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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優化防疫 
逾千萬人命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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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習近平親⾃部署，親⾃指揮的封控疫
情、動態清零政策實⾏了將近三年，造成無數
⼈道災難，民間怨聲載道。去年⼗⼀⽉中烏魯
⽊⿑⼗多⼈因清零封樓被活活燒死，進⼀步激
起民憤，隨即爆發蔓延全國的⽩紙抗議運動，
公然喊出「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的⼜
號，令當權者⼤為震驚。  

另⼀⽅⾯，淸零政策到處碰壁，又不肯參
考西⽅國家經驗，硬要⽤階級⾾爭⽅法和病毒
⾾個你死我活。持不同意⾒實事求是的張⽂宏
醫⽣被指為對病毒躺平投降。其實，中共在鬆
綁前清零政策已徹底失敗，新疆封城⼀百多
天，每⽇仍有⼤量病例；⼗⼀⽉下旬全國本⼟
感染破三萬宗，北京三⽇破千宗，中共發紅頭
⽂件召重症醫療隊進京，疫情在北京已全⾯失
控；廣州封城無效，⼀半地區解封。⾯對失
控、失敗，中共再無能為⼒，在無可奈何下只
好躺平，把爛攤⼦推給⽼百姓，讓其⾃⽣⾃
滅。這種突然其來的政策⼤逆轉，中共美其名
為優化防疫政策。  

盤點死亡⼈數 
由嚴酷封控到全⾯鬆綁，從⼀個極端⾛到

另⼀個極端。清零時全城封鎖，甚⾄全⼩區搬
遷。解封時撒⼿不理，任由疫情⼤爆發。從未
⾒過⼀個政府如此不負責任，放開前沒有詳細
周密預案，沒相應凖傋，沒有次序步驟，連預
警都沒有，說放就放，平民百姓措⼿不及，醫
院缺醫少藥，亂成⼀團，導致重症率和死亡率
急劇飆升。  
究竟有多少⼈感染，多少⼈死亡，中共為

了⾯⼦不公佈數據，壓低死亡個案，把新冠死
亡定義狹窄化，放寬各項防疫限制，實施⼄類
⼄管（即放任不管），不屬於新冠症的病⼈⾃
我負責管好健康。當局公佈的染疫數字和實情
是幾千與幾千萬之別。  

經過三年的嚴酷管控，病毒無眼，也不聴
黨的話，⼀鬆綁就瘋狂反擊，似乎衝著習近平
⽽來，繼北京、上海先後被攻陷之後，全國各
省市都紛紛倒下，無⼀倖免。國家衞健委的⼀

聯合國發表新疆狀況報告，指中共在當地犯下嚴重的侵犯⼈權事件。圖為新疆再教育營中關押的維吾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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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部會議紀錄傳出，12⽉l⽇⾄20⽇累計感染是
2.48億⼈。另有統計，北京冠狀病毒感染率超過
80%，全國平均超過50%，因此，12⽉7⽇鬆綁後20
天，感染⼈數已超過6億了。  

這次病毒來襲，中國專家認為要通過三次髙峰
才會平穩下來，第⼀峰是12⽉中⾄1⽉中，第⼆峰是
新年回鄉期，第三峰是民⼯返城返崗期。第⼀峰剛
開始便有⼤批⼈⼠感染死亡，⼗⼆⽉的死亡⼈數⽐
往年同期多出數倍，知名的有國寶級的院⼠20多
⼈，他們都是對國家現代化作出過重⼤貢獻的領軍
⼈物，其中有關網絡的，太空的，核反應堆的，光
纖和激光研究的，年齡介乎六⼗到⼋、九⼗，若在
良好的醫療制度保護下，多活⼗年⼋載絕無問題。
醫學界⽅⾯亦有不少專家相繼死亡，最年輕的是中
⼭⼤學醫學院副教授許志強，才40歲。此外，亦有
⼤批清華和北京⼤學的教授染疫死亡。⾄於平民百
姓死亡者更多不勝數，因死亡⼈太多且來得太急，
⽕葬場負荷不了，要排到⼀個⽉之後，⼤批屍體就
放在沒有冷氣的地下停⾞塲內。  

三年來，中國的醫療資源都花在封控、⽅艙和
核酸檢測上，現在清零⾛頭無路，突然要鬆綁，沒
有事前規劃要⼤家打疫苗，公共衛⽣也沒做好，醫
療物資不⾜不設法增添，重症病床位不夠不作補
充，只叫居民⾃我檢測，若只是呼吸道感染、沒有
肺炎不屬新冠別⼊醫院，免增加醫療負擔。官媒公
開解說，現今病毒不會死⼈，扛⼀扛就過去了。  

中共不願為中國⼈的⽣命花錢  
中國製造的「科興」和「國藥」疫苗，對治新

冠病毒效率只有60%，⽽美國製造的輝瑞和莫德納
則⾼達95%以上，為了⾯⼦，中共拒絕德國和美國
以及歐盟提出的免費疫苗⽀援。中共說⾃家⽣產的
疫苗佔世界總產量⼀半，⾜夠供應。但中國疫苗治 
病無效，很想獲得這些救命藥背後的技術。拒絕援
助，不肯引進，却要求技術轉移，這算盤打得很
響，當然對⽅不會答應 。 
早前，中共和輝瑞會談，想把特效藥paxlovid 

納⼊中國醫保範圍內，⽼百姓以為從此有救命藥
了，怎知中共漫天殺價，要求輝瑞以低於成本價出
售，輝瑞不肯，談判破裂。鑒於中國疫情⼤爆發，
揮瑞對中共的報價已低過⾹港、台灣及美國本⼟
了。 中國是世界第⼆經濟體，卻不肯花錢給⽼百姓
買救命藥，究其原因：(⼀)中共向來都不願爲中國
⼈的⽣命花錢，投⼊醫保資源甚少，(⼆)醫療資源
已被近三年的清零花光了。若在民主國家，如此亂
花國家資源，反覆折騰⽼百姓的領導⼈，早就引咎

問責下台了 。 
⾃稱執政為民，把⼈民⽣命⾄上、健康⾄上掛

在⼜邊的當今領導⼈，⾯對被海嘯式疫情捲⾛的無
數⼈民⽣命並不關⼼，也無哀悼，相反，希望⼤部
分⼈早⽇染病早⽇逹峰。  

        應陽盡陽 應死盡死 快速過峰 
習近平上台後，集⼤權於⼀⾝，全國⼤⼩事都

由他⼀⼈拍板，但他沒有治國智慧，更沒有為民情
懷。清零時造成無數⼈為災難，封城令物資缺乏，
餓死，困死，⽣病失救死，跳樓⾃殺死。鬆綁時，
無計劃，無準備，病毒來襲，缺醫少藥，死亡無 
數，哀鴻遍地，束⼿無策。  

為了在三⽉兩會前實現社會平復，政權順利交
接，當局推⾏「應陽盡陽，應死盡死，快速過峰」
政策。這般無⼈性和⾮常殘忍的政策唯有中共才想
得出，能否做得到尚未知，但催⾕快速逹峰的做法
令很多⼈死於⾮命，中共不把⼈當作⼈，只當作⽩ 
⽼⿏，快速過峰即更多⼈感染，更多⼈死亡。 

無錫染 疫 者 不 多 ，江蘇當局認為 「陽得太
慢」，要設法加快讓民衆感染，務必在三⽉前達到
每⼈感染⼀次，以配合上級指標。什麼是上級指標
呢？以前是「清零」，現在是「得陽」。  

北京⼤學⼀個研究團隊稱，全國新冠感染率已
達到64%，感染⼈數累積約九億。但流⾏病專家曾
光認為，流⾏⾼峰還未到，可能要延⾄四⽉底。春
節來臨，⼀家團年給農村帶來的感染即將開始。農
村是中國醫療制度體系最脆弱的⼀環，沒有醫⽣，
沒有藥物，沒有醫療設備和資源，⽽留守農村的都
是⽼弱病殘和兒童，可預⾒感染在廣⼤⾯積的農村
擴散，其重症和死亡率將⽐城市更⾼。故此，有⼈
估計病毒殺⼊農村後，全國累積感染⼈數會⾼達12 
億，12億⼈⼜中，如有0.1%死亡，就是⼀千⼆百
萬。習近平隨便拍板下達的所謂「優化防疫政策」
竟如此可怕，要賠上千萬條⼈ 命。

北京⼀殯儀館排隊領骨灰的⼈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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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年前的香港SARS 
中國新⼀波病毒以閃電般的速度蔓延，上⼀秒

滅陽下⼀秒滅陰，瞬間變臉的抗疫政策，令全世界
又驚又怕，唯恐像三年前那樣，武漢病毒又肆虐全
球。不過這⼀次更加險惡，眾多患者出現霧化⽩
肺，顯⽰又有新的變種病毒
出現。早就有論者指出，習
近平謀求終⽣執政，他的狂
妄與偏執，將威脅中國以及
世界的未來。如今不幸⼀語
成讖。 

在⽬睹這場⼆⼗⼀世紀
的⼈禍浩劫之餘，腦海裏總
有⼀個揮之不去的疑問：世
界上有什麼的病毒，可以在
幾天之內，令整個地區的⼈
⼜超過⼀半的⼈感染？越來
越多的病毒專家指出，這種傳播的速度，根本是⾮
⾃然的！也越來越多的事實引出的答案是：⽣物
戰！原來視⼈命如草芥的背後，⼀個巨⼤的潘朵拉
盒⼦正在被緩緩打開。 
還記得2003年2⽉爆發的⾹港SARS（⾮典肺炎）

嗎？廣州中⼭⼤學退休教授劉劍倫21⽇來⾹港，⼊
住京華酒店，第⼆天往廣華醫院急症室求診，10⽇
後不治去世。他所到之處，都成為毒源，引起⾹港
社會極⼤的恐慌。北京⽅⾯起先想掩蓋，後來在世
衛及海外輿論的壓⼒下，找到了源頭，說是廣東省
順德市⼀名廚師⿈杏初，早在2002年底已染病。官⽅
解釋是蝙蝠或果⼦狸作為中間宿主，將⾮典肺炎的
病毒傳給⼈。問題來了，千百萬年來，蝙蝠或果⼦
狸與⼈類和平共存，是什麼邪惡的⼒量，令牠們成
為⾮典肺炎病毒的中間宿主？ 

解放軍第⼀本中⽂論證的非典研究 
當時SARS來去匆匆，只不過⼀年多時間，就神

秘地消失了。中共後來還得意洋洋說，⾹港的抗疫
成功是它的功勞。⼆〇⼀五年，北京軍事醫學科學
出版社出版了⼀本書：《⾮典⾮⾃然起源和⼈制⼈

新種病毒基因武器》。書名有兩個亮點，第⼀，⾮
典是⼈⼯合成； 第⼆，專⾨⽤於⽣物戰的新型武
器。主編和編委團隊，都是解放軍在這⽅⾯的專
才，可謂專業對⼜。編者特別強調，這是第⼀本中
⽂論證的⾮典研究，裏⾯有許多是他們⾸創的研究
成果。資料⾮常詳盡，有意無意，介紹⽣化武器發

展史時，特別強調了美國的作⽤。 
本來這種學術性極⾼的書籍，不會吸引⼀般的

讀者。不過，這本在七年前出版的刊物，近⽇竟然
成為熱⾨話題。書中的⼀些例⼦，令⼈細思極恐。
例如，⽣物戰可以經⽪下注射、污染⽔源和⾷品施
放，能做到神不知⿁不覺。最有效的是⽤氣熔膠施
放，是由⾶機噴灑在居民區的上⾵⽅向兩公⾥處。
氣溶膠無⾊無味，但在天⾊晴朗時，施放路徑會形
成⼀條線狀污染帶。 

有⼼⼈⽴刻注意到，這幾天全國好多地⽅的居
民，在朋友圈發貼，說⾃⼰⾝處偏僻地區，沒出
⾨，就陽了。周圍的⼈也都陽了。不約⽽同，他們
事前都看到了⾶機在空中⾶過的⽩⾊雲帶。其中⼀
則貼⽂，有九億七千萬⼈次看過。 

⽯正麗研製的「⼈⼯⾃然病毒」 
由此可⾒，⽣化武器與武漢病毒，是潘朵拉盒

⼦放出的魔⿁。中共對武毒溯源追責，⼀向⼗分忌
諱，千⽅百計封殺之。以為買通了世衛和美國國
會，阻撓議案，就可以瞞天過海。但是，全世界仍

武毒溯源追責 全球共同討伐 
!"黃  連

下轉五⾴

病毒專家⽯正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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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誓⾔要將真相追查到底。DRASTIC是⼀
個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的民間義務組織，由來⾃不
同國家的病毒專家、信息專家，還有技術⿊客等
各類專業⼈才組成。這個組織成⽴的使命只有⼀
個：挖掘新冠病毒的真正來源。之前已經揭露，
中共軍⽅⽤新冠病毒在⼈源化⼩⿏⾝上做測試；
揭露了⽯正麗團隊如何從雲南蝙蝠洞獲取了嫌疑
最⼤的致命病毒；⽯正麗及其學⽣已經掌握了無
痕修改病毒基因技術等等。 
⽯正麗是中國病毒學家，武漢病毒研究所新

發傳染病研究中⼼主任。不如⽤通俗的說法，來
解讀DRASTIC獲得的證據：⽯正麗團隊已經掌握

⾼超的修改病毒基因技術，他們把在實驗室受到
病毒感染的蝙蝠放回雲南蝙蝠洞，令這⼀帶蝙蝠
全部染上新冠病毒。如果把提取出的病毒作為⽣
物武器，在需要的時候，只要派遣少數幾個⼈滲
透到⽬標國家，悄悄釋放出來……即使事發後全
球追查，但幾乎不可能發現蝙蝠携帶的病毒，最
初是經過精⼼策劃的「⼈⼯⾃然病毒」。有關⽅
⾯還可以理直氣向外宣稱：這是天然病毒！ 
最後值得⼀提的是，美國新⼀屆眾議院的共

和黨議員，將重啟武漢病毒溯源追責，並且被強
⾏壓下的民間向中共政府索賠將會再次⾏動！ 
⼆〇⼆三年，全球的⿊天鵝和灰犀⽜向着中

共狂奔！

悼念江澤⺠之後，江志成立即被捕 
江志成是江澤民的孫⼦，江綿恆的兒⼦，1986

年1⽉22⽇出⽣，今年36歲，畢業於美國哈佛⼤學
經濟系，在美國哥倫⽐亞⼤學取得碩⼠學位。曾
任職美國華爾街⾦融機構⾼盛公司，後來在⾹港
設⽴博裕資本有限公司，⾃任⾸席董事，⾧期居
住美國紐約。習近平⼆⼗⼤後準備查抄15萬中共
官員籌集兩萬億元以應對國家財政危機，榜⾸為
劉雲⼭和江志成，可⾒江志成財富的雄厚。 
今年12⽉18⽇上午6時，江志成由中央軍委副

主席張又俠親⾃指揮，由軍委會特警押赴上海虹
橋機場，專機押解北京，直接送⼊秦城監獄，據
說他是在新加坡被捕，由上海轉押的。 
江澤民在⽣時曾對習近平說，當我在⽣的時

候，千萬不要對我的家族清算，所以習近平遵守
江澤民的吩咐。今年11⽉30⽇，江澤民逝世，習
近平給他舉⾏了盛⼤的悼念活動，但悼念活動結
束之後，習近平便將江澤民之孫江志成於12⽉18
⽇送⼊秦城監獄。 

江志成被指是謀殺習近平的幕後⼈物  
究竟江志成為什麼事被捕？說來可怕，網上

有時評家說他與孫⼒軍「政變集團」刺殺習近平
有關。 

2020年4⽉19⽇，公安部副部⾧孫⼒軍被捕，
2020年5⽉8⽇被免職，2021年9⽉30⽇被開除黨籍
和公職，⽴案審查，2021年11⽉5⽇起訴，2022年7
⽉8⽇在吉林省⾧春開庭，判決死刑，緩刑兩年，
剝奪政治權利終⾝，沒收全部財產，緩刑之後改
為無期徒刑，終⾝監禁，不得減刑或假釋。 
孫⼒軍的團伙有王⽴科，他是江蘇政法委書

記，主動投案，同樣被判死刑，緩期執⾏兩年，
兩年後改為無期徒刑，終⾝監禁，不得假釋。 
2021年9⽉16⽇，網上發表⼀篇報導稱「陸媒

披露：江蘇警官策劃對領導⼈不軌」，報導指，
他們計劃於2017年12⽉習近平在南京出席南京⼤屠
殺追思活動時進⾏謀殺習近平。 
2021年10⽉21⽇網上發表⼀篇《預謀刺殺習近

平的「團團伙伙」名單》，⽂中透露，習近平曾
派總參三部的⼈去調查，總參三部的⼈回報說：
王⽴科、孫⼒軍、羅⽂正這些⼈要殺了你。習近
平聴了整個⼈發呆、發抖，⾺上建議對孫⼒軍等
⽴即採取⾏動。 
暗殺領導⼈，在中共黨史上並不稀奇，⽑澤

東被暗殺過35次，劉少奇被暗殺過12次，據美國
媒體披露，習近平從2012年上任後的五年之內，
⾄少遇過10次暗殺，包括飲⾷下毒、體檢時打毒
針、交通事故以及在會議室放置炸彈等等。

江澤民孫企圖謀殺習近平 
!"&'

上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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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紙⾰命逼習近平收回病態清零政
策，接着，是無序放開引发⼈間災難，又來了煙
花⾰命；煙花⾰命後，不同城市宣布放寬了⼀些
春節燃放煙花的禁令，最近，又有媒體報道，西
安政府下達了要求警察執法要守法講理的命令。 

中 國警察什麼時候與民眾講
理？警察說什麼就是理。不要說警
察，三年封控期間，⼤⽩⼊屋消
殺，抓⼈打⼈，毀壞私⼈財產，公
開群毆婦⽼，什麼時候和⼈民講過
理說過法？ 

為什麼突然要求警察講理了？
就因為所有警察都不講理。從前警
察不講理沒有⼈敢說個「不」字，
今⽇形勢翻轉，警察不講理便會激
起更多民眾憤怒，更多民眾把怒⽕
发泄到政府⾝上，就會引发更⼤規
模的民眾抗爭，為地⽅政府帶來更
⼤⿇煩。 

為 防⽌爆发更強烈可怕的民
變，政府也「認慫」了，⾃動放下
威權，向民眾釋放善意，以求得到民眾諒解。政
府讓渡出⼀些威權，換取百姓的好感，最重要原
因，便是政府也看到苗頭不對。 
今時不同往⽇，往⽇是政府凌駕在民眾頭

上，政府說⼀不⼆，凡有不服者，就施以專政鐵
拳，不服打到你服，關到你服，殺到你服。現在
時勢翻轉，百姓如此憎恨政府，以致政府再溫
和，再花⾔巧語收買民⼼，民眾都不收貨，都要
冷嘲熱諷，挑剔謾罵了。這種局⾯之下，政府再
也強硬不起來了。 

地⽅政府認慫，因為習近平也認慫了，不認
慫，為何會取消他“親⾃部署親⾃指揮”的清零政
策？⼀夜之間回到疫前，不但清零不再，更⿎勵
應陽盡陽，制造更多⼈間慘劇。習近平如此認
慫，地⽅政府又何來膽⾊與民眾較勁？ 

地⽅政府認慫，因為地⽅政府也沒有底氣
了。政府財⼒枯竭，不能無限度擴張維穩⼒量，
原有的公安城管要維持已經不容易，要再擴編以
應付遍地民怨，錢從何來？沒有錢如何維持巨⼤

維穩開⽀？因此政府只有兩個選擇，⼀是更強⼒
鎮壓，把民怨壓下去，⼀是向民意讓步，希望減
少⽭盾衝突，前者可能引发更⼤規模的民變，後
者可能失去政權的威懾⼒，權衡利弊之下，政府
開始學會向民眾低頭。 

習近平都低頭了，地⽅政府也有樣學樣，這
⼀切從什麼時候開始？就從彭載⾈開始，因此，
彭載⾈不論⽣死，都將在中國當代歷史留下英
名。 

中國解放軍總⼈數約200萬，主要⽤來應付國
防所需，政府不能輕易動⽤軍隊對付⼈民，六四
出動三⼗⼋軍，中共為此付出重⼤代價。武警總
⼈數66萬⼈，武警正常情況下不會出動，只有遇
稍具規模的抗爭，⼀般公安處理不了時，才會出
動武警。 

公安幹警總⼈數為170萬，這是常規的地⽅維
穩武⼒，城管不算武裝，只是授權維持市場秩序
的政府⼈員。正常秩序下，城管欺負⼩販很容
易，⼀旦发⽣社會動亂，城管早就躲得遠遠的。 
如此算起來，武警加上公安幹警，全國總⼈

數240萬左右，是主要的維穩武裝。全國三⼗⼀個
省市⾃治區，平均每個地⽅攤分到七⼋萬。這七
⼋萬主要分布在省城和區內主要⼤城市，公安幹

極權統治過了臨界點 
!"顏純鈎

下轉第七⾴

⽩紙運動，令習近平顫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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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沒有免費雞湯 

連午餐的例湯不另收費，有客不要例湯要⼈參
雞湯，得，另加$5，客不依，要告到消委會，寫明
隨餐附送，臨場卻收費，不公平。似不知這雞湯專
⾨為你⽽熬。 

不管你怎「進⼊」，要「⾹港國歌」，⾕歌都
給你《願榮光歸⾹港》，這事已經是「⼀聽你就 
笑」的經典了，只有官⽅氣到不⾏，他愈氣，⼤家
就愈笑得樂，笑甚？笑有⼈要喝⼈參雞湯又不肯付
錢。 
⾕歌負責提供資料。世界之⼤，資料何多，這

⼯作就交給機器，機器得到的指令是：同⼀題 
材，最多⼈搜索的，排在最前，⾄於最前的是否⼀
定正確，則要由搜索者⾃⼰鑑定。 

有⼈不管搜索量的條規，要排名在前、在第⼀
⾴、在第⼀條，即要⼈參雞湯，這可得專⼈服侍，
要付費，他又不肯了，⽇⽇鬧，如⼩朋友扭計吃
糖，笑死⼈。 
更好笑的在後。本來可以讓⼩粉紅兵團向⾕歌

發動搜索進攻，三兩下⼿勢就可以把真正的⾹港國
歌推到第⼀條，天網恢恢的是：⾕歌不在中國經
營！ 

2. 苦難的先知 

從⾕歌找《中華⼈民共和國國歌》和⽥漢的資
料，得⼀⼼得：對共產黨政權來說，沒有再壞的國
歌。 

國歌不頌唱國家的⼭河⼤地、⾵物⼈倫、歷史
⽂化等等，第⼀句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
們」，給⼈的領會是：在共產黨統治下，⼈民永遠
都是奴隸，要起來。當共產黨還是⾰命黨時，在共
產黨要推翻國民黨政府的⽴場⾔，號召⼈民起來反
政府就「合宜」，共產黨執政已七⼗多年，國歌還
在號召⼈民不要做奴隸，要起來，這不就是政府、
執政黨、統治者⾃認在奴役⼈民嗎？ 
⾹港⼈有領會，起來！可黨又不讓你起來了。 
好奇：⾹港的中⼩學⽼師讓學⽣上網找國歌作

詞⼈⽥漢的⽣平資料、尤其在⽂⾰的遭遇，還讓學
⽣發表感想體會，不知會否觸犯國安法？ 

3. 嚇⼤ 

我們的總理杜魯多，與中國主席習近平在⼀次
領袖⼤會中，偶遇上了，聊兩句。 

習對杜說：你不該把我們私下的對話跟媒體
說。 
杜回：在⾃由民主國家，無事不可對民⾔。 
主席：那（後果）就「不好說了」。 
「不好說了」很有深意，可以是：因住來、我

不知道我會做啥架、出⼊⼩⼼，我這有⾔在先…… 
好樣的？然。不過，也須知道咱總理從政前幹

哪⾏的：酒吧打⼿！ 

4. 從前…… 

尚未得看⾹港電影《正義迴廊》，關於該⽚的
議論與評論可就多了，沒有負⾯的。 

這不是⼀部靚⼈靚衫靚景的戲，主要場景是法
庭，內容講審⼀宗殺⽗殺母案。這是甚麼時候，找
點樂⼦就好，看這樣沉重的戲，按常理，可免則
免。 

事有不然，《正義迴廊》⼤賣。怎會？估估
下，可能是這樣： 
從前，辯⽅律師是這樣對⾃⼰的「客」的：以

被告的利益為重； 
從前，法官主審、引導但不判決，有罪無罪，

由陪審團判定； 
從前，有陪審團！陪審團！陪審團！ 

5. 贏回⼀局 

中國駐英國曼徹斯特領事館，本來有喬遷之
喜，新址是著名古蹟皇家造幣廠。不得了，過千年
歷史的英國古建築物都為我所有，多威。事情突然
有變，該古建築物被下令不得作中國領事館⽤，因
該區居民反對，政府順應居民作出以上決定。 
駐曼城中國領事館發⽣過這樣⼀宗事：以總領

事為⾸的中國⼈員，強⾏拖⾹港⽰威者⼊內施暴，
總領事在鏡頭前扯⽰威者的頭髮，且在電視上招
認。 
以總領事為⾸的數⼈，搶在英國採取⾏動前返

中了。 

苦難的先知
八周記 
作者：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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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他⼀個更⼤的場地，不就如同給他更多
空間作惡？居民怎會有好⽇⼦過。由當地區議會
發動，⾺上得到政府正⾯回應。 

⼈員著草，館址泡湯，其中有⾹港居英民運
⼈⼠鄭⽂傑的⾼度介⼊，居功不淺，可謂是⾹港
⼈在海外與中⾾爭取得最⼤勝利的⼀次。 

6. ⽬標⼀致 

烏魯⽊⿑住宅區發⽣⽕災，死了10⼈（官⽅
數字），因⾛⽕通道被政府的抗疫⼈員綑鎖，無
法逃⽣有以致之。 

這事廣得同情，且遍及全國以⾄國外，發⽣
了主要由年輕⼈參加的昙花乍現然效應獨特的
「⽩紙運動」，以使習近平在⾒外賓時特意提此
事，定性為不滿疫控過嚴，這就引來「動態清
零」抗疫⼤/急/反向轉彎，亂像讓世界都嚇壞
了。共產黨會找誰負責？就是這些「⽩紙黨」！ 
如此⾼壓下，中國青年敢於表態，可⽐⾹港

青年在三年前的⾏動，在反極權的⼤前提⾔，⽬
標⼀致，難得。 

7. 唔講得笑 

「⾹港國歌」⼀⽽再、再⽽三地被錯播，不

由⼈不有點相信是被搞的，不是⾕歌有意，⽽是
網民玩野，沒⽬的，只想看到⾹港的官被氣得扎
扎跳，出來罵街罵⼈，好玩！ 
港旗又被塗⿊，港官又出來抗議，⼤家笑得

更樂了。 

8. 郭沫若⽂風 

2022年12⽉15⽇的《⼈民⽇報》有這樣⼀篇⽂
章：「抗疫三年，我們這樣同⼼⾛過」，作者署
名「任重平」（任重道遠的習近平），⽂⾧萬
字，是⽂辭藻華麗，結構⾛出過往的黨⼋股，很
另類。 
題⽬已經具台式⽂藝⾵。 
反黨⼋股（⾮反黨）美⽂這樣開頭： 
⼯廠⾞間，機器轟鳴；⼤街⼩巷，⼈來⼈

往；公路鐵路，⾞輛穿梭；超市商場，物豐價
穩；廣闊⽥野，⽣機勃勃——壬寅歲末，神州⼤
地正升騰著澎湃活⼒，展現出萬千氣象。 

這是作者就抗疫改道數⽇後所⾒的景況。 
除了⼤量提供華麗詞藻，不及醫學、科學或

任何數據，該罵？或，該同情。

警視需要⾧駐地⽅，武警則集中待命。以66萬武
警讓三⼗⼀個省市⾃治區攤分，每個地⽅分到2萬
左右，這2萬⼈要應付任何省市稍具規模的民間反
抗所需。 

我們平常看到民眾聚集來了武警，警⾞⼀⾧
串，武警⿊壓壓全副武裝，好像很嚇⼈，其實那
只是動⽤了每省⼆萬武警中的幾百⼀千，若⼗個
地⽅動亂，就去了幾千⼀萬。動亂還要看規模有
多⼤，民眾聚集⼀萬⼈，你去⼀千管什麼⽤？對
付⼀萬民眾，你⾄少也要去⼀萬。全省兩萬武
警，經得起幾個地⽅的動亂？ 
正常年⽉，動亂少規模⼩，隨便動⽤⼀下武

警就能彈壓下去，彈壓下去後公安再抓領頭幾
個，動亂就平息了。但現今形勢不同了，民怨積
壓太多，民間怒⽕群发，民眾⼀聚集就是數千，
那時要不要動⽤武警，就是⼀個⼤難題。不動
⽤，⼈群聚集就會鬧事，民變有⾼度傳染性，⼀
⼈鬧眾⼈鬧，⼀地鬧多地鬧，⽽⼀旦動⽤武警必
引起武裝衝突，就會造成流⾎惡果。 

所以我們看到煙花⾰命的場⾯，⼈⼭⼈海中
幾個警察可憐巴巴站在那裡，⼀點作為都沒有。
市民開⾞點放煙花，警察在後⾯隨⾏，也⼀籌莫
展。為什麼？民眾⼈多勢眾，根本不把警察放在
眼裡，掀翻警⾞都不怕了，還怕你⼀兩個警察？ 
針對⼤範圍⼤規模的動亂，武警根本不夠

⽤，中國13億⼈⼜，武警只有66萬，九⽜⼀⽑，
杯⽔⾞薪，習近平坐在中南海，真的可以⾼枕無
憂？ 

因此，事態发展到今天，中國到了⼀個臨界
點，便是⽼百姓突然明⽩，政府沒有那麼可怕，
只要反抗的⼈⾜夠多，政府便處於劣勢，不僅鎮
壓不了⼈民，還有被⼈民反制的可能。 

近⽇網傳新的病毒引致強烈嘔吐肚瀉，第⼆
波⼤流⾏又要來了，年關前各地集體討薪鬧事又
層出不窮，失業潮無限蔓延，負資產倒⾻牌式发
⽣，經濟無望，⼈民⽣活⾯臨無解困局。可以預
料，新年裡的群體事件將無⽇無之，武警公安將
疲於奔命，來⽇天下⼤亂，政權動搖，這已經是
不爭的事實。

上接第五⾴



美籍華裔牧師林⼤衛被判刑 
美國基督復臨安息⽇會牧師林⼤衛，2006年因

幫助中國家庭教會蓋教堂，2009年突被批捕。他在
獄中建⽴禮拜天禱告會。2022年11⽉獲悉，已被減
刑，刑期⾄2030年4⽉。 

江蘇維權⼈⼠張岳兵判刑1年10個⽉ 
江蘇南通如皋市維權⼈⼠張岳兵去年12⽉9⽇

被帶⾛，同年12⽉20⽇轉為刑拘，今年11⽉13⽇得
知，已被判刑1年10個⽉。 

江⻄九江四公⺠案情 
江西九江公民王林安、李⽟榮、陳公安、柯有

斌今年九⽉初被帶⾛關押，因王林安和李⽟榮在⼀
個微信群討論了⼀些時政話題。王林安已65歲，患
有冠⼼病和糖尿病，警⽅拒絕家屬保䆁請求，陳公
安和柯有斌都有腦⾎管疾，已被移送⾄監管醫院。 

重慶唐雲淑判刑4年6個⽉ 
重慶維獾⼈⼠唐雲淑，⼥，今年43歲，重慶市

豐都縣⿓河鎮⼈，因居屋被強拆，丈夫在抗爭中死
亡，她上訪遭打壓，2021年10⽉22⽇被批捕，今年
11⽉16⽇被判刑4年6個⽉。 

香港網媒記者舉港英旗入獄3個⽉ 
網媒記者梁恩寧，去年七⽉在九⿓官塘商場當

直播⾹港劍擊⼿張家朗在東京領取奧運⾦牌時響起
國歌，他卻舉起港英旗，因此被判監3個⽉。 

哈尓濱⺠主⼈⼠于雲峰夫婦判刑5年 
于雲峰，網名董狐直筆，現年52歲，其妻李伯

華，⼆⼈同於2020年12⽉28⽇被捕，2022年11⽉25
⽇獲悉都被判刑5年，李伯華已於今年七⽉份移送
⿊⿓江⼥⼦監獄。 

上海法輪功學員徐永清判刑四年 
徐永清，1964年出⽣，浙江⿓泉⼈，上海靜安

寺延安西路居民，上海建甌信息公司⼯程師，因信
仰法輪功，曾於2018年1⽉5⽇被捕，⼊獄兩年，刑
滿出獄。2021年10⽉再次被捕，11⽉2⽇被判4年。 

上海陳建芳判刑四年六個⽉ 
上海憲政民主⼈⼠陳建芳⼥⼠，2019年3⽉19

⽇以煽動顛覆罪，被捕，2022年11⽉28⽇獲悉，已
被判刑4年6個⽉。 

長沙⺠主⼈⼠樊益均被關押 
湖南⾧沙民主⼈⼠樊益均，網名@鉄⼦，「牆

外信息搬運⼯」、⾧沙「同城飯醉」活動份⼦，
2020年5⽉30⽇在雲南被捕，關押在雲南昆明某看
守所，⼀直與外界斷絕訊息。 

新疆著名歌⼿阿尤普判刑11年 
新疆維吾爾族著名歌⼿阿布拉江・阿⿃提・阿

尤普，今年12⽉2⽇獲悉，他於2018年12⽉被新疆
和⽥地⽅法院秘密重判刑11年。 

藏族作家塞朗判刑六年 
藏族作家塞朗，四川省⽢孜藏族⾃治州⾊達縣

⼈，2020年9⽉因發起組識「雪城⽗母健康院會
議」被拘15⽇，2021年3⽉23⽇再次被捕，2022年9
⽉得知同案被捕共6⼈，分別被判4—14年不等，塞
朗被判六年。 

湖南籍⺠主⼈⼠鄧洪成獲刑12年 
鄧洪成，1967年2⽉6⽇⽣，湖南岳陽⼈，網名

「成主民」，微博名「湘⼈⾎性」、商⼈、深圳⿓
崗居民，深圳同城聚會公民，民主憲政追求者2016
年12⽉6⽇被監視居留，同年12⽉15⽇正式批捕，
2020年1⽉13⽇被深圳市法院判刑12年。 

貴州⼤學教授楊紹政羈押1年半未判 
楊紹政，1969年10⽉12⽇⽣，貴州⼤學經濟學

院教授，2021年5⽉18⽇被帶⾛，同年6⽉10⽇被正
式逮捕，2022年7⽉29⽇不公開審理，仍未宣判。 

北京中央美院學⽣張東輝被拘 
張東輝，1992年出⽣，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

因於2022年8⽉17⽇在北京朝陽區⼋個核酸亭上㝍
上「三年了，我已⿇⽊了」，8⽉22⽇被帶⾛，向
家屬索賠3995元，預計可能判刑6—8個⽉。 

四川藏族寺僧洛桑曲培判刑兩年6個⽉ 
四川阿垻藏族羌族⾃治州格爾登寺僧⼈洛桑由

培，39歲，今年10⽉被判刑2年6個⽉。 

安徽蚌埠維權⼈⼠⼈⽯新紅判刑4年 
⽯新紅，⼥，1970年12⽉13⽈出⽣，安徽省蚌

埠⼈，因其⽗的房屋被當地鄉⾧⾮法霸佔，病死他
鄉，她替⽗維權，今年12⽉11⽇獲悉，她竟被判刑
4年。

足印 中國⺠主運動，舉步維艱，⼀步⼀⾜印，蹣跚前進。 
本欄特別報道最新有關⺠運⼈⼠消息和中國⼈權被踐踏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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