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7日，一篇《一

年多五次暂停，百余天静

默，我离倾家荡产只有一

米》的网络长文中写道，

郑州这座城市，从去年

7•20洪灾开始，多灾多

难。一年多来最少被五次

按下暂停键，每一次重启，

还未来得及加油，猝不及

防的静默就悄然而至。

文章直言，“那么多人

需要还房贷、车贷、信用

卡，以及拆东墙补西墙的

各种网贷，那么多的家庭

开始发愁下月的锅是不是

还有可下的米。”而郑州社

区女书记刘红英在记者会

上自曝因防疫工作“错过

了十八岁女儿的成人礼”，

民众嘲讽，党官诉苦都和

韭菜们不是一个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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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不要了，冲上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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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本人的政治面貌。

官衙酒肉臭 寒门跳高楼
中共文革式防疫三年，民众次生

灾害接连不断，但官员享有特权。贵

阳居民李小农告诉记者：“有些人不用

做核酸。不要说是上层级别官员，就

是县处级都没有听说谁感染过了。”

据国家疾控总局数据，今年9月

份全国因传染病导致死亡人数为2292

人，其中因艾滋病致死1847人，肺

结核致死347例、肝炎72例、狂犬病

8例等。未有新冠病毒死亡个案。

但连日来，兰州3岁儿童煤气中

毒因社区封控延误急救而死亡；11月

4日，呼和浩特兴光A9小区55岁女

士跳楼身亡；7日，该市怡和家园14

岁女孩、光华街城建小区一中年男子

均跳楼身亡。同日午夜00：01，呼市

玉泉区小召前街街道，十几个防疫官

员扎堆聚在某办公室，不戴口罩，搂

着女人，喝酒、谈笑。

在舆论压力下，中共已经撤销政

审表格，表示查办前街街道官员。但

清零政策依旧活力四射。

国内近期疫情持续升高，11月8

日感染突破7000，可见清零政策未

能阻滞病毒蔓延。部分地区采取的防

疫措施，却让民众怀疑官方防疫动机。

网民“卖杏花”在公众号发文《全民

政审？郑州一小区出门须填写政治面

貌》说，郑州南三环外一小区，居民

出门须识别二维码，之后弹出一份跟

警方讯问笔录差不多的表格。文章说：

“每个业主都沦为了犯罪嫌疑人，你要

去哪里，干什么，回不回来，你是做

啥的，是不是党员，都必须逐次汇报。

这是出小区还是出狱，甚至入狱？”

出门须填写政审表格被指违法
上述信息引发恶评如潮。郑州居

民贾灵敏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社区保安是服务机构，没有获取个人

信息的权力，这份表格明显违反了中

国现有法律。

该表格还要填写户籍人口、职业，

有自住房，还是租房。网民留言，他

所在的社区有7个园区都如法炮制，

反映政府执政水平低下。另一网民说

他们小区前两天做核酸登记，也要填

女老板挣扎求生：
离倾家荡产1米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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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疫情再创高位
郑州居民出社区须政审

清零政策进退两难
体制内“集体倒戈”

聚 

焦

郑州市十八里街道的小区要求居民填写出门登记表，其中包括表明政治身分（红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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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点

出了大多数城市的实际基层管理能

力，乌鲁木齐、郑州等城市的情况

显示，即使采取了十分严厉且长时

间的封城，病毒仍在很多社区里继

续传播。”“各地的实际情况是，民

众对于全域静态管理的配合意愿越

来越低，无论从民意的支持度看，

还是从财力情况看，那样的做法都

很难持续。”

大五毛：官方造谣
要杀要剐随便

中共的“吹鼓手”、大五毛、

四川省前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周小平

5日也在微博发文，质疑中共严苛

的动态清零政策，称“现在可以来

封我了，抓也行，要杀要剐随便吧”。

周小平说：“现在最直观的情况

就是，你去了一趟疫疾最重的美国

只需隔离7天就能回家；你去一趟

疫疾相对轻的边疆，封控70天都

未必能回家。这是在防疫还是在划

水？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还表示，“就算我们要一直

抗疫到底，那也不能因此随便造谣

说国外尸横遍野、医疗崩溃、后遗

症爆棚，因为那都不是事实。”这

近日，中共红二代、党媒

记者、大五毛等多人公开批评

中共的防疫政策。专家表示，

中共体制内人士“集体倒戈”，

表明党内存在分歧，中共的清

零防疫政策进退两难。

“红二代”遭“弹窗”
知名“红二代”陶斯亮11

月5日在微信公众号“天道和

圣”发文，批评北京防疫过度，

她与丈夫从无风险区的湖州参

加活动后，自己被“弹窗”了，

回不了有20个高风险区的北京。

陶斯亮在文中说，“‘弹窗’，

你真奇妙！你像能施展魔法一样，

让无数人，无论在何时何地，瞬间

动弹不得，而又无需给出理由。”

81岁的陶斯亮是中共前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之女，

她本人是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

斯亮的“弹窗”一文在微博引发热

议，但很快被封杀。

胡锡进：不可能清零
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

锡进5日在微博回应说，“我不知

道陶女士的这种情况有多大普遍

性，但网上对进返京人员被弹窗的

抱怨确有不少，我周围也有熟人或

他们的至亲进返京遇阻的情况。”

他称，北京应在制定和遵守人

员流动的规则方面做得更加规范，

“现在形成了一种在进返京问题上

很不确定的印象，这不利北京的经

济社会发展，也不利它的形象”。

7日，胡锡进又发微博称，连

北京都很难做到新增病例清零的

话，其他城市更不可能清零了。“要

彻底清除过于活跃的病毒，这超

清零政策进退两难 体制内“集体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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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博文引发热议后也被删除。

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告诉

媒体，从目前的舆论风向可以

看出，对动态清零政策不满的

受众已经扩大至体制内。

时政评论人士横河表示，陶

斯亮这类体制内人士发声释放

一个信号，即中共内部在是否

与病毒共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精英阶层应该已经达成共

识了，就是再这样封锁下去是

没有好处的，无论是政治上还

是经济上，可能代价都太大。

所以说，会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的

矛盾信息。”横河说，动态清零是

习近平的政策，不可能很快转弯，

改变这个政策。

他表示，“即使在具体措施上

有所放松，但在动态清零这个大方

针上还会抓得很紧。”

新唐人

继“红二代”陶斯亮被“弹窗”

后，北京官媒人民日报、中国日

报等数十名记者去上海参加“进

博会”，返回北京时全部被弹窗，

只好向中宣部发出求助。

大陆前媒体人龙先生对新唐

人说：“弹窗不弹窗，做不做核酸，

已经不是医疗卫生方面的这个标

准了，我看就是权力部门一个标

准，想跟你弹窗就弹窗，他说你

是阳性就是阳性。大报的记者去，

因为没有协调好，给你弹窗了。

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求助总部，

总部如何协调，都是特权吧，所

有的一切都是特权。”

新唐人

官媒记者被弹窗
向中宣部求助

因被北京健康宝“弹窗”无法返京，中共“红
二代”、陶铸之女陶斯亮发文批评过度防疫。



为了离开大陆费尽了千辛万苦。

高光俊讲诉了中国富人的一些

逃亡经历。他认识的一名江苏富商，

好不容易弄到一张从上海飞往美国

的机票，但上了飞机以后，突然被

通知航班取消了，不过他们可以乘

坐另一架飞机去美国，但托运的行

李无法带走。这名富商事后告诉高

光俊，令他吃惊的是，飞机上所有

的人，绝大部分是上海人，是花高

价拿到这个机票的，每个人都是背

着一个包就直接冲到另外一个飞机

上去了，行李全都不要了。

江西九江100多名企业家被抓
高光俊还提到，在二十大召开

中共二十大引发富豪及精英逃

离潮，中国民营企业家处境危险。

经济学家：二十大向中国富商
传递信号

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共同

富裕”，并首次提出“规范财富积

累制度”，党媒则宣称先富、暴富

群体存在财富积累手段不规范现

象。对此，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

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二十大向

中国私营企业家传递一个信号：“你

被盯上了，最好小心点儿。”

二十大后，中共重建供销社、

食堂，公私合营也死灰复燃，所有

信号都显示计划经济回潮，让中国

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外商心生恐惧。

时事评论员横河表示：“这个就

是全面走社会主义经济的节奏了，

不仅是经济，也包括全社会的管控，

什么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经济，

它是全方位地走回毛泽东的路。”

上海富商丢掉行李 冲上飞机
出逃

前中国公安大学讲师，现居美

国的执业律师高光俊对《精英论坛》

表示，现在很多中国富商在逃离，

二十大信号 富商“行李不要了，冲上飞机”

大纪元

前，中共已经开始对富商下手。今

年5月初，江西省公安厅发消息称，

摧毁了九江“严老咪”黑社会犯罪

集团，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名。

“严老咪”本名严茂华，是茂

华实业（澳门）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曾担任珠海市慈善总会名誉会

长。他幼时家境清寒，被迫辍学，

从建筑工人干起，后来成立房地产

公司，汶川地震后，他捐款100万

元，是珠海向灾区捐款第一人。

高光俊说，江西被抓的一些富

人跟黑社会根本不沾边，有的几十

年没有回到九江，也被算作黑社会。

“中共他就是用这种名义再一次打

土豪，就是明着跟你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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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入股快手和抖音
特殊管理股针对谁？

国内短视频平台巨头快手和

字节跳动相继出现股权变更，中

共国资持有1%股份入股这两大

平台。1%股被称作“特殊管理

股”，使政府在意识形态及政治

导向性上具有“一票否决权”。

2017年1月，中共要求在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

等领域开展“特殊管理股”试点。

5月，中共网信办发布规定称，符

合条件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

者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

湖南媒体人肖建生此前对媒体

表示，中共此举主要是加强对互联

网的控制，它以前只是发文件，打

招呼，这一次它入股，有监督权、

表决权等等。

澳洲华裔、电脑专业博士张

小刚表示，它总会有漏洞。没有

一个社会，当权者能够真正掌控

一切，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政府

要有更多的资源消耗进去，也会

激发老百姓的聪明才智来规避

监控。

新唐人

大纪元



蔡和森的夫人向警予，曾任中

共中委,被称为早期最能干的女活

动家。在上海，她的一家和单身的

彭述之住在一座房子里。向警予在

公众场合很有威严，一回到家，同

时和两个中共要人鬼混，这事又闹

到中央，陈独秀问向警予，你到底

爱蔡还是爱彭，向警予说：“我不知

道。”后来，蔡和森和向警予同时去

了莫斯科。蔡和森和当时李立三的

夫人李一纯结了婚，向警予和一个

蒙古人结了婚。当时有一个说法是，

李立三为了安慰蔡和森，和政治上

争取蔡和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送

给蔡的。蔡和森和彭述之为了争夺

向警予，这两个人在中共五大中斗

争激烈，后来成了终生的政治敌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原是中共创

党人之一沈定一的儿媳，杨之华很

漂亮，后来与沈定一的儿子离婚，

与瞿秋白结婚。婚后瞿被派去苏区，

中央坚持要杨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当时党认为杨之华既然长得漂亮，

可以利用她的女色为党做出很多奉

如今的中共，早已堕落成了私

生活极度糜烂的腐化党。其实，早

期的中共私生活就很混乱。只要不

反党，男女间偷鸡摸狗争风吃醋，

党是不干涉的。

司马璐揭秘说，“早期中共党人，

绝大多数是男性，女同志是极少的，

所以每一个单位都有争夺‘女同志’

的斗争。在那个时代，也有的女性

为了表现自己的解放，女同志成了

三角四角恋爱的主角。据早期留俄

的老同志说，当年莫斯科的女同志，

如果不拥有几个亲密的‘男同志’，

就可能被人讥为落后封建，早年中

共领导人中的男女纠纷常常闹到党

中央，党中央无法讨论，就由陈独

秀裁决，陈独秀也因此被称为‘大

家长’。”

不仅如此，“在中共党人的斗争

中，其中有真正坚持自己政治立场

的，这种斗争还是比较理性的，有

一定原则的。但是中共的党内斗争，

不少是因情爱之争，而演变为政治

斗争的，把情敌化为政敌，成为终

生的政治敌人，斗得你死我活。相

反的，也有利用‘女同志’结成政

治联盟的。”

中共发起人之一施存统的夫人

王一之，当年被称为“中共之花”。

施存统请共产国际的张太雷到他家

吃饭，张太雷诱奸了王一之，不久

公开同居，施存统气得与共产党断

绝关系，同时双目失明，这是中共

初期闹得很大的事，当时因为张太

雷属于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共产

国际说，只要张太雷的工作表现好，

中共无权干涉他的私生活。

司马璐揭秘中共：“共产党玩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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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杨之华当时的任务是和男同志

假扮夫妻，她在假扮夫妻时为了拒

绝“上床”，得罪过不少高级领导人。

杨之华的公公沈定一后来退党，原

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共产党玩女

同志，简直是赤白党。”赤白党是上

海话骂人无赖的意思。

司马璐说：“中共名女人之间，

有些谁是谁的妻子，爱人，情人，

有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而且多数

中共领导人是没有结婚形式的。”毛

泽东就是个典型例子。

毛泽东初上井冈山，当时江西

永新的青年团书记贺子珍去向他汇

报工作，毛说：“贺子珍同志呀，你

们的成绩很好，我听了非常有兴趣，

你继续谈下去吧！”毛泽东就这么

把贺子珍留在身边谈了一夜。第二

天，袁文才对毛说：“这可是山上的

大喜事呀！”于是，毛泽东命人备

了酒菜，众人闹了一阵。而当时，

杨开慧还活着。

到了延安后，毛泽东在周恩来

的引导下，与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跳舞，跳了几步，两个人的脸贴在

一起了。山沟里出身的贺子珍怒火

燃烧，打了史沫特莱一个耳光：“你

这个洋婊子，到中国勾引男人来了，

老娘撕了你。”毛泽东把贺子珍推开，

高喊：“把她拖出去，她再撒野，就

毙了她。”毛火了，发誓永远不见贺

子珍。

贺整天大哭大闹，党中央开会

讨论，这事怎么办呢？于是决定把

贺子珍送到苏联学习，贺死活不依，

邓颖超好歹劝说，最后，贺随邓去

了西安再去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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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ui.tuidang.org，声明“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整理 /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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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贺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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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作为中国气功
科研会直属功派的始末 

法轮功于1992年在国内公开

传出，曾经得到中国气功科研会各

级领导的积极支持与高度赞扬。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在

长春开办全国第一期、第二期学习

班后，中国气功科研会对法轮功进

行鉴定，给予了法轮功充分的肯定。 

从1992年6月25日开始，李

洪志先生在北京连续开办了多期学

习班。这些学习班都是由中国气功

科研会主办，每次办班均有领导出

席讲话，办班后有领导总结、肯定，

并批准为优秀功法向国内外推广。 

1993年，中国气功科研会正

式批准法轮功为其直属功派，并成

立“法轮功研究分会”（简称“法

轮功研究会”），还授予李洪志先生

为直属气功师。 

1994年12月，李洪志先生结

束了在国内的两年半的办班。

1996年3月，法轮功研究会

负责人向中国气功科研会提出正式

报告，申请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

听取这次汇报的中国气功科研会的

有关法轮功是否有组织的真相

明慧网

领导有副理事长张健先生等。科研

会领导们一再挽留并极力赞扬了法

轮功。法轮功研究会负责人解释说，

李洪志老师已专心佛法研究，早已

停止气功办班活动，坚持了退出中

国气功科研会的申请。最后，申

请得到了中国气功科研会的正式确

认，完成了退会手续。从退会的那

天起，“法轮功研究会”就不存在了。 

法轮功放弃在中国建立
全国性修炼组织

中共在1999年7月定法轮功

为非法组织，这是没有道理的。 

在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之后，

法轮功学员向气功科研会领导请示

过关于广大的法轮功爱好者如何组

织一个群众性的炼功团体的手续问

题。当时得到的回答是，先找一个

部级单位作为法轮功群众组织的业

务指导部门，到民政部申请为一个

社团，再以集体会员的名义挂靠中

国气功科研会。 

所以在1996年4月，法轮功

学员先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

事务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共

中央统战部写报告，要求挂靠并申

请成立非宗教的法轮功学术团体，

但均未得到批准。此后，法轮功学

员没有再提出成立社团的申请。所

以，法轮功修炼者的群体就一直没

有建立组织。 

在中共发动迫害前，各地法轮

功学员有自发的炼功点，新参加的

学员大多是自己看录像带，学员之

间互相学习炼功。也有人在书店买

了书，自己学，跟其他人没有联系。

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实际

上很明显，就是中共高层个别人看

到学炼法轮功有那么多人，甚至超

过当时的共产党员人数，妒嫉得不

行，非要打击法轮功。

1998年，北京一个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集体晨炼场景。（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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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警察：尽我所能
保护法轮功学员

北京某公安局的王姓警察接到

海外退党义工李女士的劝三退电

话，他回复说，“我是党员，我的

真名是某某。我用真名退。” 

李女士说：“太好了，你这就平

安了。”王警察说：“谢谢您！”

“你不用谢我，这是你的福份。”

李女士说，“你身边就一个人吗？”

“还有一个，他还没入党，但

是个入党积极分子。”王警察说。

“那就让他用‘福瑞’的名

字退团、队，好吗？”李女士说。

王警察询问了那人后回答：

“他说好。”李女士表扬王警察：

“你真善良，如果上级再叫你迫

害法轮功的时候，你要提前告诉

他们（法轮功学员）注意安全。”

他说：“我到时候会给他们

通风报信的，救人一命胜造七

级浮屠，是吧？我会尽我所能

保护法轮功学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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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之情，伊莲难以言表，“感觉棒

极了！”

“我觉得很兴奋，很充实！”伊

莲初炼法轮大法时就感受到强大的

能量场，“我之前练了11年的太极，

我每次必须练一个小时之后，才能

感受到一丝能量。而法轮大法只炼

了5分钟，就可以感受到强大的能

量贯通全身。”“我意识到以前练其

他气功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当我炼

法轮大法的功法时，我得到的更多，

甚至有时候我并没有炼很多，依然

伊莲，现年90岁，是前澳大利

亚芭蕾舞女演员，现居墨尔本。伊

莲八岁开始学习芭蕾舞，师从欧洲

著名芭蕾舞导师Boden Wieser，

16岁正式加入悉尼Bodenweiser

芭蕾舞团，多次到世界各地参加巡

演。24岁来到墨尔本后，伊莲在

多个学校从事舞蹈教育23年。

太极、瑜伽等古老的东方养生

方法，对西方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吸

引力。患有严重脊椎病的伊莲从

1987年开始，一直跟随墨尔本华

人太极教练格蕾丝女士习练太极，

以期强身健体，恢复健康。

1998年7月的一天，刚刚从

纽约回来的格蕾丝对班上的学员说

道，“从现在开始，我不教太极了。

我找到了一种更高境界的功法，从

下周开始我要教大家新的功法──

法轮大法。”伊莲就这样跟着格蕾

丝开始学习法轮大法。

修炼法轮大法仅一个月左右，

伊莲近乎90度弯曲的脊椎不知不

觉中竟然直了！真的直了！这种喜

修炼法轮功 前芭蕾舞演员90度脊椎直了

会从炼功中得到很多能量。所以我

能感受到法轮大法很好。”

从1998年走入修炼开始，伊

莲每个星期日都会到市中心的

Flagstaff公园参加墨尔本法轮大

法学员集体炼功。那里是墨尔本的

第一个炼功点。后来她又开始担

任墨尔本华人密集区博士山（Box 

Hill）炼功点协调人，每个周六义

务向民众洪法、免费教功，十几年

如一日，直到今天，风雨无阻。

明慧网

上网预约
免费学功

请翻墙访问 https://chinese.
learnfalungong.com

目前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日文、瑞典文等20种语言教功。

联系邮箱：
contact_ch@LearnFalunGong.
com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干净世界www.ganjingworld.com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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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远就问好的
国保警察

伊莲（Elaine Vallance Featherstone）参加了自己编排的扇子舞表演，左三为伊莲。

我地有一个国保警察，为人讲

良心，虽在国保工作，见面时总是

老远就和我问好打招呼，私下里总

是说你们炼法轮功都是善良的，都

是好人。办案时，他从没打骂过大

法学员，在抄家搜查时，见到大法

资料，在别人不注意时就给挡起来。

前年一次见面，他又老远地和

我问好。他红光满面，说退休好几

年了，原住的平房卖了，现在住在

城中心的新楼了，孩子考的是国家

重点大学，已毕业考上公务员，在

外地工作。我高兴地说，你是善待

大法得福报了！

还有一位公安局政保科长，在

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前，

他跟我说他也信佛，打开书柜让我

看他供着的菩萨像。江泽民迫害法

轮功后，他辞掉了政保科长工作。

他跟我说，他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

你们法轮功是真修佛的，你们法轮

功修得高，以后要注意安全。

这位曾经的政保科长现退休好

几年了，身体健康，几个孩子工作

很好，全家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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