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打疫苗出了问题谁负责？

7月30日，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发表的一项研

究显示，今年7月在麻萨诸

塞州巴恩斯特布尔县爆发的

469例确诊患者中，有74%

的确诊病人是完全接种者，

他们大部分人感染了变种病

毒株Delta。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称，所有的COVID-19疫苗

在对抗变种病毒时，都出现

有效性降低的问题。英国政

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于

7月30日发布一项报告指

出，“几乎肯定”会出现一

种变种新冠病毒，“让目前

的疫苗失败”。

美国CDC主任瓦伦斯

基也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最大的担忧是在Delta

变种之后，“还可能再出现

新的变种，并逃避疫苗的保

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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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消息却只有掩盖、封杀，难

以让民众信任。

中共当局一面声称打疫苗遵循“知

情、同意、自愿”原则，一面下达指令，

强制各级单位、学校打疫苗。学校的通

知上不盖公章，并且要求学生要签一份

承诺，风险自负，如果注射后产生任何

后果，不追究校方责任。

近期，在南京、扬州等地的新一波

疫情业已出现重症和危症病人，而且绝

大多数人都是打过两次疫苗的。

对于青少年打疫苗，其他国家持谨

慎态度。早在6月，欧美mRNA疫苗的

发明者马龙（Robert Malone）博士在

福克斯电视上说：“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

在年轻人和青少年中打疫苗是安全的，他

们不应该被逼着去打疫苗。”他所指的是

18～ 22岁人群。

张文宏公开承认，疫苗的作用有限，

要人们学会跟“病毒共存”，说无论人们

愿不愿意承认，即便通过疫苗接种，今

后仍然不能完全控制疫情的持续和反复。

然而却遭党媒打压，此后来自北大、上

海高校及医疗专家纷纷出来声援张文宏

医生。对于强制学生注射疫苗已开始在网

络发酵，越来越多家长已明白真相，拒绝

给孩子打不明不白的疫苗。

在德尔塔变异毒株从南京、张家界

蔓延至全国多地，引发新一波疫情之际，

大陆多家媒体不久前刊发了题目为《7月

“科学”流言榜：青少年不打疫苗因副作

用大？》的文章。文章作者看来，如此“利

国利民”的好事，却有人反对。文章笼

统地说：“根据临床试验积累的数据和专

家评审论证，充分证明疫苗对3～ 17岁

人群是安全的，诱导产生抗体的能力非

常强。”

然而，专家评审的结果，在哪儿公

布的，是否有权威性？该文却避而不提。

如果不敢公开试验数据和专家论证内容，

那国人有理由怀疑疫苗的安全性。

近期网络有视频披露的两个案例，

也让知情的民众裹步不前。一个是8月初，

江苏无锡江阴中学一名学生在体育馆打

完疫苗后，出现脸色发白出虚汗、接着

抽筋的不良反应，救护车赶来的时候人

已经不行了。另一个是8月8日，扬州

市江都区郭村一中学生在当地接种点打

疫苗后，当场昏倒，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由于当局下令封锁打疫苗后产生的不良

反应数据和案例，是否有更多类似情况

我们不得而知，但绝不会只有这两个案

例。对此，中共当局能否回应谁来对出

现不良反应，乃至失去生命的学生负责？

科学家担心
疫苗失效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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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大
是流言？

还强制接种！

那怎么有打完出危险的？



近日，中共各大党媒，包括中文

和多语种版本，都集体报导了一个所

谓“瑞士生物学家威尔逊·爱德华兹

（Willison Edwards）”的脸书帖文，

指控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二次病毒溯源

计划是“美国施压的结果”，为疫情

甩锅。

8月10日，瑞士驻华大使馆在大

陆微博公开辟谣，声明“查无此人”。

随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和中

央电视台有关这位生物学家的报导页

面就全部404了。

南太平洋岛国媒体报导早于中
共官媒

在中文党媒删文后，英文党媒也

纷纷删除相关报导。但美国之音12日

报导说，“参考消息网”7月31日的

一篇中文报导并未删除。与其它党媒

直接引用“Willison Edwards”的

贴文不同，“参考消息网”这篇报导

声称该消息来自“美国‘南太平洋之

声’广播电台网”的报导。自由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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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生物学家”来自何方？网友挖到源头
Edwards”的脸书账号是在7月24

日才开通的，没有个人头像，只有三

个好友。而且该账号在开通当天就发

表了那篇指控世卫组织病毒溯源的帖

文，之后再未发文。

网友发现，知乎网站上很早就有

一个使用“Willison Edwards”名

字注册的账号，而且也自称“生物学

家”。该账号时常在知乎上用简体中

文发表与中共宣传口径一致的言论。

有人试图通过该账号的头像确定

“他”的身份，结果发现，该头像曾经

出现在早年国产肥料“金坷垃”的包

装上，身份是“美国圣地亚戈国际农

业集团总裁威廉伯爵”。

“金坷垃”自称产自“美国圣地

亚戈国际农业集团”，其广告于2007

年推出，内容经常夸大不实，包括非

洲人、美国人、日本人争抢“金坷垃”，

“威廉伯爵与美国总统同等威望”等

等，一度成为网民恶搞与揶揄的对象。

在“金坷垃”没落后，这个所谓的“威

廉伯爵”的头像，又被广泛地应用于

中国各类商品的包装或广告中。

俄媒记者提问 驳斥
中共指称的“阴谋论”

在外交部7月30日的例行记者会

上，俄罗斯塔斯社记者提问发言人赵

立坚说，中方援引国际研究者称，人

工合成病毒以及实验室泄漏都是阴谋

论；同时中方又呼吁调查美国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请问“认为实验室

泄漏是阴谋论”和“呼吁调查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是否相互矛盾？

赵立坚语塞，随后诡称，中方已

经两次邀请世卫组织来华开展溯源研

究，专家组还参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现在应该是美国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

查德堡的时候了。

电台报导说，党媒保留这篇报导，疑

似有意暗示它们“是被外媒误导”。

不过，网友们挖掘发现，所谓“美

国‘南太平洋之声（Voice of South

Pacific）’广播电台网”并非来自美

国，而是南太平洋岛国斐济的华人团

体打造的一个新闻App。该App去

年推出时还曾被党媒中新社报导。

该App早在7月26日就发出英

文报导，引述所谓的“瑞士生物学家

Willison Edwards”的脸书帖文，指

控美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网友们

纷纷讥讽，中共党媒所称的“外媒报

导”，原来还是通过大外宣“出国转内

销”的产物。

知乎网站发现“瑞士生物学家
Willison Edwards”的踪迹

针对在脸书开设账号的“瑞士生

物学家Willison Edwards”，网友

们也展开“肉搜”行动，并在大陆知

乎网站上发现了“它”的踪迹。

这个“瑞士生物学家Willison 

瑞士驻华大使馆在微博辟谣



帮国王消灾。国王当太子时喜欢打

猎，射杀了孔雀大明王菩萨所生的雌

雄两个雀雏。国王得的这个病，是在

偿还射杀雀雏的罪业。现在三年冤愆

（qiān，意为冤仇罪过）已满，幸你

来救治国王的病。我特来收妖邪也。

国王患病三年，表面看是孙悟空

治好了国王的病，其根本原因是他射

杀雀雏的罪业还完了。可见人得病不

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

瘟疫有眼 
古代讲“天人合一”，人间表面

的灾难，都对应着背后的原因。道教

陈抟老祖在《心相篇》中讲：“瘟亡不

由运数，骂地咒天。”就是说瘟疫与

运数无关，是因为这个地方不敬天地，

侮辱神佛，而招致的疫情。当今流行

的新冠病毒，是不是在警示世人呢？

古语云：一日行善，福虽未至，

祸已远离；一日行恶，祸虽未至，福

已远离。

法轮功为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于

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有五套缓慢柔和的功

法。短短数年间，上亿人修炼，身、心、

灵获得健康，社会道德回升。1999

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

广获民心，发动了迫害，对亿万修炼

者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

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已有四千

余人被证实被迫害致死，无数修炼者

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被打毒针、被

灌食，甚至被活摘器官。迫害发生

22年了，仍在暗地里持续着。

人不幸的根本原因
《西游记》第七十一回“行者假

名降怪犼 观音现象伏妖王”：唐僧师

徒一行来到朱紫国倒换关文，碰上朱

紫国国王病重，出榜招医，孙悟空揭

榜治好了国王的病。

原来，朱紫国国王的王妃圣金娘

娘被妖怪抢走了，妖怪隔一段时间来

找国王要两个宫女，国王昼夜忧思不

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幸遇孙悟空

出手施救，国王才得以摆脱疾病。

这时，正好观音菩萨来收妖。观

音菩萨对孙悟空说：那妖怪是自己

的坐骑金毛犼，它私自下凡骗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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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为何行瘟

“三退”保平安

明代万历年间的五瘟神画像

2019年，湖北女子监狱很多人

确诊感染瘟疫，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

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监狱对法轮功

学员实行专门看管，两个人看管一个

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奇怪的是看

管法轮功学员的两个人都感染瘟疫，

再换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也感染瘟疫，

唯独法轮功学员没事，第三次派来的

人不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就没有

感染瘟疫。

明慧网上刊登了一个题为《百

姓：“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的故事：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正劝一位

时尚女士“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女士开心地说自己和家人

都早退了！并乐呵呵地说：“咱这里的

天灾人祸少！”

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

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

“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

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

炎疫情发生，唯有咱这里没有。”男

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

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

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

为什么“三退”就能得平安？中

共迫害法轮功也会殃及中国百姓，“三

退”就是跟中共划清界限，表示中共

做过的坏事遭到报应时与你无关，你

就不在报应之列，这是指没有参与迫

害法轮功的人。如果曾经参与或正在

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不敬、辱骂法

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毁坏法轮功

书籍、真相资料的这些人，除了“三

退”，还要真心向法轮功忏悔：不再

迫害法轮功，帮助法轮功学员，将功

补过，才能走过劫难。如还不悔改，

等待的是更大的天诛。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
声明“三退”。如今，超过3.8亿人“三退”。全球退党
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扫码“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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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是大难来时保命的真言，他俩都听进

去了。在被病毒包围的环境中工作，

他俩都没有染疫。大女儿是武汉某医

院的医生，在疫情期间被安排在发烧

门诊工作了一个月，直接接触的都是

发烧的病人，但也平安无事。

武汉肺炎在我们家族失去了传
染力

一位家住湖北的法轮功学员在

《武汉肺炎在我们家族失去了传染力》

一文中说，我们家族有三十多口人，

大年三十，在农村老家的二十多人还

一起吃了年夜饭。

正月初一，我堂兄就开始发烧、

咳嗽，初三就确诊为武汉肺炎。我们

家族中除堂兄一人外，其他人都要了

大法真相护身符，也支持大法，并

做了“三退”。堂兄被中共谎言欺骗，

对大法说过不敬的话，有抵触心理。

这一次，我跟他进一步讲真相，

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后康复的

实例。他问我“九字真言”是什么？

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他跟着我念了两遍，并同意继续念。

结果当晚就不发烧了，不久就病愈出

院了。

堂兄的儿子、孙女以及一起吃饭

的二十多人都属于密接者，但却没有

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

炎在你们家怎么失去了传染力？”其

实，我们家族的人都知道不是武汉肺

炎失去了传染力，是法轮大法保护了

我们。

现在大家一听到“密接者”就避

之唯恐不及，哪个地方出现疫情，家

属、同事等密接者就成为首批隔离对

象。这波德尔塔病毒侵袭导致疫情更

为严峻，已经出现民众在密集排队检

测中染疫，其中包括南京两岁的孩子

和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

可能有人说，这都是碰巧了，是

偶然因素导致的，中招了也没办法，

人们不去思考“偶然”的背后因素是

什么。南京官方称零号病人是上飞机

打扫的保洁员。很多人提出异议，从

俄罗斯到南京的航班，检测出七人呈

阳性，途中飞行九个小时，为什么同

机乘客都没有染疫，而保洁员上去打

扫半个小时就染疫了，并且引发这么

大的疫情？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讲“神目如

电”“善恶有报”，福祸因果没有什么

是偶然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几个密接

者为何能安然无恙。

在武汉当医生护士的孩子们都
安全

一位家住武汉的法轮功学员在

《武汉肺炎荼毒武汉 我的家人都安

全》一文中说，我的小女儿和小女婿

都是武汉某大医院的护士，小女婿还

是急诊科的主要护士，疫情期间每天

都在接触、面对各种病人。

2020年1月18日，还有一周就

要过大年了，我们让他俩回家来和我

们一起提前吃年饭。看到小女婿沉默

少语，焦虑，精神萎靡不振，我就再

次给他俩讲真相，并叮嘱他们一定要

为什么这些“密接者”不染疫？

那为什么这些密接者诚念“九

字真言”就能躲避瘟疫侵扰呢？这

些是个例吗？去年九月，一篇《新

冠病毒疫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

考》论文，对来自世界六个国家的

36例合格病例进行了研究，发现

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100%，尤

其是11例重症患者中有10例痊愈，

1例好转。

研究报告指出，我们对“九字

真言”的效果感到惊讶的同时，也

不得不重新审视、思考现代科学和

医学未来发展之路。真正要从人体

彻底清除病毒，需要依靠人体自身

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法轮大法是性

命双修功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具

有强大的正面能量。当人诚心念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这

种强大能量场就能传递到念诵者身

上，增强免疫系统的抗病毒能力，

正所谓《黄帝内经》所说“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更多真相，请下载翻墙软件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网门扫码即看自由门电脑版

2021年8月19日

研究报告：
“九字真言”有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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