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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和香港同是世界金融中心，

人口接近，每年接待的大陆游客量，

香港是纽约的 46 倍，属于高危地区。

然而，香港感染武汉病毒人数却是

纽约的 1%，为什么？

有四个因素：一、不信政府；二、

不信中共；三、不信世界卫生组织；

四、2 月，香港医护人员罢工要求政

府全面关闭连接大陆的边境检查站，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前三个因素

都是针对中共政权。

纽约变成美国的“武汉”不是

无缘无故的。纽约是世界第一大都

会，全球金融、商业、文化和媒体中

心，也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中共

在纽约的渗透体现在方方面面。华尔

街和美国金融市场向中共大量输血；

联合国的信誉被中共绑架；世卫等

组织被操控；纽约政要、权贵阶层

为中共站台、发声；中国媒体在美

国主流媒体付费插页，内容完全由

官媒《中国日报》编辑部撰写和控制；

大学里充斥孔子学院等中共大外宣

课堂；华人小区被利用打击不同信

仰和异见人士；新华社宣传片在时

代广场 24 小时播放等等。

反观香港，自从去年 6 月开始至

12 月底瘟疫爆发，“反送中”运动持

续大半年，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

行人数最多达到 200 万。抗争的主流

从未提出过“港独”的主张，反抗

意识的矛头越来越聚焦中共，抗争

口号也出现了“驱逐共党”，“与神

同行”，乃至后来的“天灭中共”。

最近港人举行的反“港版国安

法”大游行中，更是大量打出了“天

灭中共，天佑中华”的标语。

武汉病毒针对共产党而来，香

港人无意中做了最有效的防疫。

同为世界金融中心 为何香港疫情远小于纽约

台湾没有封城，感染不过几百人，台湾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台湾没有封城，没有封小区，课

照上，郊游、健身、假日照旧，工

厂没有停工反而订单更多。感染不

过几百人，台湾为什么做得这么好？

台湾防疫中心由医学专家组成，

防疫团队每天召开记者会，疫情信

息透明、真实、即时向全社会直播

问答。台湾 1 月 3 日将武汉肺炎病

毒研判为冠状病毒，7 日发布武汉旅

游警示，15 日疾管署确认“人传人”。

对比中国大陆，尤其令人感叹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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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每年接待的大陆游客量是纽约的 46倍，属于高危地区。然而，香港感染人数却是纽约的 1%，为什么？

同样是金融中心的心脏地带，左图为 2020 年 3 月 12 日的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戴口罩的
上班族人来人往；右图为 2020 年 3 月 28 日纽约空荡荡的时代广场。

1 月 18 日，湖北省武汉市还举办“万

家宴”，其后爆发社区群聚感染。1

月 23 日武汉实施全面封城。

果断禁止中国大陆疫区人士入

境。台湾“反共、不反中”，现任政

府没有对中共送金、绥靖和暧昧。

积极而有针对性地防疫和防治，

一周检测一万人，使得在台湾“社
区传播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与中共
为保持低确诊数字而几乎不检测的
政策对比鲜明。

台湾为何能做到防疫超前部署

呢？前卫生署疾管局局长苏益仁表

示，中共不可信任，连世卫组织的

数据都落后于实际情况。所以他们

的数据，都只能当参考。

香港“反送中”让台湾年轻人

明白糖果不是那么好吃的。在香港人

频频被打压中，台湾对中共有了高

度戒备心理，是每一位醒悟的台湾

人做出了选择，拒绝相信中共，因

而让台湾跑在了瘟疫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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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国安法”——新“柏林墙”爆中共末日恐惧

2 真相 2020 年6月4日

档  案

5 月 28 日，人大通过“港版国安

法”草案，此举如同在香港建造新“柏

林墙”，将使香港成为东柏林——自

由世界对峙中共的前哨与焦点。

公然撕毁“一国两制”
“港版国安法”草案包括把颠覆

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

部势力干预等内容，不经香港立法会

审议，直接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

三实施。人大直接公布“港版国安

法”，等于绕过香港立法会，抢夺了香

港的立法权，“一国两制”即告死亡。

以后，中共可以直接在香港派

驻警察、特务、国安，任意抓人，不

经香港法院，直接带回大陆审判。中

共不喜欢的示威游行、出版、结社、

接受外媒采访等等，都会被定为颠覆

罪，甚至在香港路过都有可能被抓。

中共自曝末日恐惧心态
中共此时急于强推恶法，出于对

即将到来的末日的恐惧。中共因瞒骗

疫情、欺骗世界遭到 100 多个国家的

追责，全球反共声浪高涨，这对中共

来说是灭顶之灾，不仅颜面丢尽，还

危及政权，撒谎成本越来越高。

打击香港是中共自认为可以化

二战雅尔塔协议之后，斯大

林的忠实信徒乌布利希在柏林建

立了一个亲苏的临时政府。

1961 年 8 月 12 日晚，东德政

府一夜之间在东西柏林边境筑起

一堵由铁丝网、水泥、碉堡、强

光探照灯构成的柏林墙，长达 155

公里。东德政府发布了“越墙者

格杀勿论”的密令。原本在西柏

林享有一份上好薪水的东德人，一

觉醒来，发现自己永远也上不了

班了。柏林墙从此竖立了 28 年。

一夜偷建起柏林墙

解危机的一个选项。港人争取民主自

由的运动已使中共感到极大威胁，难

以收场，担心会给国内起到示范效

应，想趁国内疫情缓和、各国自顾不

暇之际，一举打压下去；还可转移

国际追责的压力，继续欺骗国内民

众……然而，中共误判了形势，今日

的香港，绝非昔日的东柏林。

丧钟为谁而鸣
中共的做法引起了港人的极大

愤慨。香港 380 多名区议员联署抗议

中共“赤裸裸地撕毁契约”。香港壹

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说：“在中共的压

制下，香港人只有两种选择，移民或

留下来战斗到底。我会战斗到最后”。

5 月 24 日港人进行了反恶法大游行。

美国总统川普 5 月 29 日在白宫

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共将承诺的“一

国两制”换成了“一国一制”。他指

示美国政府撤销对香港的特别待遇；

对参与扼杀香港自由的中港官员进

行制裁；美国还会修改香港旅行法；

取消中共军方所属大学学生和研究

人员的签证，并驱除出境。

中共的所为，恐怕是上天又一次

给人认清中共邪恶的机会，远离中

共才能在天灭中共之际免做陪葬。

反对“港版国安法”大游行 5 月 24 日在港岛举行，上万港人走上街头，民众高举五个手指（五
大诉求）及“天灭中共”的标语表达诉求。

邓小平：“一国两制”
不是玩弄手法

1979 年 3 月，邓小平会见香

港总督麦理浩表示：我们将把香

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来处理，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

资本主义。

1983 年 6 月 25 日，邓小平会

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时强调“‘一国两制’，香港实行

资本主义 50 年不变。”

但鉴于中共的承诺从来没有

兑现过，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

香港人还是担心“马不能跑”、“舞

不能跳”、“股不能炒”。于是邓小

平又在各种场合向外界放话：我

们对香港的政策 50 年不变，我们

说这个话是算数的。用“一国两

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

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

法”。这前半句是阳谋，的确不是

一时感情冲动，是蓄谋已久的霸

占，后半句是阴谋，为了保党不

倒，玩不玩弄手法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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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推广的红色启蒙教育
中共在各地推行红色教育，已

经渗透到学校、幼儿园。

去大陆定居的美国小学生不懂
爸爸为何“不爱国”

一位旅美回国定居的先生感到

非常沮丧。他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

美国小学孩子们帮老师发试卷时，

老师说，发卷时不要说话，默默发放。

因为有时孩子会赞美成绩好的，对

成绩差的表示不屑。老师告诉孩子，

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

回大陆后，学校要求看“地道

战”、“地雷战”，背诵感恩党的文章。

不过一两年时间，孩子的大脑已经

和大陆孩子一样了。在武汉肺炎的

事情上，有一天孩子问妈妈：“爸爸

怎么不爱国呀？”在孩子眼中，说美

国好就是老师所说的不爱国。

武汉肺炎“是美国人带来的”的

说辞高度泛滥。“附体式”的宣传控

制带来中国人的精神失忆。

50 年前的“文革”场景再现
江西一所幼儿园举行升旗仪式

时，老师带着孩子们，宣誓效忠中

共及国家领导人。

另一所幼儿园的孩子们被要求

穿红军、八路军的服装，家长要穿

军装、工农服装耕地、插秧、施肥，

重现延安“大生产运动”。校方称，

举办这样的活动，是教育孩子从小

就要听党话，跟党走。

一次亲子活动中，一个小男孩

拿着一把木枪说：“我要拿枪去打日

本佬。”一位家长对此表示担忧：“这

么小就被灌输了仇恨，这些红色教育

活动对孩子没有一点正面的帮助。”

另一位家长认为中共“极端的爱国

主义教育是世界上最邪恶的洗脑”。

正是因为启蒙教育中灌输了仇

恨的种子，才会出现《新冠病毒哭了》

《方舱医院真神奇》这样是非不分、

善恶颠倒的歌谣。

遗憾的是，家长无法让孩子远

离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环境。年幼

的孩子被洗脑后，思想会变得十分

偏激，无法独立思考。

仁义之师不杀无辜
南宋时期，虔州盗贼猖獗，皇

帝令岳飞前去平定。敌众被岳飞的

骑兵紧紧包围，呼喊乞求饶命。

皇帝的母亲曾在此受到惊吓，皇

帝密令岳飞占领虔州城后屠城。《宋

史》记载，岳飞请求诛杀首恶而赦

免胁从，高宗不许；岳飞再三恳求，

高宗才下令赦免。城中百姓感激岳

飞恩德，绘岳飞像供奉起来。

救济百姓请朝廷免债
庐州遇危难，岳飞奉命率军前

往解围，金兵一战即溃，庐州平定。

岳飞看到百姓疾苦，上奏朝廷：

“襄阳等六郡的民户缺乏耕牛和粮

食，请求朝廷酌量贷给官钱，免除

他们以前拖欠的公私债务，以招集

流亡百姓归业的多少作为考核州县

官员政绩优劣的标准。”

身为武将，岳飞却在征战途中，

对民间百姓的生计惦念在心，寥寥数

语，说出了让黎民安定、官员治理

每逢调集军粮，岳飞总是蹙着

眉头说：“国家东南人民的财力，消

耗尽了！”在荆湖地区平定之后，岳

飞招募百姓营田，又实行军队屯田，

每年节省一半漕粮。

岳飞喜好贤良，礼遇士人，喜欢

吟诵高雅词曲，神态谦恭谨慎，如同

读书人一般。每逢立功升迁而推辞

时，总是说：“这都是将士效力，我

又有什么功劳！”

有人问他：“天下什么时候能够

太平？”岳飞说：“如果文官不爱钱，

武将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

岳飞的“精忠报国”，不媚上，

不唯权，行仁义，处处为他人着想，

以修身为本，心怀天下，真正诠释

了中华传统文化“爱国”的深厚内涵。

而中共灌输的狭隘“爱国主义”，

是煽动仇恨，让中国人从小就恨日

本、恨美国、恨所有敢讲中共黑暗

真相的人。这种“爱国”实质是“爱

党”，要中国人都变成维护中共政权

的工具。

说说岳飞如何“爱国”

的关键之道。

“仁、信、智、勇、严，缺一不可”
朝廷凡有犒赏，岳飞都是平均

分给部将官吏，自己一丝一毫无所

侵夺。有人曾问用兵之术，岳飞说：

“仁、信、智、勇、严，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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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武汉肺炎 念“九字真言”痊愈

中共早晚要灭亡 赶紧退

奥斯诺·盖德（Osnot Gad）是

一位居住在纽约的犹太裔女珠宝商

人，上个世纪 60 年代移民美国，是

家族珠宝生意的掌管人。她今年 73

岁，每年在世界各地旅游，寻找奇

石异宝做首饰材料。

3 月 12 日，她弟弟一家从曼哈

顿到长岛度周末。弟弟一家离开一

周以后，她开始感觉不适：嘴里除

了一股金属味儿之外，其它滋味儿

什么都尝不到了。

她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

时候人们说起过武汉肺炎，仅仅是

谈论而已，哪里象后来知道那么多，

没有人说失去味觉的事情……”

3 月 21 日，盖德开车到南汉普

顿的医院，医生告诉她是肺炎症状，

叫她回家自我隔离，每 4 小时服用

一次泰诺（Tylenol 退烧药）。

盖德遵医嘱在家隔离后，身体

一会好一会不好，然后越来越不好，

逐渐变得呼吸困难，全身疼痛起不

甘肃 40 多岁的王先生接到海外

法轮功学员的电话时，正在餐馆跟

朋友们吃饭。学员问：“现在疫情还

在，你们怎么还敢聚餐呢？”他说：

“我们这都好了，没什么疫情了，我

们响应政府号召：处级以上干部要

带上朋友和家人去餐馆吃饭，每个

星期要消费 200 块钱，给餐馆增加

营业额。”

学员说：“那你们得小心，现在

疫情并不那么乐观。”

王先生就开始大骂美国：“就是

来床，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盖德说：“我无法呼吸……连话

都说不出来，声音是越来越小。”“那

种无法呼吸的恐惧是巨大的，因为

你一个人，旁边没有亲人……这个

病毒让人与世隔绝，让人体会到孤

独的恐惧，你必须自己一个人来对

付这个疾病，没有人能帮你。”

直到 4 月 23 日，盖德的一名朋

友，法轮功学员安娜·路易斯，推

荐她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盖德发现，

当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这句话的时

候，“我的肺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

进入我的肺中，我能够把气吸得更

长更深，”她说，“不管谁创造了这

个口诀，这真的是让人正确呼吸的

方法。”

在慢慢地一字一顿地重复“九字

真言”的过程中，她喘过气来了，在

接下来的 3 天中，盖德终于能象正常

人一样呼吸顺畅了。

美国佬干的坏事，把病毒传到全世

界，害死了那么多人……”

等他骂了一通，学员说：“你怎

么黑白不分呢？这个病毒明明是中

共隐瞒疫情，欺骗中国老百姓和全世

界，现在，全球都在承受着中共病毒

带来的损害，丧失了如此多的生命，

百姓失业，政府投入巨资抗疫……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追责声浪很高，

天灭中共是大势所趋。”

“是吗？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你

给我们讲讲。”王先生说。

小故事

中共作恶多端，现在天要灭它，自然连带它的成员。退出中共党、团、队，解除“永远跟党走”的毒誓，
免遭连累。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退”，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退党邮箱：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声明“三退”。

学员说：“中共一贯把坏事干完

了嫁祸于别人。这次的瘟疫是冲共

产党来的，叫‘中共病毒’，跟中共

有牵连和为它歌功颂德的人都会跟

着倒楣。”接着聚餐的人都听了“天

安门自焚’骗局和中共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了将近 1 小时后，王先生说：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们不骂美

国了。我相信你说的，共产党早晚

要灭亡，赶紧退，我们都退！谢谢

你们法轮功！”

纽约商人

处级干部

盖德还发现，念“九字真言”不

仅让她的中共肺炎症状消失，而且过

去的心脏病以及其它病状都消失不

见了。她一年前做过血管造影手术，

原来的心跳是每分钟 44 ～ 46 下，现

在是 50 ～ 54 下。

盖德现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不管是睡前，还

是醒来的时候，还是在我走路的时

候，还是我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抑

郁的时候，我都念这个口诀。在过

去的两三周内，我恢复过来了。可

以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是我念

‘九字真言’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

量水平。”她说，现在她感觉自己充

满活力，每天走步两英里，并开始了

日常的工作。

盖德女士说：“我要感谢法轮大

法，真的，我必须感谢法轮大法，感

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

身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