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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大非
孰可“中立”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明朝大学士
张居正的《帝鉴图说》中
记载着一个体现君王节约
的故事—“啖饼惜福”。 

唐代史书上记载：肃
宗为太子时，曾在宫中亲
侍他父皇玄宗进膳。席间
有一块羊腿肉，玄宗欲食
之，顾视太子，意思是让
他亲自割切。太子承命，
就用刀把羊腿肉切割了。
切完后，刀刃上有些羊脂
污漫，于是太子取了一块
饼，将刀揩得干干净净。
玄宗依然注目太子，面有
不悦之色，心想饼乃食物，
而以之拭刀，多浪费可惜
啊。没想到，太子从容举
起那擦刀的饼，放在口中
吃了，玄宗方才大喜。

勤俭节约自古为圣贤
所尊崇，而当今中共几乎

“无官不贪”。他们奢谈勤
俭节约，勤政爱民，您相
信吗？

啖饼惜福

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诗，意思要让
14 亿百姓“共克时艰”。但特权特供从来
没有民众的份。前些年，公务员们每年
三公消费达 9000 亿元，可建造 45 艘航母。
贵州《茅台酒厂志》记载，三年大饥荒
期间，茅台酒产量为 2079 吨，所用粮食
约 20 万人 3 个月的口粮。那时候，茅台
酒是普通百姓能喝得起的吗？而当时贵
州湄潭调用造酒粮食最积极，大饥荒死
亡民众最多：至 1960 年 4 月死亡 12.2 万
人，占全县农村人口 20％左右。

据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墓碑》一
书统计，1959 年～1961 年三年大饥荒导
致 3600 多万人死亡。2013 年 8 月，《中
国社会科学报》刊登江苏师范大学特聘
教授孙经先的文章，称大陆“三年困难
时期”出现“营养性死亡”（即营养过度、
消化不良致死），“饿死三千万”是个谣言。
无良教授学术媚共，此语一出，舆论哗然，
也只有中共才能创造出如此奇葩的词汇
为自己脱罪。

近期，网络视频惊爆中储粮哈尔滨
粮库玉米大量掺泥沙造假，中共经过官
方调查后得出结论是爆料与事实不符，
子虚乌有。与此同时，中储粮黑龙江分
公司肇州直属库 7 月 28 日发布公告，要
求外来人员禁止携带手机及其它录像、
录音设备进入库区。

到底是“子虚乌有”还是“此地无
银三百两”？百姓勒紧裤腰带喂饱的是
往粮库掺假的官方“硕鼠”罢了。

中共最高层 8 月 11 日对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制止浪费、厉
行节约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本无可
厚非。但中共在此一时机说出这番话来，
似有欲盖弥彰的味道：恐怕为厉行节约
护航是假，安抚粮食危机是真。

今年“夏粮丰收”，你信吗？
7 月 26 日，中共官媒宣称，今年夏

粮再获丰收，创历史新高。但就在前一日，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微博发布消息称：

“截至 7 月 25 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
3871.7 万吨，同比减少 695.0 万吨……” 8
月 12 日，中共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罕见承
认，以小麦为主的夏粮收购同比减少了
近千万吨，下降近 20%。

中共应急管理部 7 月 6 日发布今年
上半年自然灾害情况称：“经核定，各种
自然灾害共造成 4960.9 万人次受灾……
农作物受灾面积 6170.2 千公顷，直接经
济损失 812.4 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
受灾人次上升 41.5%，直接经济损失上
升 15.3%。

7 月 6 日公布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比去年同期上升，20 天后就宣称
夏粮丰收成定局。难道长江 2、3 号洪峰
给夏粮带来了喜人的丰收？还有东三省、
河南、山东、云南等多地的蝗虫也是中
共指挥来给党国“运输”粮食来了？

“粒粒皆辛苦”，饱了的是硕鼠
中共最高层讲话时引用了“谁知盘 明慧网 / 致远编辑 / 晓历

“粒粒皆辛苦” 喂饱的是硕鼠
6 月以来的洪灾重创中国粮仓！淹逾百万亩农田，恐颗粒无收。
但中共依然宣传夏粮丰收。然而，此时中共提出制止餐饮浪费，似乎欲盖弥彰。

选票不体现民意
就让股票体现

疫情下 一位在美
中国留学生的抉择

左图：6 月以来的洪灾重创中国粮仓！淹逾百万亩农田，恐颗粒无收。 右图：辽宁倡议 10 人聚会
点 8 人菜，推出 N-2 点餐模式。图为餐馆的宣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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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地方才会出现类似情况，
他在香港工作过几十年，从未见过传
媒机构被政府这样对待过。

民众用股票投票
香港市民及世界人民针对中共

对香港良心打压的回应让中共始料
不及。中共抓捕黎智英的消息刚一
传出时，壹传媒的股价在短暂下跌
后，突然急速暴涨，最高涨幅一度超
过 300%，突显了港人不屈的民意。
两天内，黎智英个人财富从 1.7 亿港
元猛涨到 18.97 亿港元。《苹果日报》
从单日 7 万份加印到单日 55 万份，
且全部卖光。有市民表示，即便《苹
果日报》出一张白纸，也会买。

老板被抓捕，股票暴涨，报纸
大卖，举世罕见。民心向背，不言而
喻。国际社会的声援纷至沓来：从美
国副总统彭斯，到国务卿蓬佩奥，到
多位国会议员，到欧盟外交和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等，从推特、脸书、
Youtube，到世界各大新闻媒体，掀
起一股谴责中共的风潮。

8 月 11 日，中共在世界强大压
力下采用保释的方式释放了黎智英。
民意与强权的较量仍将持续。

2 聚焦

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彻底
破坏了“一国两制”的承诺。8 月 10
日，港警突然抓捕香港良心人士，引
发了港人狂购壹传媒股票，以撑自由、
人权，从而唾弃中共的历史性场面。

第三世界的地方
才会出现的抓捕

8 月 10 日，香港警方在中共的
操控下以“勾结国外势力”，违反《国
安法》及串谋欺诈等罪，拘捕《苹果
日报》、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他的
两个儿子与 4 名高管等 9 人。

警方出动了全副武装的 200 名警
员冲到将军澳壹传媒大楼，中共驻港
的国家安全处人员带着破门工具闯进
大楼翻查文件和物品。搜查令上明确
写着搜查范围不包括新闻材料，但是
所谓执法的警察还是在记者的工作台
上到处乱翻。人们感叹香港的警察越
来越像中共大陆的警察，说一套做一
套，执法犯法而不知廉耻。

在国际社会眼里，壹传媒创办
人黎智英是香港的良心，新闻自由的
一面旗帜。但中共却视其为最大的威
胁，足见中共对讲真话、传真相的恐
惧。香港记协主席杨健兴对警方的粗
暴行为感到相当震惊，他表示只有在 明慧网 / 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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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不体现民意 就让股票体现

空气制裁

逃美中国律师陈建刚 8 月 12
日在推特发帖称，据说北戴河会

议中共定了新的三软三硬政策：

对美国软，对西方软，行动上要软；

对国内硬，宣传要硬，对香港硬。

简单来说就是对外屈膝，对内镇

压。对欧美继续跪地欺骗，对内

维持高压统治。希望美国、欧洲

不再继续被共产党欺骗。

网友回复：“尽显我党本色，

对外忍（软）到无耻，对内狠（硬）

到无情。” “一掐脖子就翻白眼，

一松手就耍流氓！”

香港人于 8 月 11 日争相购买《苹果日报》，以示对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的支持。前一天，
中共操控港府以“勾结国外势力”，违反《国安法》及串谋欺诈等罪名抓捕了黎智英。 

（图片来源：Gettyimages）

美国财政部 8 月 7 日宣布就

香港自治在近期受到的侵蚀和破

坏，对特首林郑月娥、中国国务

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香港中

联办主任骆惠宁等 11 名中港官

员实施冻结在美资产等制裁。8
月 10 日，中共外交部宣称对美

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克鲁兹、鲁比

欧、史密斯等 11 人进行报复性

制裁。

但中共除了打嘴仗以外，根

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制裁措施。

大陆民众称中共个个裸官，资产

都在国外。人们嘲笑中共的制裁

是“空气制裁”，美国官员会把

资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境内吗？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

任骆惠宁急忙洗白自己说，在国

外没有一分钱资产。他调侃并吹

嘘，可以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寄出

100 美元，供他冻结之用。网友

回复：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哪家

银行敢给你寄啊，美国二级制裁

可不是吃素的！

“三软三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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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
7 月 24 日宣布新学期指南，今秋全
网课的国际新生，不得入境美国，但
若国际留学生能证实该学期有一门面
授课程则可入境；老生则不受此新规
影响。自武汉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后，
中国留学生们的去留就成为备受关注
的议题。

目前就读南加大（USC）研究所
二年级的王涵表示，身边有不少同学
在美国疫情初起的 2 月中旬就动念想
回中国，后来随着国际班机减航，返
中机位一票难求，有些中国学生甚至
花了上万美元才买到回国机票。但王
涵也认识几位在中国的大学生，目前
仍在积极申请赴美国就学。他说：“这
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有人花大价钱
买机票回中国，但也有人想尽办法出
国。”一个正常社会一般不会这样。

中共“老大哥”监视无所不在
王涵说：“我为什么不回中国？

崇高的说法是追求民主、自由，但确
切地说就是不想再被中共控管、不想
再被监视。”他也担心若自己回中国，
可能就无法再赴美国。

他说，尽管在中国生活更符合

自己的习惯，但目前中国社会氛围就
像小说《1984》般充满“老大哥”的
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政府掌握，
政府提供的讯息并不透明，生活上充
满未知的风险。

他说，因为回中国不仅是不能用
Gmail、Telegram 这些软件程序，会造
成许多不便，更严重的是言论、思想
遭监控。中共的网路控管、人脸辨识
系统，已到了无孔不入的阶段。

王涵说：“我以前在微信发了个
批评领导人的帖子，一两分钟内账号
就被封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让王涵深受启发，他说：“《九评》里
有个段落讲得真好，中共会像癌细胞
一样复制，不断地渗透到各个地方。”

就像在中国，只要企业发展到
了一定程度，就会被政府盯上。他说：

“中国没有一家企业可以脱离中共，
他们在公司成立党支部，像癌细胞寄
生在体内。”

“香港”事件触发独立思考
过去，王涵与周边许多留学生

一样，尽管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但也
不觉得需要站出来发声，因为中共的

“洗脑”教育是从儿童抓起。王涵说，

很多支持中共的“小粉红”们缺乏独
立思考，很容易被中共操弄。“例如
这次香港的民主抗争，许多小粉红都
受中共影响，认为香港人是想要独立、
崇洋媚外，遭外国势力蛊惑。”

看过黄之锋于去年 9 月 17 日在
华盛顿特区出席听证会的直播，王涵
说：“我真的很震撼，一样是年轻人，
为什么黄之锋能就香港民众运动现状
侃侃而谈，而中国年轻人却仍然保持
沉默？”可见中共洗脑的严重性。

中共藉“防疫”变本加厉控管
王涵说：“如果你只看中国新闻，

你就会相信全球唯有中共的独裁统治
才能控制疫情！”“武汉死了那么多
人，但我们却没有制裁中共的权力。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感谢党，但我真
觉得自己没有哪一个时间、哪件事是
受到共产党的恩惠！”中共隐瞒疫情、
打压吹哨人、利用舆论喉舌散布假消
息，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美国社
会动荡，民主制度致使疫情无法控制。

中共藉疫情变本加厉控制人民，
甚至从中牟利。他举例说，有些小区
遭封锁，居民只能从政府选定的菜贩
处购买蔬菜，但那些菜价高昂，人们
若想要自己选择便宜的菜贩，就会被
逮捕。

吁中国人发声争取自己的权益
王涵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站

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才能真正不危
险。他说：“其实所有的中国人都不
满意中共，就算是岁月静好型的人，
也对中共有很多不满，他们需要勇气
站出来。”

有些人认为只要不去招惹中共，
就不会有麻烦。其实不然，“你不去
惹它们（中共），它们（中共）还是
会去强拆你的房子。”王涵认为这是
可怕的错误观念，人们应该从中共政
府手上拿回自己应有的权利。

大纪元 / 徐绣惠

疫情下 一位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抉择

7 月 23 日，王涵（右）于尼克森图书馆前支持蓬佩奥“新铁幕演讲”。他表示非常支持“反
共，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活动主题。（图片来源：王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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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有认知能力，因此会对事
物形成自己的观点。使自己不陷于矛
盾和对立双方的对抗，置身事外，减
少纷争，这似乎不是错。但在事关
人类道德和普世价值选项上 ,“中立”
则并不意味着客观、理性，反而将会
成为邪恶势力的帮凶。

二战时欧洲战场上，卢森堡、
比利时、荷兰等国纷纷宣布中立，极
力避免被卷入战争；但是纳粹德国却
并不买账，很快用铁蹄踏破了他们“中
立”的幻想。

瑞士虽已宣称中立，但无法完
全置身事外。二战期间，瑞士向纳粹
德国购买犹太人的黄金，却拒绝接受
犹太难民，至今仍备受世界诟病。

太平洋战争，美利坚实力最为

雄厚，开始却保持中立原则，收获的
是日军偷袭珍珠港。此后惊醒的美国
立刻宣战，一改中立立场，从而扭转
了战局。

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给全世界
带来的是饥荒、杀戮与极权专制。中
共百年红潮将中华文化破坏殆尽。时
至今日，活摘人体器官，掩盖武汉肺
炎疫情，破坏港人自治，偷窃西方社
会高科技……可谓无恶不作。那些面
对中共的恶行与普世价值而选择“中
立”的国家，在武汉肺炎爆发中尝到
了疫情严重的恶果。

大是大非，正邪较量，
孰可中立？

令人欣喜的是，以美国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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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是大非 孰可“中立” 西方社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了中共的
邪恶本质。近期瑞士发出正式通告，
定于 11 月举行公投，决定是否禁止
包括瑞士银行在内的瑞士企业与侵犯
人权的国家做生意。

瑞士言有所指，如果公投通过，
据悉，中共权贵 5000 个账户约 20 万
亿人民币资金将被冻结。一向与中共
保持暧昧关系的瑞士开始转变，见证
了世界的觉醒。

瑞士的转变无疑是对中共核弹
式的打击，不仅中共高官的海外财产
面临危险，而且瑞士由亲共转向弃共，
改变所谓“中立”的立场。这在某种
程度上意味着中共在世界上已无立足
之地，想再“崛起”已回天乏术，中
共的末日即将来临。

天灭中共，没有人能够置身事
外。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智者当尽早
远离中共。

单位书记气愤地说：
共产党净扯淡，共产党完了！

今年“七·二零”前后，公安
局警察一直打电话骚扰我，我不接电
话，他们就开着警车到单位来找我。

单位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公安
局的人来找你，经理问他们啥事，他
们说核实点事，也不说核实啥事。你
知道啥事吗？”我告诉书记：“我本身
是单位的老职工，这些年我啥样你们
都知道，能有啥事？不就是因为信仰
问题折腾你吗！其实警察也是不明真
相的受害者。”

听完我的话，书记气愤地说：“没
事，你把手机关了，我来对付他们！
共产党净扯淡，共产党完了！”

乡邻：买她的菜不会上当
我今年 65 岁了。十多年来天天

坚持面对面讲真相，风雨不误。每个
星期日，骑着摩托车带着同修，去农
村讲真相救人。作为我这个年纪的人
还能骑摩托车，如果不学大法，想都

不敢想！
丈夫开了一块荒地种了点菜，

吃不完，一般会送给左邻右舍。一次
丈夫把摘的豆角、黄瓜弄回来，我一
看，这么多怎么办？我抓紧时间把菜
推到市场去卖。接近中午市场没有多
少买菜的人，一个卖菜的和我说：“这
菜多的都成灾了。”意思是卖菜的人
太多了。我一看，真是，卖菜的比买
菜的人都多！

正想收拾回家，突然来了两个
人，走过来说要帮我卖菜，夸我的菜
如何好，大声说：“这是法轮功李大
师的弟子，买她的菜不会上当。”我
就和他小声说：“别说这个，市场这
儿啥人都有。”这个人却说：“别怕，
谁敢乱来，我和他拼了！”另外一个
人在我左边替我卖菜，帮我收钱，同
时帮我找零钱给买菜的人。

也就十几分钟菜就卖光了。我
一看，这俩人这么好，我得救他。我
刚一开口他就说：“你到我们村去过，
你早帮我退了！”

文 / 华剑

世道民情 天地之间有杆秤 那铊是咱老百姓

为什么
“三退”保平安

中共作恶多端，天要灭

它，自然连带它的成员。退

出党、团、队，解除“永远

跟党走”的毒誓，免遭连

累。神看人心，真心“三退”，

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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