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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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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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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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法轮功学员龚述

良、熊金华夫妇，家住遂宁市船山

区高新区保升镇新开寺村，两人因

拒绝放弃法轮大法信仰，频频遭当

地警察、政府人员各种骚扰。最

近，中共人员以“影响前途”威

胁、挑唆其儿孙，以致其孙子无理

大闹，甚至拿菜刀威逼爷爷签字。 

二零二二年七月五日上午九点

多点，遂宁市船山区西宁街道派出

所警察伙同保升镇综治办人员七、

八人（有姓陈、林、赖、雷、王

等），闯到龚述良的家敲门，见龚

述良不在家，马上闯到龚述良的女

儿生意门面，找到龚述良。 

龚述良问他们有啥事？他们说

在这不好说，要求到镇政府、村办

公室谈。龚述良说：“我不去，你

们骗人，说话从来不作数的，要谈

到我女儿这楼上谈。”上楼后，中

共人员说：“今天主要找你签个不

炼法轮功保证，你孙儿、孙女以后

工作才不受影响。”龚述良给他们

讲了两个多小时的真相、他们只听

不语，还是催龚述良签字。龚述良

坚决不签。这些人走时威胁要扣龚

述良的养老金，还要查他祖宗三

代。龚述良的女儿说：“你们在违

法，干扰公民正常生活。” 

龚述良的外孙女是教师，在成

都上班。七月十日十一日，保升镇

人员给龚述良的外孙女打电话说：

“你的爷爷、婆婆如不签字，教书

要你搞不成。”又打电话威胁他儿

子、孙儿、孙女：“你的爷爷、婆

婆如不签字，你当不成兵（他的孙

儿就想当兵），当不到公务员，入

不到党，做生意办不到执照，要你

们无法生存。”这些人不知被什么

催魂，每天打几次电话威逼龚述良

的孙儿、孙女。 

龚述良的孙子高中毕业，十七

岁；孙女初中毕业，十五岁；两个

十几岁的孩子经受不了这些恐吓，

七月十二日九点多钟到龚述良家

哭，逼爷爷、婆婆到镇上把字签

了：“你不签，要毁我们一生。” 

当日上午十点，龚述良的儿媳

妇也到龚述良家，她大吵大闹，以

死威逼龚述良签字。下午两点钟，

儿媳妇叫来派出所警察四人、村镇

干部四人，以加大威逼力度；儿媳

妇和孙儿当场破口大骂两位老人。 

龚述良老人平静地对中共人员

说：“这一切都是你们借刀杀人，

逼出来的，是你们在违法，破坏我

们正常家庭，我们俩七十岁了，只

想处处做个好人，有个健康的身

体。从我们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

身轻。遭受中共无辜打压，没过上

一天清静日子……” 

孙子还是不停地大骂。派出所

警察见此把他孙子叫去照像，还叫

他孙子把毁谤大法的言论录在手机

上，毒害孩子。 

后来，儿媳妇娘家的亲戚也都

被叫来，满满站了一屋子，以这种

架势逼迫两位老人签字。见两位老

人还是不签，孙子如同魔鬼上身，

竟拿起菜刀声嘶力竭地威逼他爷

爷、婆婆签字，还说：“不签字，

今后和你们断绝关系，要改名

字。”对这种丧失人伦的恐怖行

为，在场的派出所警察和村镇干部

竟没人吱声。◇ 

庐陵有一个法曹吏，曾经检举

一个僧人，因歪曲事实导致判他死

罪，案卷上报到州府。一天，法曹

吏的妻子女儿在家中西窗下做针线

活，忽然看见两个穿青衣的兵卒手

里拿着文书从厨房里出来，厉声对

他的妻子说：“告诉你丈夫，不要

冤杀僧人。”于是走出门去。他的

妻子和女儿惊吓出一身冷汗。过了

很久才走出来，看看大门，大门紧

闭。法曹吏回来后，妻子把当天所

见的事一一告诉了他。他听后非常

恐惧。第二天他想要偷回案卷，但

是已经来不及了，僧人最终被杀。

僧人死的当日，法曹吏在路上还遇

到过僧人。后来法曹吏用百计设祭

坛祈祷致歉，都无济于事，一个月

后竟然还是死了。（出自《稽神

     图：CCTV 的天安门自焚画面：王进东两腿间盛汽油

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在烈焰下竟完好无损；警察拎着灭

火毯在王进东身后等待，直到他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

把灭火毯盖上。到底是灭火还是拍戏？ 

    2001 年 8 月 14 日，自焚骗局在联合国会议上被曝

光，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

为。声明说: 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

演的。其目的是诬陷法轮功。 

录》） 

二十三年以来，中共用利益

驱使各级官员，诬陷、冤判信仰

“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因

此，大量官员遭到报应死亡。为

什么还有人执迷不悟呢？受中共

无神论毒害的人们，只看重眼前

利益，而没有看到危险的一面。

◇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
害他人的利益，从未侵害
他人的权利，从未防碍他
人的自由，从未干涉他人
的信仰，从未藐视他人的
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治
诉 求 ， 一 贯 坚 持 和 平 理
性。法轮功何罪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