比例非常低。

在台安县新台镇的一份疫苗接种

情况统计表中，镇政府53人，加上

镇水利站、镇司法所、镇动监所及行

政执法大队，共65人，除了3人已接种，

2人已报名接种外，其他人都未接种。

愿意接种率仅为7.5%。

此前民众多表示，要让人对国产

疫苗有信心，领导干部要带头接种。

北京时局观察员华颇不久前建议领导

干部、公务员、医护人员带头公开接

种，这样方能消除老百姓的疑惑，就

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

另外，选择接种大陆产疫苗的智

利、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确诊人数不

降反升，疫情愈演愈烈，这也导致外

界忧虑大陆疫苗的安全性。

通知称，对不接种疫苗的民众实

行的惩罚包括：出行交通没车坐；市

场、超市、酒店难进入；餐饮、酒店、

商超等服务行业不得营业；按村规民

约列入黑榜名单，不得享受政府优惠

政策；今后子女上学、工作、参军、

住房等都会受到影响。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医院4月1日

发通知称：“如无特殊情况不接种的，

将启动严肃的问责制，最严重的可开

除。”据悉，这则通知引发医院员工强

烈反对，最后不得不撤掉。随后，医

院和儋州市互相甩锅——医院称是按

知。但从不断曝出的消息可以分析，疫

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能出了问题。

4月10日，微博网友“山下花野

子”发文爆料说，她的弟弟不到30岁，

是边检警察，原本身体健康，接种国

产疫苗后，突发血小板为零、脑出血、

皮下出血等症状，在ICU昏迷17天了。

她希望网友告知国内外专家的联系方

式，保住弟弟性命。

截至3月29日，在短短的一个

月内，香港已有13人在接种疫苗后

死亡，其中11人都打过“科兴”疫苗。

其余2人曾接种复必泰（BioNTech）

为了让民众接种国产新冠疫苗，

中共近期采取了强制、半强制措施，

甚至以上黑名单的方式恐吓民众。新

华网在4月8日发文称，要有效消除

“疫苗犹豫”；4月9日又发文，称“莫

让‘杂音噪音’影响疫苗接种大局”。

4月10日，官方话风突变，疾控

中心主任高福承认，中国的疫苗保护

力并不高，应该考虑混合接种不同技

术的疫苗。一天后，国家卫健委发言

人米锋以强烈的语气宣称：“强制接种

新冠疫苗现象必须坚决纠正！”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民众无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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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疫苗出了什么事？官方蹊跷转变态度

热 点 疫苗接种软硬兼施 株连子女

漫画《疫苗运动，让领导先打》/绘制  善玉

海南省万宁市万宁镇的《接种新冠疫苗“五
不”注意事项》

照市政府和市卫健委的要求行事；而

儋州市卫健委则予以否认。

中共“恩威并施”引民众质疑。

北京景山东街社区的一则通知近日在

微博曝光。该通知称“60岁或以上

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第一针的居民，可

领取5斤鸡蛋一份，先到先得，非本

社区居民亦可。”

未接种疫苗的武汉居民高先生4

月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之前疫情

那么严重，连一个口罩都舍不得给，

怎么突然间变得这么好，你打疫苗还

给鸡蛋，给面粉，这就有疑问了。现

在不能多说，说也没用。反正打疫苗

在有些地方，强制性过了头。”

近日，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的一

则有关接种疫苗的“五不”通知引发

关注，其中涉及子女上学工作等事项。



这是中共党魁第一次就法轮功问

题表态，而且是全盘否定的。“四·二

五”事件当晚，江泽民叫嚣要“战胜

法轮功”。最后，导致了一场中共无

法收拾的、已持续了22年的人权灾

难，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监视、

威胁、绑架、拘禁、判刑。

事实上，法轮功不仅受百姓欢迎，

一些老干部、各界精英也都走入了法

轮功的修炼行列，他们以“真、善、忍”

为原则，净化身心，提升道德。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院长李

其华，因为老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神

奇康复而被打动：“我所在的解放军总

医院，技术、设备虽不敢说都是世界

上最先进的，但也是国内外数得着的，

就这样也没治好老伴的病。而她学法

轮功那么短时间，不用打针、吃药就

全好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些问号不

断地在我脑中翻腾。事实胜于雄辩！

我从怀疑、观望、关心到想亲自试一

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功的修

炼行列。”

类似李其华这样的老干部不少。

李其华谈到：“许多是被称之为‘老革

命’‘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教授’

的高级领导和高级知识阶层，这些人

也都不是盲目的，不是头脑简单的，

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后走进修炼法轮功

队伍里的。”

2021年4月15日 视角 3

海北门和西门。

据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石采东

讲，朱镕基总理从中南海西门出来，

跟几个法轮功学员简短交谈后，朱镕

基请三人跟他一起进中南海，向中央

领导反映诉求，石采东是其中之一。

当时，法轮功学员提出三个诉求：

第一、释放天津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

第二、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合法出版；

第三、给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修

炼的环境。

到晚上9点多，得知天津40多名

法轮功学员都被释放后，上万名法轮

功学员非常有序地离开，地上一片纸

屑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

法轮功学员捡走了。

整个上访活动，没有标语，没有

口号，没有传单，没有大声喧哗，没

有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良好。被称

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

平和、最圆满的上访”。国际社会评

价说，事件双方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

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江泽民给

中共政治局常委们写了一封信。信中

写道：“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

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

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

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

成了天大的笑话！”

“四·二五”中南海万人上访真相

1999年4月25日，一万余名法

轮功学员来到中南海旁的国务院信访

办和平上访，要求政府给予一个合法

的炼功环境，史称“四·二五大上访”。

法轮功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

在长春传出后，其祛病健身的奇效广

受民众欢迎。人们口耳相传，修炼法

轮功的人越来越多。

然而从1996年开始，中共开始

暗中调查法轮功，但未查出任何问题；

1997年初，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罗

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

罪证欲诬陷法轮功为×教，但因无任

何证据而不了了之。随后，中共在多

家媒体抹黑法轮功，并在一些城市禁

止在公开场所炼功。

1999年初，天津一家杂志社对

法轮功做了不实报导，当时天津法轮

功学员请该杂志更正，但是结果导致

4月19日～23日几十位法轮功学员

被警察殴打和关押。当其他学员前去

了解情况时，则被告知，若要人去北

京向中央反映吧！这些消息传出后，

引起邻近周围几个县市的法轮功学员

的震惊，于是他们纷纷到北京上访。

国家信访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

皇城根北街9号，从中南海北门前的

文津街往西走一会儿就到了。但是，

当法轮功学员到走到中南海北门前的

那条路上后，却被警察引导到了中南

油画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局部/作者  孔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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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的脑血栓一夜间消失了
今年2月3号，也就是腊月二十

二的上午，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

到农村老家二嫂的电话，说二哥头晕，

给他打了针也没见好。我就让二嫂赶

紧将二哥送到我所在城市的一所三甲

医院治疗。

下午二哥到了医院，一系列检查

之后，大夫说：“发病时间超过了24

小时，不能溶栓了，只能用一些改善

血液循环的药物。”

见到二哥，我告诉他赶紧默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二哥点头。

帮二哥办完住院手续，嘱咐了相关事

宜，由二嫂陪护，输液，我就回家了。

因为母亲在我家，需要照顾。

离开医院时，我反复向二哥、二

嫂强调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的

重要性，并告诉他俩，我本人就是医

生，知道医院的医疗手段效果是很有

限的。因为人是不知道生病的根本原

因是什么的。并再次嘱咐要用心诚恳

地念“法轮大法好”。

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就先给二

嫂打电话问二哥的病情怎么样了？二

嫂高兴地跟我说二哥已经能自己下地

走路了，跟得病之前差不多了！我

明白是二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大法救度了他。心想：二哥回家过年

没问题了！因母亲已经九十岁了，按

习俗要回乡下二哥家过年。

安排好母亲的生活，我就赶往医

院探视二哥。问他什么时间得的病？

他说四天前就感觉有些头晕，但没在

意，直到后来出现了腿脚不灵的问题，

才重视起来。

我一想，四天前正好是老家一堂

弟的儿子结婚的日子，那天我也回去

参加婚礼了。二哥怕我给参加婚礼的

人讲真相有危险，就叮嘱我不要在婚

礼上“乱说”。其实家人都知道大法好，

只因我修炼受到中共多次迫害，他们

为我担心。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二哥讲

清讲真相救人的重要性。

这次我赶紧提醒他：“我知道你是

关心我的安全，但你不应该阻止我讲

真相救人！这次是大法师父慈悲救了

你，你回家赶紧也学法炼功吧。”二

哥答应了。

一周后，二哥出院回家了。主治

医生也感到二哥的病恢复得这么快不

寻常。随后我将母亲送回了老家，带

去了能播放炼功音乐和师父讲法的播

放器，教会了二哥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前几天回家，得知二哥到果园修

理果树去了。我一再叮嘱他，再忙也

不要耽搁了学法、炼功。他赶紧答应：

“好的！好的！”

善良的同胞们：法轮大法是教人

向善、救度世人的高德大法，请您记

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您会

平安渡过劫难，拥有美好的未来！

当今武汉病毒还在流行，各种灾

难频发，而很多人仍被中共的谎言欺

骗。我将家人沐浴法轮大法恩泽的故

事讲出来，希望人们了解大法的美好，

不与中共为伍，选择善良，使自己和

家人平安渡过已经爆发或即将会发生

的更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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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与健康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台湾 香港

美国 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