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我是一名女公务

员，今年四十九岁。本来还算是顺

风顺水的生活，因为一场疫情完全

打破了！丈夫的公司是与美国做国

际贸易的，也因这场疫情而停止了

一切商务活动，而恰巧此时儿子要

出国读博士，虽然是公派生，但在

国外的日常生活费用也是一大笔资

金，一家人开始四处借钱。 

平日里称兄道弟的见状都躲

了，原本欠我们钱的还是还不了，

年迈的老父亲和姐妹们把能挤出来

的钱都借给了我们，但还是差一

些，丈夫唉声叹气，孩子说要不就

不去读博了，把指标给其他同学

吧，可就这样放弃，我们做父母的

真的不甘心。 

当我们一家人最无助的时候，

相识了三十年却很少联系的一位好

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钱不是很多

只八万元，但帮助我们度过了难

关，解了燃眉之急！ 

夜深人静陷入沉思，什么是真

正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力量与教化

让她如此真诚、善良？答案是：法

轮大法！她是一名法轮功学员。 

日子转眼到了三月中旬，我多

年的好朋友、好同事突然昏倒住

院，检查结果是“胃癌晚期”。如

同晴空霹雳，眼泪止不住的流，她

刚刚五十四岁呀，还没有退休，没

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刚刚把女儿送

出国就遇到了这么大的灾难！ 

隔天我去医院看她，短短两个

月没见（疫情期间封闭）人已经瘦

得脱形了！大夫说癌细胞已经扩

散，没有手术的必要了，也就是个

把月的事儿了，让家属准备后事。 

中午应邀到修法轮功的朋友家

吃饭，随口说了同事的病情。她安

慰我别着急，告诉我：让生病的同

事赶快认真和诚心的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对我的同事一

定有帮助。我到医院去跟同事和她

丈夫转达了朋友说的话。夫妻两人

同时说：好，以后天天念、真诚的

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清明长假我又到医院看望同

事。同事的病情稳定了，气色好

了，也能吃一些流食，疼痛也减轻

了。她丈夫把我拉到一边悄悄的

说：“法轮大法真好！” 

我父亲今年九十四岁，参加过

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党员。我把朋

友说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并且“三退”（退党、团、

队）能保平安，得福报，告诉了父

亲，父亲满口答应退党。并天天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身体

比以前更好了，没事儿就在小区里

转悠。一旦看见谁要扔掉法轮功学

员发的真相资料，父亲立刻就会上

前喊：“撑的你，拿来！”把法轮

功真相资料又放回原处。现在我们

全家和父亲及姐妹们都知道了法轮

大法好，做了“三退”，天天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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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法轮功学员韩丽萍等
四人被绑架  

七月二十三日，河北省承德

市双桥区大石庙镇法轮功学员韩

立(丽)萍，遭到双桥区国保大队

绑架。被绑架的还有马新乃

（音）、刘燕、柏淑琴三人。七

月二十五日，韩立(丽)萍家属收

到承德市公安局双桥分局的刑事

拘留通知书。目前，韩立萍被关

押在承德市看守所。 

承德市宽城县法轮功学员张
丽梅被绑架 

七月二十六日下午，河北省

承德市宽城县法轮功学员张丽梅

被绑架，详情将再续。 

一位女士通过家中一个意外的事情、通过患绝症同事的病情得以稳
定，她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真诚、善良和法轮大法的神奇。如今她全
家人天天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人好”。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要求修炼者
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
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 

修 炼 法 轮 功 能 祛 病 健 身 。
1998 年医学专家在北京、武汉、
大连及广东做了 5 次医学调查，调
查人数近 3 万 5 千人。结果显示法
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 98%。 

98 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
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调
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
而无一害”的结论。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
国家，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
案、支持信函 5700 多项。◇ 

走近法轮功 

文/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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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在中国古代，朝廷

把自己比作“舟”，把老百姓比作

“水”，坦承是百姓托载着朝廷，

不敢说自己养活了百姓。宋太宗赵

光义曾有经典名言训诫官员：“尔

俸尔禄，民脂民膏”，意思是官员

的俸禄都来自百姓的血汗。而在当

今中国，很多人仍然分不清楚到底

是谁养活了谁？ 

我们的钱究竟是谁给的？ 
纵观历史，政府本身不是主要

劳动者，不是主要社会财富的创造

者。共产党政府本身不种地、不做

工、不搞科研、不送快递；中国农

民种地、工人做工、知识分子搞科

研，快递员送快递，财富主要是百

姓创造的。 

在国外，如果你说政府养活了

老百姓，估计会被人认为缺乏常

识。在中国大陆，很多工作族也都

清楚上班才有收入，是自己在挣

钱，是纳税人在养政府。但为什么

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说“共

产党给我钱呢”？就是被共产党洗

脑所致，因为中共长期宣传：党妈

的乳汁哺育了人民。 

对于退休职工而言，中共执政

后，企业全都收归国有，并且走了

一条“少分配、低收入”的路。当

时的工资是老百姓劳动所得，而且

只是创造劳动价值中的较少一部

分；退休金也是年轻工作时自己创

造的，到退休了才领而已，并非共

产党的恩赐。 

关于纳税的问题，在中国每个

中国人一出生，只要消费，就是纳

税人。但为什么很多中国老百姓不

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因为共产党

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和发票时，很多

地方没体现税收，并有意不普及税

务知识，使很多老百姓缺乏基本认

知。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 18 种

之多。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契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资源税等等。 

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两大税种为

例，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

金，只显示单价（单价里其实含着

增值税）；再如在超市购物，商家

给个人的购物小票上，商品单价里

也包含增值税。在中国境内，几乎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笔开销，都

在纳税。 

中共抢走了你腰包里的钱 
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

财富，相反，它长期以来象吸血鬼

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想

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

财富，肆无忌惮地侵吞挥霍纳税人

的血汗钱，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

来的贪腐数字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

舌。 

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

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有报告

显示，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所对

应的行政官员数量，中国远超很多

国家。中国国民税赋负担世界第

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 

以 2007 年数据为例，纽约主

城区，人口 800 万，GDP 约 7200 亿

美元,“市领导”6 人；日本大阪,

人口 260 万，GDP 约 1700 亿美

元,“市领导”6 人；而中国辽宁的

铁岭市，人口 300 万，GDP 约 53 亿

美元，人口是纽约市约 1/3，基本

与大阪持平，GDP 是纽约的 0.7%，

大阪的 3%，但“市领导”却有 41

名，是纽约和大阪的 7 倍之多。 

在正常社会，比如西方的民主

国家，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

费，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

筹。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

两个班子，党务支出还不公开，或

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完全是暗

箱操作。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

肿，各种刁难寻租之多，常令企业

经营者头疼不已， 

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其“吃喝嫖赌

抽，报销何时休”。 

没有共产党，老百姓会有更多
的钱 

有人担心：“要是共产党倒台

了，就没人给我钱了，退休金也没

有了。”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全世

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共产党，难道

这些国家都不发退休金了？共产党

愚民之深也可见一斑。 

五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

不曾有共产党，百姓们却可以自由

繁衍后代，一代一代的走过来，在

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并且

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各类

艺术成就之高令人称绝。 

中共夺权后，强行垄断各种国

家资源，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

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全方位钳

制人民，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

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

是共产党当政，特别是西方民主国

家，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

的多，退休及福利待遇也更好。 

据 2007 年的统计显示，仅公

款出国考察、公车开支、公款吃喝

的“三公”消费，中国的“公仆”

们就挥霍了 9000 亿人民币，是同

年国家支付卫生事业经费 1800 亿

人民币的 5 倍，是中央财政教育支

出 1100 亿人民币的 8 倍！ 

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摆脱中共这

个吸血鬼，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各

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那么，

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仅

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国库就会

更加殷实，百姓的腰包也一定会比

共产党当政时更鼓！ 

所以，不是“共产党给我

钱”，而是“没有共产党，我们会

有更多的钱”。   

 

截至2022 年7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3.99 
亿。破网登录“三退”网址：tuidang.epochtimes.com，真心退出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