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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 5.13】
 “终于等到你了！”

甘肃夺命马拉松
踢爆中国贫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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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 22 日，“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在湖南长沙因病离世。中共

高调悼念，称他是“让中国人把饭碗端

在自己手中的英雄”，并在极具哀荣的同

时，屏蔽一切批判话语，拘捕发表不同

意见者。

一石三鸟的民粹主义造神运动
中共此番文宣运作，似有新时代造

神运动之嫌，引发海内外热议。外界评价，

此举一石三鸟。首先，中共一贯鼓吹哪

朝哪代都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彻底解决了

国民吃饭问题，而袁隆平对中国农业的

贡献是张硬牌；其次，袁隆平因受华国

锋的保护而侥幸走过文革，并在文革中

首次开创了能大规模应用的杂交水稻育

种技术，这一特殊年代的特殊贡献，符

合了中共当前重新拔高文革定调的政治

需要；第三，院士离世恰逢中共成立百

年纪念，利用祭奠英烈之际，歌颂党国，

展示恩威，让举国上下一致表忠，可谓“天

赐良机”。

将个体生命逝去的悲哀办成心照不

宣的党国喜事，并操纵民粹主义助阵，

如此用心良苦的舆论喧嚣，看起来是符

合党史精神的成功操作，但实际上却起

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愚蠢效果。

揭大饥荒真相，
从不入党，政治“躺平”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指出，袁

隆平选择了杂交水稻与三年大饥荒受到

的刺激有关。中共官媒曾多次报道过袁

隆平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公开说法。如，

2013 年 8 月《人物》杂志报道，袁隆

平说：“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

南叫作‘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

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

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袁隆平

2009年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还说：“你

们年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

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

铁，把生态破坏了。”新华社在 2007年

5月 22号的有关袁隆平的报道中提到，

1960年，袁隆平在马路边看见横躺着两

具骨瘦如柴的尸体。

胡平还指出，“袁隆平没入党，这很

难的，因为像他这样的著名专家，党组

织会几次三番地动员你入党的。”袁隆平

不入党的理由是他“不懂政治”。

有网友说，原来袁老一辈子政治“躺

平”，这让党国情何以堪？

热 点

近期，“躺平”或“躺

平主义”成为大陆网络新

热词，意为：不做金钱名

利奴隶，淡化欲望，维持

最低生活标准，不买房，

不谈恋爱结婚生子，不追

求职务晋升。在中共疯狂

割民众韭菜的当下，“躺平”

自发地成为年轻人针对中

共剥削的非暴力不合作运

动，因而引起了八零、九零、

零零后的广泛共鸣。

网民“原住民者”说：

“当你月收入不足 1,000

元时，当你掏光‘6 个钱

包’，终生却还买不起一套

房时；当你拼尽抵达‘罗

马’，却发现早有人祖孙

几代都在那过着花天酒地

的奢靡生活时，你有何感

想？”6亿人至今每月收入

不足 1,000 元，越来越多

的人只好就地躺平！这是

对中共的无声反抗。

网民：“躺平”是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迫害法轮功
中共政法委人员遭恶报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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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病逝，
官媒舆论造势为哪般？

中共高调悼念袁隆平，几近掀起一场新时代的造神运动，却极力掩盖袁隆平生前最为心痛的历史真
相：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图片来源：新唐人电视台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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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

艰巨任务。

这是又一个弥天大谎。第一，中

共的“脱贫攻坚战”主要针对农村、

农民而言，对城市贫困人口视而不见。

而中国的城市贫困现象，范围也不小，

且相当严重。

第二，中共的“脱贫”充满了谎

言，是所谓“政治脱贫”“数字脱贫”。

4月 24日，喉舌央视揭露陕西洛南

县脱贫掺假，央视记者还在路上巧遇

所谓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

的重点扶贫对象“5保户”，一问之下，

得知安置点无水可用，无法生活，而

村里干部为迎接上级脱贫攻坚的验收

检查，急着让扶贫户住进去。不仅如

此，面对无水可用的村镇，水利部门

竟是“政绩斐然”，被质问时竟抢了

记者手机，扶贫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第三，中共称其“脱贫标准”是

综合性标准，表面来看，是高于世界

银行的极端贫困标准和2015年联合

国确定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确定的绝对贫困线。

注意，中共这里只讲“绝对贫

困”“赤贫”，故意不讲“相对贫困”；

而从常识出发，对于人均GDP超过

一万美金的中国来说，“相对贫困”

更有意义。

40% 的中国人生活贫困
世界银行对贫困的界定标准，分

为三类：低收入国家（极度贫穷），

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赤贫标准为每月生活费低于372

元人民币，中低偏下收入贫穷标准为

630元，中等偏上收入为1080元。

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人均GDP

超过 10000 美元的中国，其贫困标

准应为每日生活费低于 5.5 美元，

也即每月生活费低于1080元。李克

强称“有 6 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

1,000元”， 若以世银标准来看，中

国约超4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状态。

2021年6月4日

5 月 22日，甘肃白银市景泰县

山地马拉松越野赛事，21人因事先

未做好防护，在遭遇极端寒冷天气时

不幸遇难，国内外舆论公认这是一场

人祸而非天灾。除了外界所强烈质疑

的赛事组织者之过之外，这场赛事悲

剧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因素：贫困。

运动员的贫困
众所周知，马拉松赛在中国已成

为一场经济大餐，例如2019年全国

共举办了 1828场，平均每天超过 5

场。而很多国内参赛的选手以此为生。

赛事遇难者之一，绵阳北川 34

岁的全国残运会马拉松冠军黄关军，

微博话题达到 3.6 万次讨论，并获

得 1.1 亿次阅读。黄关军儿时生病

打针失误，不幸成为聋哑残障人，但

他就爱跑步，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也是

依靠各种小型马拉松的微薄奖金。生

活拮据的他，2019 年 11 月因为营

养不良在马拉松比赛时差点晕倒，后

甘肃夺命马拉松 踢爆中国贫困真相
来去医院花了 119 元，他在自己朋

友圈配了一个比较哀痛的表情。

关于黄关军的境遇，大量网民表

示愤慨：“（黄关军）为祖国赢得了荣

誉，却得不到基本的生活资助！可悲

可泣啊。”

其实，在中国，运动员的贫穷问

题早就不是新闻了。1981 年出生的

世界马拉松冠军艾东梅，曾被教练打

断锁骨，练残双脚，退役后卖金牌摆

地摊。1986 年出生的亚锦赛跳水冠

军唐颍，退役后因拒当一位官员的情

人，被迫摆地摊月收入800元。

上世纪 80年代前，中国人普遍

贫穷，“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了

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

“脱贫”是脱帽不脱穷
根据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中产过

渡层与中产边缘层》的研究（发表于

《江苏社会科学》2017 年 2 月刊），

中国上层比例为 5.62%，中产层为

19.12%，下层为

75.25%。 其 中，

下层群体中与中产

联接的过渡群体占

中国总人口比例的

4.4%，而中产边

缘层为 13.90%，

后者占整个中产阶

层的73%。

2020 年，在

瘟疫肆虐中国和世

界的大背景中，中

共公然宣称：在中

共建党百年之际，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现行标

准下的9899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832个贫困县

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区域性整体贫

上图：5 月 22 日，甘肃省白银市山地马拉松遇极端天气，主办
方未就恶劣天气做出预警同时救援不力，导致 21 人遇难。下图：
李克强曾称，6 亿人月入千元以下，2 亿人灵活就业。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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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 20 余年

的残酷迫害中，中共政法委、“610”

人员胁迫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充当

了元凶江泽民害人的工具。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

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

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给中国

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那

些积极参与的政法委人员逃不脱天

理之网，下面是各地政法委、“610”

人员遭恶报的实例。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法委
原常务副书记武国瑞遭恶报

2021 年 2月 26 日，内蒙古纪

委监委当天连发五条通报，当地五名

官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同一天落

马。其中之一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

法委原常务副书记武国瑞涉嫌严重违

法被查。

武国瑞，61岁，山西省文水县人，

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曾任鄂尔多斯

市检察院检察长，2010年 7月上调

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升任正厅级副书

记（后为常务副书记）。2020 年 4

月转岗自治区人大。

武国瑞在担任内蒙古党委政法委

副书记期间，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被海外明慧网多次曝光。

2021年6月4日

迫害法轮功 中共政法委人员遭恶报

猖狂一时的武国瑞，由于不听法

轮功学员的善言相劝，不相信善恶有

报的天理，多次被明慧网警告后，仍

不停止对修炼人的迫害，最终难逃法

网，这也是他迫害法轮功而遭的恶报。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政法委
副书记、“610”办公室主任
李新良遭恶报落马

近日，中共陕西省纪检委公布

了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前政法委副书

记、综治办主任、“610”办公室主

任李新良落马的消息。

陕西省委政法委是中共恶党和江

泽民集团在陕西省迫害法轮功的指挥

机关。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开始，

陕西省委政法委就卖力执行江泽民对

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

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性迫害政策，

操控陕西省各市、区（县）政法委、

“610”及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

实施残酷迫害。

他们指使、纵容派出所、看守所、

劳教所、监狱、洗脑班、安康医院（精

神病院）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酷刑折磨、精神摧残，许多法轮功学

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死。

2001年～ 2017年，李新良在

长达 17年的时间内，任长安区政法

委副主任，并兼任长安区“610”办

公室主任，对长安区迫害法轮功负有

主要责任：1999 年“7.20”以来，

长安区一直是陕西省迫害法轮功最严

重的地区之一。

周清田，男，60 多岁，西安市

法轮功学员、长安区区委的退休人

员。2002 年周清田在枣子河劳教所

被非法劳教一年。劳教期满回家后，

2004 年因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绑架。

2004年 7月，被西安市公安局恶警

迫害致死，死因不明。

2015 年 7 月 21 日下午 6 点，

因为“起诉江泽民”，西安市新城区

法轮功学员陈敏敢被警察绑架，后被

非法逮捕、非法庭审。由于长安区检

察院拿不出合法的理由与证据，一直

拖到 2016年 11月 2日，陈敏敢被

长安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

渭南监狱迫害。

2017 年“610”以中共十九大

为借口，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旨在进

一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

警察们擅自上门，非法抄家、骚扰、

照相、强逼写“保证”、逼迫签字、

按手印等。长安区的法轮功学员张惠

琴、倪金兰、李风英等被警察骚扰。

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
“610”办公室主任遭恶报

王振洲，前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

林业局长，2003年调任云城区“610”

办公室主任后，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学员，那段时间，是辖区迫害法轮功

最为疯狂的时期。2005 年前后，王

振洲因贪腐劣迹暴露，而被判监两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参与

迫害者们以此为鉴，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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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610”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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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5.13 “终于等到你了！”
我今年快 70岁了，曾有严重的

心脏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紊乱、美

尼尔氏综合症，是出了名的老病号，

常年休病假。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

功，不到两个月，就感到百病全无。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真诚地告诉人们

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在迫害好人。

“党退光”退了党
我在电梯里遇到一位中年男子，

他对我说：“这个共产党太坏了，无官

不贪，不管百姓死活。这不，单位不

给发工资，拖欠好几个月了。没钱交

取暖费，就不给送暖气，太没人性了。”

我顺势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一手导演

的，嫁祸法轮功，挑起人们对法轮功

的仇恨。这个邪党祸国殃民，奉行假、

恶、斗，打压“真、善、忍”，好话

说尽，坏事做绝。然后，我问他：“你

是党员吗？”他说：“是，没用。”我说：

“那就退了吧，退了保平安。请记住‘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诚念得福报。”

他说：“退。”

我问：“您贵姓？”他说：“姓党。”

我就说：“用‘党退光’的化名，帮

你退了吧。只要是真心的，用化名、

小名都行。” 他高兴地重复着：“‘党

退光’，‘党退光’，好！”我说：“对！

退光它！”就这样“党退光”退了党。

这时，电梯的门正好开了，我们笑着

分手了。

公安局副局长明真相，退党
在一个夏季的傍晚，有一位男

子独自在宿舍墙外坐着。我和他打了

个招呼，他客气地让我坐下。他说他

是从外地来的，我问他：“你们那里

有没有炼法轮功的？”他反问我：“你

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笑笑，没

答。他紧接着说：“我是某市公安局副

局长，我们那边抓了不少炼法轮功的

人。”我说：“你可要善待他们哪，他

们是当今社会上最好的人。可是现在

好人被抓、被关、被打、被酷刑折磨，

天理不容啊！”

他问：“为什么我们那里关的炼

法轮功的人要绝食？”我说：“法轮大

法是正法，教人按‘真、善、忍’做

好人。中共把好人抓起来，还逼迫他

放弃信仰，他心里觉得不公啊！又没

处说理去，只能用这种和平的方式反

迫害，维护信仰自由和做好人的最基

本权利，要求恢复正常的学法、炼功

环境。”

在听真相中，他又提出了一些疑

问，我都给他一一解答。他听明白后，

立即给自己起了个化名叫“王记清”，

并说：“我要记住这一天。” 他痛痛快

快地退了党。他还说他妻子身体不好，

回家让他妻子也炼法轮功。还说他有

法轮功的书。

“终于等到你了”
有一位退休干部，他明白真相

后，退了党，收下了真相信、《九评

自焚者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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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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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真相光盘，说回去认真看看，

并急切地表示要看《转法轮》。之后，

我请到了《转法轮》送给了他。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又经过那个

地方，只见对面有个人快步地向我走

来。我一看，是那位退休干部。他激

动地说：“可见到你了！我在第一次

见到你的地方和时间点整整等了你一

个多月，终于等到你了，这我就放心

了。你要多保重，在大街上讲法轮功

真相，共产党可是心黑手辣，你要注

意安全呢！”我说：“谢谢。记住我告

诉你的真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天赐洪福，保平安。也

祝你的家人健康平安。”他连声说：“谢

谢！谢谢！”我告诉他：“是大法师父

让我把真相告诉给人的，谢谢大法师

父吧！”他说：“谢谢李大师！”

后来，他回到外地原单位，找到

了1999年以前修炼过法轮功的同事，

给她讲了自己了解的真相，并叮嘱同

事：“这么好的功法，坚持修下去呀！”

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被证实是世纪谎言真 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 有人用重物猛击自焚者刘春

玲的头部；图2-3.刘春玲双手护头，

随即倒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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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