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爆学潮 齐喊“打倒官僚”

上海政府宣称自5月

22日起逐步恢复公共交通，

当天，上海广播电台一名记

者在地铁3号线的车厢内采

访几位市民，一位大妈受访

时说，“今天特别高兴，因

为封了将近两个月了。自从

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受过

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不

能出去，真是天大的笑话。”

此时，记者已悄悄把话

筒挪开，离这位大妈越来越

远。另一段视频显示，上海

“澎湃新闻”记者在地铁车

厢采访一位女士时，受访女

士对记者说：“在这里我们

真的是太难了”，话音刚落，

记者赶紧站起身将话筒移

开。这位女士仍在诉苦：“在

这里50多天，（政府）物

资什么都没有发过。”此时，

记者赶紧打断她，匆匆结束

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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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村镇银行暴雷
储户遭镇压

极端防疫促上海人退党：
不愿成党的奴隶

庆祝513: 
冰窖家庭变得和和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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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商家：学校食堂的肉都放臭了继续用，

一个小碗凉皮7块钱，水果店里的草莓

都烂了还卖13.8元一斤。

南开大学学生也抗争不断
和天津大学只一墙之隔的南开大学，

只允许教职工及家属进出，学生禁止出

入。学生们在网上控诉求助，并在校内

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有学生在校

内隔离墙喷涂“我要当自由的大学生”。

有学生在网上发帖称，走遍整个校

园，只看到“吃人”二字，校内物价奇贵，

连理个发都得40元人民币，还需要预约，

最后理出来的头发“像狗啃的一样”。

另有贴文指，南开从1月封到4月，

种种防疫措施变本加厉，层层加码，名

为保护学生，实则完全不顾学生死活，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弥漫校园。

帖文还指，不少学生不习惯长期吃

食堂，开始点外卖，结果3月学校下令

禁止点外卖，送来的外卖被保安当场倒

掉。校内万余人共用两个小超市，水果

贩卖机内的水果不但价格昂贵，还多有

霉烂。

中共坚持所谓“动态清零”，各级官

员为保乌纱帽层层加码，祭出各种封控

措施，另有权贵从中大量敛财，高校学

子也深受其害，挺身维权。

5月以来，北京、天津多所高校的

大学生在校内聚集游行抗议，抵抗中共

的暴力封校。

5月15日，北京大学万柳校区因为

建墙控制学生的自由，学生在校内发起

抗议，并在北大副校长面前，推翻了围墙。

23、24日，北京政法大学、北京

师范大学都爆发大游行，学生抗议既然

线下授课为何还要把学生封闭在宿舍里，

学生要求返乡，迫使校方做出了让步。

北京几所高校学生维权成功后，天

津大学也开始大规模抗议。

天津大学封校4个多月 苦不堪言
5月26日晚，网上传出天津大学学

生抗议的视频。视频中，大批学生在校

内广场聚集，抗议封校，并高喊“打倒

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等口号。还

有消息称，大批警察正赶往抗议现场。

天津1月初爆发疫情，天津多所大

学就进入封闭管理状态。1月中旬，天

津大学下令，要求3万多学生不准返乡，

在校内“就地过年”，一度引发众怒。寒

假开学后，学校继续封校至今。

有学生回答，封控几个月了，一个

阳性病例都没有，但学校继续封闭，天

天网课，连实验都无法进行。

还有学生抱怨学校的无良食堂和黑

上海大妈一开口
记者吓得挪话筒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左：5月26日晚，天津大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抗议4个多月的封校；右：北京大学学生抗议场面。

希望之声新唐人



2 热点

和投资、基金、理财是完全不同的。

老百姓是因为相信银行是国家的才

储蓄的，存在国家银行的钱还能不给

吗？很多人存的是养老钱和看病钱。

为了糊弄老百姓，银行经常改说

法，一开始说有系统维护，后来又说

有诈骗，然后又说有经济犯罪，现在

说不清楚。从5月18日到21日，储

户4天到郑州省政府和银保监局维权。

5月23日，他们发起更大规模

的维权。“河南抢钱了！”“我们要取

钱！”现场哭号声一片，有的下跪请

愿。储户打出标语“河南银行还我存

款”“还我血汗钱”，高喊口号“取款

自由！”

河南派出大量特警封锁道路，并

派出大量便衣人员。在河南省政府门

口，储友指认，有列队待命的便衣宛

如人墙。过程中，只有一名级别不高

的官员与储户对话，自称是负责省政

府维稳的，要大家去指定接访地点解

决问题。网友扒出该官员的身份，官

职是郑东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负责

公安、政府信访稳定。

参加维权的储户王先生说，“大

概抓了二三百人，他们把上访定性为

违法，要大家保证不在现场再聚集，

必须得撤离，然后通知原籍接收。”

近日，“河南4家村镇银行取款

难”的事件广受关注。河南禹州新民

生村镇银行等4家村镇银行从4月18

日起关停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

业务，引发储友持续维权。

相关资料显示，无法正常取款的

几家银行涉及近百万储户上百亿的存

款。被害民众连续多日聚集抗议、请

求政府处理，但遭便衣殴打、逼迫写

保证书、强制遣返。网友表示，中共

治国无方，镇压有术。

5月18日，中共央行和银保监

会就此事件做出回应，称4家村镇银

行的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内外勾

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

非法吸取公众资金，并称公安机关已

立案调查，还表示目前4家村镇银行

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

受害民众认为此说法是相关部门

在推脱责任，银行监守自盗，吞噬储

户的存款。所谓营业网点存取款正常

经营，是粉饰太平，“实际上外地人

不给取款。因为怕本地人闹，疫情期

间外地人不方便闹。”

受害储户何先生对大纪元说，他

是到银行前台经过刷脸程序开的正规

的银行卡，是正常的储户，正常的存

款，这一切都是在银行平台发生的，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 储户遭镇压

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段视频，

上海徐汇区高邮路5弄的一位老奶

奶，是中共军队防化部1303所搞

沙林毒气的专家，她给居委会人员

普及化学知识，指出开放空间消杀

不仅没作用，还会危害居民健康、

污染水源，“这是在犯罪”。

视频中，这位退休老教授奉劝

居委人员做事要动动脑筋，不要被

政府利用做替罪羊。

她说：“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读

研究生，那时我们学校处理三种人，

有的人他是很单纯，他很听毛主席

的话，结果他是戕害了那些教授，

坐牢了。”

“所以我们这里有些人做事情

的时候，我也说动动脑筋，我这合

法吗？”老教授说，“你不要说是政

策叫我做什么，但是事情是你做的，

你是成人，你守法吗？”

有网友评论，“疫情过去了，

那些危害普通老百姓的基层人员必

然会受到清算。有句话：别看今天

闹得欢，小心以后拉清单。”

“文革后北京公安局很多人因

为残酷迫害走资派（走资本主义的

当权派）被拉到西南地区正法了，

然后通知家里因公牺牲，想想用词

倒也准确。”

2022年5月28日

“听毛泽东话的
三种人都坐牢了”

史 鉴

5月21日，数十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在河南银保监局门前拉着横幅并高喊“还钱”。

还有储户反映，接到维稳人员电

话，如果不回原籍健康码就从绿码变

成红码。

近年来，“银行存款不翼而飞”

的事件接连发生，引发民众大规模维

权，然而大多都是以警察镇压抓捕受

害者告终。

新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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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局唱反调？林“国师”罕见批“清零”
被视为“经济国师”的北大教授

林毅夫过去一直吹捧中国的经济及唱

衰美国。近期，林毅夫出席一新书发

表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在讲话中的一

些言论，似乎和中共唱反调。

5月18日，林毅夫在中信出版

集团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发表了《中

国经济的新挑战与应对》的主题演讲。

谈到国内形势，林毅夫说，从

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的经济

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这个下滑是由

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

三重的压力造成的。

林毅夫表示，进入到3月份以后，

可以讲是雪上加霜，上海从3月份以

来基本上一直处于封控的状态，全国

也有不少地方都在加强对奥密克戎的

传播控制，北京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

林毅夫强调，这种“动态清零”

的封控举措，“必然影响到生产、投资、

消费各个方面，我们的经济全面放

缓。”根据这种状况，今年5.5%的

增长目标能不能实现就面临新挑战。

林毅夫表示，去年以来国内面临

的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最关

键的是预期转弱，因为预期转弱以后，

大家投资就没信心，供给就会减少。

而且要是没有投资的话，就业就会受

影响，收入不增长，需求当然会收缩。

所以，我觉得在三重压力当中最关键

的是预期转弱。”

林毅夫还指向中共的 “平台治

理、双碳目标、房地产”等政策，只

不过他将责任推给了执行层面。他认

为，有的是中长期的政策，不能把它

短期化，也不能把它地方化，这就造

成“合成谬误”，让大家对未来的发

展没有信心。

就中共提出的“共同富裕”，林

毅夫表示，这个目标以后怎么样落实，

要解释清楚，不要让人家觉得这是针

对富人……不然会影响大家的信心。

谈到疫情，林毅夫说，疫情的防

控是当前最紧急的挑战。虽然他声称

“动态清零政策是对的”，但他认为要

“落实上面要科学、要有效、不能层

层加码”。

他表示，在媒体上看到有些地方

借口静态管理，不让农民下地。但是

这个农时一误就一年，影响到粮食安

全。他指层层加码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他说，在一些封控的城市，很多

中小微企业已经到了濒临破产边缘。

这些企业倒闭了以后，失业就增加，

要让他们恢复就有相当大的困难。

另外，有不少家庭，尤其中低收

入家庭，经过两年多时断时续的封控，

一方面就业、收入受到影响；第二方

面，有不少储蓄也用得差不多了。最

近不管在县以上还是县以下的消费都

出现了崩塌式的下跌。

中共对疫情坚持采取“清零”政

策，引发多种次生灾害和人道危机，

百姓生活困苦，不同阶层都有人因为

患病无法就医而死亡，也有人因此自

杀，民怨四起。

2022年5月28日 评论 3

阿波罗

居沪意大利人抗封锁
领事馆声援公安撤退

中国上海爆发Omicron疫情，

政府实施严苛封控措施，造成冲突和

抗议事件不断发生。在长宁区豪宅“嘉

里华庭”，有意大利侨民冲出屋苑抗

议围封，并一度与公安对峙。

网络流传影片显示，该屋苑意大

利籍居民5月24日集体不满当局限

制，冲出屋苑，公安派出四辆公安车

到场准备镇压，但意大利领事馆职员

赶到，公安其后撤退，屋苑解封。

据公开资料，“嘉里华庭”自

2022年4月11日以来，一直被划为

“防范区”，居民只可以在屋苑内活动；

每户指定一人，7天两次限时、分批

前往超市购物、药店配药等。

对于这次抗议事件，网民纷纷批

评公安“媚外”。有网民感叹说：“百

姓怕官，官怕洋人。几百年来，从未

变过。”也有网民悲愤怒骂：“古有华

人与狗不得内进，今有华人与狗不得

外出。”“说明了‘境外势力’才能救

中国百姓脱离苦海！”“这哪是新中国

这是大清国！”

漫画：变态辣椒。中国被认为是首个使用手机应用程式“健康码”控制疫情的国家。 “健康码”
在大数据背景下运作，除了搜集疫情数据，也能掌握民众身在何处、个人消费、银行存款
等私人信息。

大纪元



4 历史回眸

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

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

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
那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各

种研究数据与中共官方数据均表明文

革中至少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

美国研究世界上大屠杀的权威、

鲁 密 尔 教 授（r.J.Rummel)在 著 作

《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说，文革

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773万人。

中共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

秋》前总编杨继绳的题为《道路 · 理
论 · 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

考》一文，刊载于2013年11月30

日出版的第104期《记忆》。杨继绳

在文章称，叶剑英在中共十二届一中

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

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

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

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

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

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

（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

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

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

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呢？

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有人说是高层

权斗，有人说是整人。它是中共制造

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把人性中的恶最

大规模地激发出来，在党性的鼓动下，

父子、夫妻、母子、兄弟和姐妹等人

伦被扫荡殆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礼仪规范、道德信念包括文物古迹一

并被破坏殆尽。

    文革是一场破坏传统的浩劫
中共窃政后，把传统道德的教育

毁了，灌输党文化，宣扬仇恨，对地

富反坏右的仇恨，对帝国主义的仇恨，

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毫无善可言，给

学生和老百姓灌输狼奶，把人教成野

兽，仇恨种子生根发芽，以推动血腥

的阶级斗争和阶级灭绝。1949年到

1966年，新一代完完全全用狼奶教

育的小孩已长成，可以用了，文革也

是中共狼奶教育成效的大检阅。文革

的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

重，许多教师、校长、校工被自己的

学生打死，然后再杀向社会。

大陆作家秦牧曾评述文革：“这真

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

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

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

共产暴政录：文革到底死了多少人？

2022年5月28日

多人；（4）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

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

120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

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

   中共官方数字：文革中超过
2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

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

革资料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

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

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

亡23万7,000人；703万 人 伤 残；

7万1,200 余家庭整个被毁。”

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

法拉奇说：“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

人，那可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

算的数字。”

胡耀邦曾经说过，中国在文化大

革命中两亿人被批判、斗争、牵连，

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受到过不公

正对待和迫害。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

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

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中共从未否定文革，文革深层的

东西也不让探索，它否定的仅仅是中

共要员被整肃的那一部分，中共官方

数字都认为文革中超过200万人非正

常死亡，按中共一惯的掩盖做法，乘

以3-5的结果都是保守的，真实的数

字恐怕只有中共解体后才能曝光。

然而，更可怕的是，随着中共经

济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世

界第二的中国，本应步入世界文明行

列，但自上而下文革式的灾难仍然大

行其道，六四、迫害法轮功、打压香

港人权、建立新疆集中营，如今又推

行疫情防控式文革。正如党魁毛泽东

所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看来，

中共不解体，中国人就不会有好日子。

1966年8月，北京有几千人被红卫兵杀害，还有大批人被打后自杀。红卫兵自豪地把它称
为“红八月”。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应在20
万人以上。（网络图片）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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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大纪元网站发表揭露

中共邪恶本性的《九评共产党》后，

深受其害的中国民众不断觉醒，掀起

“三退”大潮。

下文是选自2022年5月份在全

球退党网站上发表的“三退”声明。

     上海浦东人：不愿成为邪
党的奴隶

三位上海浦东人罗齐、张新同、

葛一杰对中共媒体如新闻联播、《人

民日报》等只对中共歌功颂德，而不

顾老百姓的疾苦极为不满。“这次上

海疫情，我们明明连饭都没得吃，但

新闻联播上播的却永远是物资充足、

百姓幸福，一片歌舞升平！”

他们说，在中共邪党的词典中根

本就没有“羞耻”二字。“如此恶毒

的邪党，不亡能行吗？！”“我们不愿

成为邪党的奴隶，因此想要退出邪党，

抹去兽印！”

       曾拥护中共 如今声明三退
山东烟台的初俊文说，自己本还

算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人，但是这次

的烟台疫情改变了他。

“我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被共

产党进行了强制隔离封闭管理。这期

间我受到了惨无人道的对待，家门被

焊死，无论是买菜还是工作都无法正

常进行，共产党的防疫人员也一直干

扰我的正常出行，阻碍我的正常生活。

我即使给他们下跪，诉求也无法得到

满足。一周前我因为这件事旷工甚至

失去了我的工作。”

通过这几天的经历，他才意识到

原先被他认为的“卖国造谣者”说的

都是实话。他通过使用以前玩游戏的

VPN（虚拟专用网）翻墙，了解了很

多关于共产党的真相，他“才意识到

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同恶魔为伍”，并

“为自己以前的愚昧无知感到羞愧”。

他退出了党、团、队，“希望更

多中国人民能够看清中共的真面目，

愿这个暴力机器尽早停摆。”

       黑龙江人：中共极端清零 
国家的悲哀

来自黑龙江的尹凡说自己入过少

先队，虽然已过了20多年，但中共

对他的“教化与伤害”依然存在。每

天在中共统治的土地上生活，每天只

能接受它审核过的新闻，“人的意识

形态变得很糟糕”。

“这次疫情，中共的极端清零政

策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国家有

多么悲哀。”

“看看上海，外省援助的蔬菜被

有资源的官员高价卖给百姓，养肥了

一批人。有的人为了多赚钱，甚至说

出了疫情千万不要结束这样的话。”

尹凡举例说，哈尔滨的一名男子

因长期封城导致负债累累，他把桌椅

板凳全扔到街上点上火，并企图自焚，

极端防疫促上海人退党：不愿成党的奴隶

被群众救下。但是中共的新闻只敢说

他“纵火”，不敢提他要“自焚”。

       他们为什么要“三退”
深圳黄靖然说，他父亲在深圳有

一个80年代的单位套房，拆迁的时

候自己本可过上富足生活。但是去年，

由于他家与土地征用方意见不合，当

地的警察将他的父亲打成重伤，强拆

了他们的房子，至今他家也没收到任

何拆迁款，生活变得十分艰辛。

“在这个党的统治下，中国没有

任何法治可言，希望不会有更多像我

一样的悲剧出现，希望邪党早日灭亡。

我对于我曾加入过这个党的一切组织

感到十分懊悔，为了我的老父亲，也

为了我自己，我在此申明，退出一切

与中共有关的组织和团队。”

来自北京署名为“三无北漂”者

声明退团、退队，他写道：“作为一名

三无北漂，我无北京户口无房无车，

看到中共说抗疫是对人民负责，就觉

得可笑。我们被户口折磨的时候，他

们不对我们负责；我们被天价房折磨

的时候，他们不对我们负责；我们摇

不到车牌的时候，他们也不对我们负

责。偏偏在他们的养老金亏空的时候

舍得掏钱，天天拿核酸折腾我们，还

有脸说对我们负责？”

如今中共已坐在火山口上，大厦

将倾，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退出中

共才最安全，您退了吗？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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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超过3.9亿人“三退”。全球退党
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每天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有大量的大陆民众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三退”）。他们以
亲身经历揭示了中共防疫封控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曝光了中共对老百姓的冷酷无情和媒体的虚假宣传。

“三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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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一点，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我

时不时地讲些神传文化、善恶有报、

大法洪传的事给丈夫听，这样他很支

持大法，支持我修炼。

丈夫心直口快，我修炼法轮功，

他家亲戚害怕中共，都说让他管管我。

他说：“人家做的是正事，咱们就知道

吃喝玩乐，一点正义良知都没有，活

得与动物有什么两样？”

有一次，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

话，让他“转化”我。他说：“往哪转？

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谁也不

服，到处惹祸的人，她却对我不离不

弃，可我吃，可我穿，事事都让着我。

平日陪我唠嗑，孝敬我父母。‘转化’

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他们

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

丈夫面对警察时也临危不惧。一

次，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姐姐，就长

途跋涉来我家搜查。我丈夫堵在单元

门口，严正告诫警察说：“我们家什么

都不多，就是刀多。”因为我丈夫以

前爱打仗，下手狠，是周围出了名的。

那警察一看这架势，开车灰溜溜地走

了。正在屋内的我姐姐安然无恙。

由于我丈夫相信大法，支持大法

弟子，他得了福报，在工作单位很顺

利，身体也越来越好。我这个家，现

在充满了温馨。

我今年54岁，1998年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感恩师尊传出这么好的大

法，才有今天的我与和和美美的家。

我结婚后，发现丈夫没有家庭观

念，只顾自己玩乐，还吃喝嫖赌样样

俱全。丈夫经常在外打架，看见家里

有钱，就抢去赌。有一次，我不想和

他过了，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我

太害怕了，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上。

他脾气暴躁，对我说打就打，说

骂就骂。有一次在厨房，我一句话不

顺丈夫的意，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

往我身上泼。小盆里装的可是滚烫的

豆油，幸好我躲得快，才没发生惨剧。

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

术后，昏死在床上。从医院出来时，

我身体虚脱，一步步地挪，他都不说

给我打辆出租车。这样的家，就像冰

窖一样，过着有啥意思呀？因为舍不

下年幼的孩子，否则我都死好几回了。

在老家的姐姐看到我不幸的生

活，总是开导我。她修炼法轮大法了，

叫我也学。刚开始时，大法深奥的法

理我领会的不多，就知道做人要有道

德、讲良心、不坑人、不害人，对谁

都好，这样会有福报。

我努力地修善，看丈夫好的一面，

说话、做事尽量温柔些。我发现，只

要我按照大法的法理做得好，他就变

庆祝513: 冰窖家庭变得和和美美

2022年5月28日

明慧网

法轮功这个群体能够在中

共邪党以举全国之力欲在三个

月内将其“清零”的镇压下，

一直坚持走到今天，非常了不

起。他们秉承真善忍的理念，

不但没有在被迫害中倒下，还

弘传到了世界各地，这更证明

了法轮功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

也更证明了世界需要真善忍。

作为律师这个群体，我们

有责任为这个被迫害最惨烈群

体发声、辩护。我承办过很多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案件，

我亲身感受到他们都是那么善

良，甚至在那些为邪党卖命的

警察无理智地迫害他们时，他

们不但无怨无恨，还都抱着救

赎他们的心态，真令我感叹。

当我看到如今的社会，已

经被这个邪恶的政权败坏到了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地步。

我们的社会最紧急、最缺乏的

是有信仰、有持守的人。而法

轮功群体就是这样的人。因此，

今天说是我们为法轮功发声，

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自己、为我

们的子孙后代发声。

中共邪党为了要保住政权，

确切地说，要保护邪党的私利，

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对他们自

己制定的法律，也可以肆意地

践踏。我相信，这也是让更多

的中国人，乃至世界的人，认

清中共邪党的本质。

感谢李大师把法轮功弘传

世界，感谢大法弟子们把真相

传遍中国大陆。我作为人权律

师，永远站在正义一边！（有

删节）

一位大陆人权律师
的感慨

2022年5月13日，4000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