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的中国新年期

间，新唐人电视台都会在

除夕晚上独家播出“新唐

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神韵晚会”。大陆人可翻

墙登录动态网首页观看。

神韵以古典艺术的方

式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她

不仅是一场演出，而且是

对共产主义之前的传统中

华文化与美德的复兴。

神韵晚会（大陆）：

1月21日除夕20:00

1月21日除夕23:00

1月22日初一08:00

1月22日初一11:00

1月22日初一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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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开庆功会 鲍彤
之女：简直不要脸透了！

“九字真言
——真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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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舞蹈，这真的令人非常享受。故

事引人入胜，犹如身临其境。”对于

神韵的音乐和舞蹈富含神性信息，

Drew表示：“（演出传递）传统与希

望的信息，非常难得……”

2023年1月15日，神韵巡回艺

术团在美国萨凡纳市约翰尼‧默瑟剧

院的第二场演出时座无虚席，荷兰属

岛国阿鲁巴的前国家公园总监和环境

政策顾问、六连冠网球冠军Roland 

Dekort观赏神韵演出后赞叹不已：

“因为有古老中国、也有些是现代中

国的故事，我认为这很能点出中国文

化整体的重点，真的引人入胜，这是

一场很了不起的演出。”

神韵艺术团近年来在西方主流社

会获得巨大成功，多个艺术团每年在

全世界100多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

备受观众敬佩与赞赏。

神韵艺术团是全球顶级中国古典

舞与传统音乐艺术团。神韵艺术团成

立于纽约，通过中国古典舞、民族民

间舞、舞剧、交响乐伴奏、乐器独奏

和美声独唱，复兴与弘扬中国五千年

正统神传文化。

神韵在2006年获《Billboard》

杂志评选为全美国七大优秀大型舞

台剧。影片《阿凡达》的艺术总监

Robert·Stromberg曾表示：“非常

美丽，史诗级的演出且具启发性；让

我对下一部阿凡达得到一些灵感。”

2023年1月15日 下 午， 律 师

Kendall Drew和太太Diana Drew

在美国达拉斯AT&T演艺中心–温

斯皮尔歌剧院观看了神韵国际艺术团

于当地的第七场演出。

他们表示，“我很喜欢这场演出，

喜欢美丽的服饰，我爱那音乐，我爱

新唐人新年期间
播出神韵晚会

预 告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大纪元

“神韵传递传统与希望的信息”“神韵传递传统与希望的信息”

法轮功创始人：中共掩盖
疫情 中国死亡人数达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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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热点

7月，中共上海公安局系统内10

亿中国公民数据和警务记录在网

上被兜售，有网友推测中国实际

人口可能只有10亿。

大城市殡葬系统瘫痪
目前，中国各大城市的殡葬系

统处于瘫痪状态。

《华盛顿邮报》1月10日引用

的美国马萨尔科技拍摄的卫星图

像显示，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北不

同位置的城市殡仪馆的活动都异

常忙碌。北京八宝山殡仪馆被曝

忙的时候一天烧1000具尸体。

上海宝兴殡仪馆一名员工去

年12月28日对大纪元说，“我们

8点钟开始发号。现在天天都是4、

5个小时排队，拿不到的，就只

能后面再来了。我们现在天天是

四五百（火化尸体），原来每天90

（具尸体）已经是封顶了。工作人

员已经是加班加点在工作了。”资

料显示，上海共有15家殡仪馆。

中国发生疫情海啸，尸体横

陈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中共

极力掩盖，疾控中心1月8日宣称

在去年12月7日至今年1月8日

期间，只有37人因疫情死亡，举

国上下没有人相信。1月14日，

中共将新冠死亡数字突发提升到6

万，和前一数据相差近2000倍，

却给不出理由，坚持说自己的数

据一直都是透明的。

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

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

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

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

会死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萨

斯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

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

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李大

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

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

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

快找真相”。

“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
事件”

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

5日在《外交家》杂志上发文说，

中国人民现在恐面临“自大跃进

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普查数

据饱受外界质疑。例如，2021年

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

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12.8

亿，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

说的14.1亿。2021年8月有报

导指日本人利用食盐的消耗量，

估计中国人口在过去十几年大幅

度下滑，现在只有8亿。2022年

2023年1月20日

大纪元

2023年1月3日，患者在北京一家医院急诊病房外等待就诊。（美联社图片）

中共掩盖真相由来已久
官方是不可能给出实际数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11

日说，没有必要纠结每个死亡个

案。是的，中共永远不会纠结死

了多少中国人。

中共草菅人命由来已久，前新

华社记者杨继绳揭露大饥荒死了

近四千万人。1961年，中共粮食

部、国家统计局将全国人口减少

了几千万的报告上报周恩来、毛

泽东，周恩来命令立即销毁。文

革死了多少人至今是谜，邓小平

1980年曾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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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50年代扬言要搞世

界核大战，还要“早打、大打、

打核战争”，说中国死3亿人没关

系。在半个世纪后的2022年的这

个疫情“核冬天”，中共怎能介意

实际死了多少中国人呢？

法轮功创始人：中共掩盖疫情法轮功创始人：中共掩盖疫情
中国死亡人数达4亿中国死亡人数达4亿



1月13日，北京市疾控中心

召开了三年防控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称“三年来中心在疫情防控、

大型活动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均取

得了出色的成绩，稳步推进首都

疾控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鲍简：简直不要脸透了
在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被新

冠病毒夺去生命之际，北京市疾

控中心为自己庆功，引发众怒。

鲍彤之女鲍简1月13日在推特发

帖说：“北京一个月死了几十万人，

市政府还敲锣打鼓开表彰大会。

北京开庆功会 鲍彤之女北京开庆功会 鲍彤之女：：简直不要脸透了！简直不要脸透了！

编辑 / 杜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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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急诊室病患。染疫人口爆增，北京市疾控中心却召开疫情工作“表彰大会”。

账号删除了表彰大会的报导。

中共数据完全没有公信力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3年以来，

中共一直掩盖疫情真相，世界卫

生组织日前公开批评中方提供的

染疫死亡数据不真实。迫于舆论

压力，中共官方1月14日将染疫

死亡人数增加至近6万人，但是

仍然没有人相信。

经济观察网1月13日刊登了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马京

晶课题组发布的中共病毒（新冠）

疫情感染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

月11日，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约

达到64%，感染人数累积约9亿。

但经济观察网随后删除了报导，

所有国内转载的信息也被屏蔽。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推文说：

“目前香港公布的感染数据每天

9000~12000人之间，每天的死

亡人数为74~64之间，死亡率为

0.7%，香港医疗条件好，特别

是老年人疫苗普及率高还免费提

供特效药。如果内地感染10亿

人，死亡率不会低于香港，也就

是700万人以上，这就不难理解

殡仪馆排队医院太平间爆满了。”

简直不要脸透了！”

鲍简说：“一个月不到身边朋

友或其亲人走了17人了，这在

我一生中都闻所未闻，莫不是又

赶上千年一遇的事？北京你怎么

向市民交代一个月之内90%人感

染病毒的魔鬼速度？从一开始的

90%无症状到现在90%有症状，

且10%重症？”

还有网友表示：“真不要脸！

在尸骨堆上庆祝‘伟大胜利’。”“看

来北京市已经完成‘应阳尽阳、

应死尽死’的目标了。”在舆论谴

责下，北京疾控中心官网和微博

日前美国众议院以365票赞

成与65票反对通过成立“美国

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

会”，将原来的“中国”改为“中共”。

首任主席、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

克·加拉格尔说，“我们必须在国

会建立联合的力量来对抗中国共

产党，在实施过程中的每一步，

我们都必须确保把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区分开，我们与中国人

民没有争执，而且他们往往是中

共侵略和镇压的主要受害者。”

对此党媒大跳脚，《环球时报》

12日在头版上登文批评美众议院

新设机构是“对华秀强硬”。著名

民运人士王军涛日前告诉自由亚

洲，共产党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

上的毒瘤，这个毒瘤一方面榨干

中国人民血汗，如果离开中国人

民给它供血、喂肉，它根本一天

也活不下去。

网友嘲讽，党媒之所以说党

和人民不能分开，是把人民当肉

盾、当人矿，“需要你的血肉做长

城。”“寄生虫当然要说和宿主不

能分开。”“把矿主与（人）矿分开，

矿主咋活？”

“中国”改“中共”
北京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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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

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

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

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

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

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

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

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书中表示，光黑龙江省在饥

荒期间就饿死了超19万人！作

者通过资料分析认为，“周恩来关

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

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

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

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

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

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书中引述1962年《粮食部计

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

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征收粮食换黄金 周恩来
销毁人口统计材料

书中还披露，“正当各地大量

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

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

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

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

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爆发了

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

 
几千万人死亡 周恩来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

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

说，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

情况，1959年春饿死的人更多，

大饥荒已全面出现。

当时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

4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

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中共

高层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

“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

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

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

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

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

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4、5月份，周恩来

在分别收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

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

吾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后，

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深 入 信

阳地区调查情况。书中披露，事

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

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

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

阳地区的饿死100多万人的惨痛

事件，因其惨烈程度而被收录至

《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书中，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

这份材料 周恩来看了之后说“立即销毁”这份材料 周恩来看了之后说“立即销毁”

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

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

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

到1970年。当时10万两黄金就

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

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

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

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

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

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

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

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

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

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

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

周恩来才放心。 

作者评价道，“卖粮食换黄金

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

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

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

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

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

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

讽刺！” 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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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饥荒中饿孚遍地。右图为当时逃难到香港，居住在避难所的中国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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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23日晚上，我们

全家一起看电视。中共电视台突

然播放出很恐怖的电视新闻：“天

安门突发自焚事件”，当我看到烧

伤人员全部被包扎的镜头时，我

顿时明白这是假的。因为我曾亲

眼见过并护理过严重烧伤的人。

1968年盛夏时节，由于大

面积的“武斗”，全国各地基本处

于瘫痪状态，一到晚上一片漆黑。

某天晚上8点多，我单位计量室

一位23岁的女工，带着两个室友

到计量室倒煤油。因为看不清,

错倒了汽油，在点燃火柴的一瞬

间引发汽油燃烧，爆发一场火灾。

三个人中，离门口近的一个在慌

乱中逃出；另外两人被救出来后，

一个中度烧伤，一个严重烧伤。

重度烧伤者当时19岁，车间

领导选派了三个与她同龄的少女

24小时轮换在医院守候，我是其

中一员。

当时医院的条件很差，所谓

的抢救也不过就是挂上吊针而已。

我们三个女孩的任务就是不间断

地、在她烧伤的地方轻轻地涂抹

紫药水。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她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床上，我们

用一块布遮住她的隐私部份。

我们三人八小时一换班，在这

期间一点不敢疏忽，她被烧最严

重的部位是整个面部、两只胳膊

和双手。我们不停地用棉签蘸紫

药水，轻轻地涂抹，以免烧伤处

流水，否则引发感染就会危及生

命。在我们认真、小心的护理下，

在那么简陋的医疗环境中，她竟

然渡过危险期、侥幸活下来了，

真是万幸！

如今她已73岁了，尽管她的

面部、双臂、双手一直疤痕累累，

但她毕竟活着，而且儿孙满堂。

以上活生生的事例帮助我在

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后没有 明慧网

千万别相信——再谈“天安门自焚”伪案

真相

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被烧得浑
身焦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却完好无损。有人做过一个试验，用
火烧雪碧瓶，5秒雪碧瓶子开始变软，
7秒收缩变形，10秒缩成一小疙瘩并
燃烧。可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
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2 塑料瓶子烧不坏？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1、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身上的火被
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头部；图
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手护头，随
即倒地，被打弯的重物从其脑部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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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焚者刘春玲被烧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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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
真相

上当受骗，而且能用亲身经历讲

清真相、破除中共谎言。

2001年1月23日晚上，中共

电视台突然播放出“天安门突发

自焚事件”，我当即告诫全家人：

这是假的，你们千万别相信，大

面积深度烧伤不宜包扎，这是基

本常识。全家人都没有反驳。

20余年来，天安门“自焚”

伪案毒害了多少人？！特别是80

后、90后、00后。那时小孙子才

上学，拿回来的课本上都有“自焚”

伪案。我说把这些骗人的内容撕

下来，孙子非常赞成，只要书上

有这些毒害人的东西就全部撕去。

20多年了，还有多少人没有清醒

过来？

重提天安门“自焚”伪案，希

望借此机会唤醒那些被儿时课本

上欺世谎言毒害的孩子们，希望

他们都能明白过来，远离中共邪

魔，平安渡劫。

2001年的除夕

天安门发生了

震惊世界的自焚事件

大量证据表明

这是江泽民指使拍摄

漏洞百出的

世纪谎言



来，摸摸自己的额头说：“我不发

烧啊。”

丈夫拿来温度计给妻子量体

温，36.5度，正常了。军嫂关节

也不疼了，头不晕，也不恶心了，

北京解封后，一位军嫂出去

遛弯儿，回家后觉的浑身关节痛、

酸酸的，头晕、恶心、咳嗽，一

量体温达到39.5度，发烧了。丈

夫准备送她去医院看看，军嫂不

敢去，怕为个“阳”，把器官走丢

了太不值了。

军嫂跟丈夫说：“我有特效药，

让我躺会儿就好了。”丈夫怀疑地

端来大杯的开水，放在妻子床头，

还特意把卧室门打开，观察着军

嫂的动静。军嫂拿出大法弟子免

费赠送的大法护身符，戴在脖子

上，然后就开始在心中诚心诚意

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念着念着就睡着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了，丈夫见

卧室没有了动静，吓得赶快过来

摇晃沉睡的妻子，以为出了意外。

妻子睁开惺忪的双眼说要上厕所，

起身就自己去了。军嫂从厕所出

军嫂的特效药 “九字真言——真灵啊！”

6 见证 2023年1月20日

明慧网

也不咳嗽了。丈夫觉的奇怪：“前

后不到一小时，你吃的什么特效

药？是不是背着我到301医院整

特供进口药了？”军嫂拿出大法护

身符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

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就不知不觉睡着了。”

丈夫高兴地说：“这也太神奇

了，原来瘟疫真的是来灭共产党

的。”军嫂说：“幸亏咱俩都退党

了，真得感谢李洪志大师派天使

告诉我们真相，还免费赠送护身

符，感恩李大师的救命之恩与恩

赐，九字真言——真灵啊！”

“真、善、忍”是宇宙特性，

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能接通宇宙中正的能量，念诵者

心念越诚，越能调动宇宙和自然

界中正的因素，因而会逢凶化吉、

遇难呈祥。希望更多的人记住九

字真言，得福报。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以净化人心和祛病健

身的显著奇效，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今法轮大法已

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躲过瘟疫的小镇

德国有个小镇上阿玛

高，世界闻名。当黑死

病席卷欧洲时，小镇上

有1/10 的居民死于黑死

病。1633 年，笃信天主

教的当地神父率领镇民立

誓，如果上帝怜惜他的子

民，帮助镇民渡过这场灾

难，他们将每十年举办一

场《耶稣受难记》的演出。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自那

以后果然再没有镇民因黑

死病而死亡。小镇十年演

一回《耶稣受难记》，一

直持续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