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0日上午，“上

游新闻”的记者从中国执

行讯息公开网上看到，失

信被执行人多达800万

人。这个消息引起舆论关

注后被迅速撤下。

早在去年9月，就有

消息指2022年全中国的

失信被执行人数已高达

1500万人。而前5年间，

这个数据仅仅有5万人。

有人进一步研究发

现，那1500万名被执行

失信名单中的人，绝大多

数都是欠了网贷，其中

80后和90后占据80%。

舆论认为，导致中国负

债人数猛增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长时间封城、封户

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失业人数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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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拥有80台火化炉。如果按照每

台火化炉每天火化33具遗体计算，

上海每天至少火化2640具遗体。

由于各殡仪馆还积压了大量未火

化遗体，可以推测，上海目前每天死

亡人数实际上远远超过2640人。

根据中共民政部的数据，2015

年上海火化了127798具遗体，平均

每天火化约350具遗体。即在正常年

份，上海平均每天死亡350人。

这意味着，现在上海每日死亡人

数至少是正常年份的7.5倍。可以推

测，比正常年份多出的死亡数字与目

前爆发的中共病毒疫情海啸有关。因

此，中共病毒相关死亡人数占总死

亡人数的86.7%。那么，上海目前

每日中共病毒相关死亡人数至少为

2289人（2640×86.7%）。

而中共发布的全国因感染中共病

毒死亡数字，仅为上海一个城市死亡

人数的五分之一，明显数据造假。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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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月4

日声称，过去一周，中国医院内因染

疫死亡的人数为3278人。但是大纪

元记者调查，仅上海一个城市，目前

每天火化的就至少2640具遗体。

上海最大殡仪馆益善殡仪馆的

工作人员2月4日称，从送达遗体到

取骨灰，需要等待一个月到三个月，

“里面人说的是三个月之内能领到骨

灰。”“最起码也得一个月左右吧。”

上海宝山殡仪馆工作人员在2月

4日告诉大纪元，火化已排到2月9日，

也就是需要等待5天。

此前的1月18日，宝山区殡仪馆

一工作人员说，最近每天火化数量在

“280到300多左右”。火化炉一天

24小时运转。值得注意的是，当时

等待火化时间比现在还短，只需两天。

宝山殡仪馆有9台焚尸炉，如果

按照每天火化300具遗体计算，宝山

殡仪馆目前每台火化炉每天火化33

具遗体，从“一天24小时连续运转”

推测，这已经达到火化炉的最大能力。

可以推测，上海市各殡仪馆都在

全力运转。上海一共有15家殡仪馆，

“老赖”逾800万
官媒撤相关消息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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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取骨灰要等三个月上海取骨灰要等三个月
揭中共死亡数字造假揭中共死亡数字造假

西方读者竞相传播
《为什么会有人类》

聚 

焦

新唐人

2023年1月4日，上海一殡仪馆内，许多民众排队等待办理亲人殡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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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

什么会有人类》一文，让我对我

们的造物主、宇宙有了很多了解。”

有的读者则发现了这篇文章

和其他宗教的不同。

读者艾立克 •绍格表示，这篇

文章和所有宗教都不同，而且法

轮功非常平和，不宣传暴力。 “归

根结底，这篇文章为过上美好生

活和善待他人提供了非常坚实的

理由。这是最好的方法，就像犹

太教、基督教信仰的十诫一样。

如果人们虔诚地追随，我们就不

需要警察，也几乎不需要诉讼和

法庭了。”

“这篇文章将在地球上流行”
一位名叫肯 •斯派瑞的读者写

了很长的反馈信，说他要成为大

纪元报纸的“终身支持者和订阅

者”，并要把这篇文章读给家人听。

“我读了这篇文章。他所宣

扬的主题与我自己的信仰非常接

近。”斯派瑞说，“我可以非常强

烈地感受到他的信息。我打算把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

《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以来，英

文大纪元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一

位名叫肯尼斯 •戴维斯的英文读者

把文章打印出来送给朋友，并转

发了将近100个电子邮件。下面

是部分读者的呼声。

“应该送给美国每一个教堂”
“中国人相信神创造了宇宙，

并与美国基督徒有一些相同的信

仰，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名叫佳里 •斯科特的读者写道，“这

篇文章读起来非常耐人寻味，应

该送给美国的每一个教堂。我们

为他和他的同胞们祈祷。跟随创

世主，上帝与你同在。”

“我相信李洪志先生说的是真

的，你必须相信神、信赖神、爱神，

在生活中做好事，力所能及地帮

助人。表达你对全人类的爱，无

论他们是黑人、白人、黄种人还

是其他人。”东尼 •波利夫卡写道，

“感谢李洪志先生分享了您的《为

这篇文章读给我的家人听，让他

们了解法轮功运动。整个世界都

需要这个信息，我认为它将在地

球上流行和传播。”

读者萨利 •葛若申斯写道：“所

有美国人都需要看到、听到这篇

文章。”

希望全世界都来思考这篇精彩
的文章

读者斯蒂文 •赛克森也发来了

一篇长长的来信。他写道，“我很

高兴读到这样一位伟大的精神大

师李洪志先生的文章。在我看来，

我们现代社会最缺乏的是精神指

导，特别是在几十年来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影响下的激进混乱

时期，它破坏了我们的宗教基础，

我不相信我们长期以来的宗教框

架能够帮助我们与真正的自我重

新结合。”

读者卡尔顿 •斯汀认为，上帝

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人应该全

面接受宗教的概念。

“法轮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方

式来回答我认为是人类追求的最

大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

哪里？宇宙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大纪元订户阿列克斯 •瑞恩表

示，他希望“这一运动（法轮功）

有可能统一东西方的精神传统，

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人类可以

通过提升到更高层次来避免自我

毁灭。”

还有很多人要求大纪元继续

增加对于法轮功教义的介绍；更

有人已经开始阅读《转法轮》。

一名读者写道：“我们何其有

幸，生活在李洪志先生揭开宇宙

万物之谜的时代！”

西方读者竞相传播《为什么会有人类》西方读者竞相传播《为什么会有人类》

“我要特别感谢你们分享这篇文章。它非常有启
发性，并证实了我多年来一直持有但从未被教导过
的几个信念。”

“我唯一的希望是你们发表的这篇文章能带领更
多的人走向真理。”

——美国企业家 Peter Larson

欢迎翻墙访问明慧网、大纪元、干净世界，阅读或收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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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前一定要火化，庞勋的妈妈

拒绝，最终监狱同意尸检，但必

须由监狱和检测机构对接。”

知情人告诉大纪元记者：“庞

勋的遗体就如视频，全身是伤，

刚开始只让他们看脸，后来他们

把整个人拉出来看，才看到一身

的伤。见到遗体的是他的爸爸妈

妈，还有姨妈。”

“他（庞勋）是我见过最善良

可爱的人，对朋友讲义气，很孩

子气。”“他非常纯，阳光开朗。”

公开资料显示，庞勋毕业于中

国传媒大学播音系，任省级媒体

主持人、记者，曾任腾讯视频Q

主播，并担任长沙中艺主讲教师。

推特用户“豆瓣鹅组日报”说

监狱给出的致死理由是甲亢，但

熟悉庞勋的朋友都知道，庞勋身

体健康，没有任何可致死的疾病。

2月11日，推特用户“豆瓣鹅

组日报”贴出一组视频和图片，披

露他的朋友庞勋在2020年6～ 7

月间失联，后来得知被判刑5年，

去年12月在中共的监狱里被活活

打死。

中共监狱将人活活打死
草菅人命

庞勋是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

主持人，法轮功学员，他在四川

乐山监狱遭迫害致死，年仅30岁。

知情人披露，庞勋在2020年

7月27日被中共非法抓捕，死亡

时间是2022年12月2日。

庞勋的父母居住在湖南，12

月3日他们从湖南赶到四川，他

们从北京请的法医没能陪同他们

见到尸体，监狱阻止法医进入。

“而且监狱通知他们12月13 大纪元

庞勋的死讯引发网民愤慨
网民@dbezuqun表示：“太

可恶了！我实在无法理解这样的

现实，请问法医最后的说明是怎

样的？最后能否抓到施暴者。”

砼@cement2010说：“看脚，

死因很可能是脑部重创。”

Robert@tomhinging：“ 我

的天哪，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好肉，

伤痕累累！”

Civeng@_Civeng_说：“太

惨了，谁敢肯定这种悲剧不会发

生在你我身上，细思极恐。”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刘宁平表

示，他很痛心，“这么才华横溢的

年轻人，被以这么残酷的方式虐

待致死，而且发生在（去年）12

月份，是在江泽民死了以后，说

明中共现在的政权还延续这个迫

害政策，有增无减。”

9090后主持人被警察活活打死 遗体伤痕累累后主持人被警察活活打死 遗体伤痕累累

左：四川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庞勋生前十分阳光开朗；  右：庞勋在乐山监狱被迫害致死，视频显示，遗体伤痕累累。



日前，中共公布胡鑫宇事件

的“调查情况”，认定胡鑫宇是自

缢死亡。此结论引发海内外民众

更广泛的置疑。综合各方面提出

的疑问，至少有以下六点：

两根鞋带能承受他纵身
一跃的冲击力吗？

胡鑫宇身高1.73米，体重约

65公斤。飞天大学教授章天亮根

据数学公式和能量守恒定律，通

过计算分析得出结论，如果他是

从高处纵身一跳勒死自己，其拉

力应是体重的30倍，鞋带的平均

受力是1.5吨，这个鞋带根本承

受不了这样的冲击力。

胡鑫宇纵身一跃上吊竟然
没惊动粮库院内的四只狗

胡鑫宇上吊的地方距粮库大

门仅100米。粮库内养了四只看

门狗。当1.73米的胡鑫宇纵身一

跃时，肯定会发出响声，四只狗

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可能吗？

另外，胡鑫宇在树上挂了100

多天，其尸体早就发出腐臭味了。

为何很多人不相信胡鑫宇“自杀”？为何很多人不相信胡鑫宇“自杀”？

4 透视 2023年2月17日

去的。一位网友谈到：“死掉了，

他是没法正面穿上（衣服）的，

因为你如果要正面穿上，就可能

把他的胳膊掰断了，所以只能是

给他反穿上衣服。”

为什么DNA检验结果
出来得那么快？

警 方1月29日 对 死 者 进 行

DNA检验，当天上午11点多就

对外出了通报。大陆知名评论人

士宋祖德学过医，也学过法律，

他说，100多天的尸体是不可能

用血液、指纹之类做DNA检验的，

只能与其父母的骨头或牙齿做对

比检测，这样的鉴定报告，至少

要一个星期。而且司法用的鉴定

采样必须全程录音录像，并有两

名公证人到场。这样短短几小时，

就出鉴定报告，令人质疑鉴定的

程序、结果的合法性。

胡鑫宇之死是否与
活摘器官有关？

其实我们从中国大陆媒体上，

就可以找到很多相关报导来证实

活摘器官的确存在。

武汉市有30多家医院可提供

器官移植手术，这个城市已经有

600多名大学生失踪，而且失踪

的全部都是家庭无背景的外地学

生，报警后警方都不予立案。据

说武汉市“有着世界第二大贩卖

人体器官利益链，其幕后有中共

官方背景，涉及多名高官及其家

族”，作案“不留任何线索”。

中国人讲：要想人不知，除非

己莫为。干坏事的人，总会留下

蛛丝马迹。从细节入手，中共的

谎言都将大白于天下。

狗的嗅觉很灵敏。四只狗竟然长

时间没有闻到腐臭味。这可能吗？

胡鑫宇的皮肤为什么
106天没有腐烂？

警方通报，“他的大部分皮肤

皮革样化”。通常只有在干燥和通

风的环境下，皮肤才可能皮革化。

有网友考察了当地106天的

天气变化：10月下旬下了一天的

雨，日平均最高气温超过25°C。

11月下了半个月雨，日平均气温

最高20°C。12月气温开始下降，

几乎天天下雨。在这种极端潮湿

闷热的环境下，按常识，尸体肯

定会迅速腐化。

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说：“按

照正常一个尸体来讲，其实两周

左右，这个尸体就基本上白骨化

了，不可能还有皮肤啊，还有内

脏组织很完整地呈现在你面前。”

尸体上的衣服反穿？
胡鑫宇为什么要将穿得好好

的校服反过来穿？有人怀疑，他

的衣服是有人在他死后给他穿上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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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我回娘家拜年，遇

到一位亲戚，他曾做了三退（退

团退队），几年后又入了党，我问

他为什么入党，他说，那是他父

亲希望他入党后回家当个村官。

但他觉得村官不好当，不贪不

占，养不了家；不择手段贪腐，怕

日后被清算。于是他还在外打拼。

我和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重

要，他听后又退了党。他很疑惑地

说：“我这些年很努力，可是自从

我入党后，所做的每件事情，开

始时很顺利，最后，不知什么原因，

就是不能如愿，我怀疑是不是入

党的原因造成的？”

他说：“记得我三退（退团退队）

后，生意做得很顺，也赚了钱。于

是想开个分店。正在这时，父亲给

我入了党。当时我把钱都投进去，

还借了几十万，找了个位置不错

的门面，用心装修。刚开业一个

月，说要修地铁了，我新装

修的店面前面的路至少要封

堵三四年，眼睁睁地看着所

有的心血全打水漂了，还倒

欠亲友几十万元，我的心顿

时凉了！”

“我没有钱再做生意，

只能打工。我去房地产做销

售，没想到恒大出事了，我

的几十万佣金至今拿不回

来。我曾承诺给妻儿过上好

生活，至今却让他们跟着我

受苦，我还欠着亲人的血汗

钱，心里很愧疚！”

他说：“我昨天听你讲

要我退党，我就很疑惑，我

这么不顺是不是入了党造成

的？”他还说：“还有我哥哥

也是这种情况，我哥哥从部

队转业回来，他很聪明，无论做什

么都赚钱，年纪轻轻就是千万富

翁。可是后来入了党，进了派出所，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所有

的钱全部败光，家庭也支离破碎！

经历了这么多，我就在想，是

不是入了党，就象招了鬼一样，诸

事不顺，霉运不断！”

听了他的倾诉，我为他难过，

也为他庆幸，他亲身体验了入党后

的种种不幸。我告诉他，共产党

就是魔鬼，天灭中共是天意，你

必须彻底地从心里抛弃它，才会

有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

我要他也告诉他的哥哥，赶快

三退。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就是

针对中共来的，赶快逃离中共这

艘贼船！否则危险至极！

他明白了，不幸的根源找到了，

他心情大好！我也祝福他时来运

转，前程光明！ 明慧网

三退生意兴隆　入党诸事不顺

“三退”保平安

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或翻墙登录退党网站：santui.
tuidang.org，声明“三退”。

天安门
“自焚”真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
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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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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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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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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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真 

相



到处找鞭炮要庆祝。江贼死后的

头七，学校要为其默哀，李正不

让他女儿去学校，做无声的抗议。

在这轮瘟疫肆虐期间，李正天

天开店，全家人都平安无事。

企业家有德叔平安无事
企业家有德叔（化名）为人非

常传统、正直，在当地生意圈与

艺术圈里都有很好的口碑。有德

叔年轻时在国营单位上班，一次

政治运动中，单位领导要求他参

与迫害单位的一位学术权威，以

此考验他，从而提拔他。他却说：

这位学术权威是我的老师，教给

我许多技术，我怎么能为了自己

的前途去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呢？

他断然拒绝参与迫害。

有德叔知道我母亲被中共邪

党迫害的消息后，多次到我店里

来，关心我与母亲。

有德叔在邪恶迫害氛围中选

择站在正义一方，所以他在瘟疫

2022年冬至前后，我们这个

南方小城疫情很严重，大街小巷

几乎看不到人。当医生的朋友说

至少有80%的人染疫，中国大陆

真是“全国大地一片阳”。

然而，我周围有许多亲戚朋友

却成功避开了这次大规模的感染。

批发商一家三口平安无事
我的朋友李正（化名）是一位

校鞋批发商，他一家人都明白大

法的真相，并做了三退。他对中

共的邪恶非常了解。

前年，我母亲因为发放法轮功

真相资料被中共警察绑架。李正

知道后非常愤慨，说我母亲敢于

揭露中共的邪恶是一种了不起的

英雄行为。我母亲被非法庭审前，

李正帮我开车接送律师。开庭当

天，李正又帮我接送亲戚出席旁

听。开庭时，李正坚持在庭外的

椅子上坐着，为我们壮胆助威。

江泽民死了，李正非常高兴，

明真相　亲戚朋友安然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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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肆虐的时候也是平安无事。

表哥支持大法全家得福报
我表哥亲眼见证了我母亲因

修炼大法获新生的神迹，也因常

与警察打交道而知道中共邪党的

腐败。在我被中共迫害与骚扰期

间，表哥多次利用他的人际关系

帮我化解了迫害。在我母亲被邪

党人员绑架迫害过程中，表哥更

是不遗余力地参与营救我母亲。

当我母亲被非法庭审时，他到场

旁听了律师做的无罪辩护，并在

亲戚与他的警察朋友中传播他所

了解到的大法真相。

隔年，表哥的儿媳妇就生了一

男孩。在农村，家有男孩才被视

为能传宗接代，是一种福份。他

的儿媳妇已生了两女孩。在本次

瘟疫大肆虐的时候，表哥全家人

都平安无事，孙子有一点类似症

状，很快就消失了。

正如文中所举例子，只有了解

大法真相，远离中共邪党，敬天

敬神，才可以避开瘟疫，得到上

天的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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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

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

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

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舒缓

优美的功法。

法轮大法以净化人心和祛病健身

的显著奇效，很快家喻户晓，传

遍了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今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受到各族裔人民的爱

戴和尊敬。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一书，是迄今为止翻译

成外国文种最多的中文书籍。

“我就认同真、善、忍” 将300元钱递到了老板手里，老

板说，我当时被他的举动震撼了！

他的全身已淋湿了，这年头偷、抢、

骗还来不及呢，他竟然把到手的

钱又给我送回来了。我激动地哽

咽着说：你真是好人，世界上最

好的人！他笑着说：我是炼法轮

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

做好人，我若不及时还回来，过

后你知道了，你不得上火吗？

听了他的一席话，世上竟有这

样的好人哪。从此我也告诉其他

客户：“这个社会我啥都不信，我

就认同真善忍！”这位老板生意到

现在也很红火。

一位超市的老板告诉了我一

件事。他说8年前的秋天，他的

客户A来门市进货，那天来了许

多人，他忙得头昏眼花，给A结

完账，A就把货物装上车走了。

A回家后边卸货边点货，发现

多给了一箱棉鞋，价值300块钱。

A给他打电话说鞋钱不对，还没

等他说完，老板就急忙辩解说不

会算错，应该是对的，把电话挂了。

过了一会，A冒着雨返了回

来，见了老板就说对不起，说自

己没看见多了一箱棉鞋，接着就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