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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岁初，英国发现高传播率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将困扰

人类一年的疫情再次推向了新的高峰。目前，全球感染人数已突

破一亿大关，死亡人数超200万。疫情传播超速，国内出现一人

传播102人的案例；英国出现年轻人疫亡；北美出现无旅游史患者，

接种疫苗后感染……

病毒变化多端，各国应急措施却大致趋同：封锁、检测加疫苗。

而中共除了一如既往地掩盖疫情外，还格外鼓吹国产疫苗的效果。

事实上，早有媒体不断揭露，接种过国产“灭活疫苗”的中国外

派员工频频出现群体确诊，如塞尔维亚多达约300名天津工人确诊。

瘟疫究竟从何而来？传统文化中指明瘟疫来自神的惩罚，针

对的是背弃神、忤逆天意之人。

2000年前古罗马暴君尼禄迫害基督徒，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

最终导致罗马灭亡。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

1992年传出的、有着亿万人修炼的法轮大法，具有祛病健身

的神效。江泽民出于妒忌而疯狂迫害。中共的迫害从1999年至今

21年仍未停止。瘟疫何尝不是中共的倒行逆施招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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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身染瘟

疫的武汉人有因诚念“法轮功大

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起

死回生，完全康复。本期《绝处

逢生》系列连环画册中的故事，

均取材于明慧网上的真实事

例，如您能静心阅读，定能助

您和家人走过当前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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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女婿
封城前逃离武汉！

2020年1月17日，我女儿和女婿带着两个孩子回武汉看望

父母，打算过了年初六回来。腊月二十九日早晨，听说武汉

疫情严重，要封城。他们当晚连夜开车返回陕西家里。回来

后才知道武汉肺炎已迅速传播开了，人人自危，气氛紧张。

作者  大陆法轮功学员

编辑  柏松  绘画  舒清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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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儿非常懊悔，要是早知道武

汉肺炎这么严重，就不让他们回

去了。中共就是不说实话，什么

都隐瞒，掩盖，遭殃的是老百姓。

封城前，女儿一家还在武汉华南海

鲜市场吃了两顿饭，这怎能不让人

担心、恐惧？但我对孩子说，你们

不会有事的，你们都做过三退（退

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只要相

信师父、相信大法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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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年 初 二， 女

儿说有点咳嗽、

发烧；女婿也气

喘。老伴儿说要

不 要 去 医 院 确

诊 一 下？ 我 说

不能去，一去就

会被隔离，这个

病没有特效药。

我说，你们就诚

心敬念“法轮大

法 好、 真 善 忍

好”，保证没事

的。外孙女又问

她 的 父 母 听 清

楚 没 有？ 一 定

要 记 住 姥 姥 的

话。只要念“九

字真言”，一定

会好的。

5女儿、女婿很认同，就在家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请

师父保护。过了4天，他们说全都好了，要把孩子接回去。

他们说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儿子也是和他们一起

回来的。他在武汉呆

的时间长，被大数据

信息跟踪。社区不断

打电话询问情况，儿

子 说 在 家 里 自 动 隔

离，什么事都没有。



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只是有点头痛，睡了一晚上，就好了。测了

一下温度，不烧，没问题。儿子很相信大法，一点都不担心。大概

半个月后，社区不再打电话了。法轮大法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良方。

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

二十多年了，今年70

岁了。以前我身体不

太好，经常头晕，血

6

压、血脂高；又有神经性

胃炎，喝水都吐；还患上

了更年期综合症，真是想

什么病来什么病。

单位同事让我炼法轮功，说祛病健身有奇效。我觉得不可思议，

医院都治不好，炼功就能炼好了？我不相信。后来又有人让我

看《转法轮》，我晚上一口气看了五讲，觉得书中的话讲得真好。

我也有供的，打开红布一看，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

睛，牌位上的黑字不见了，变成了一个个白圈，都

抹掉了，真的像师父讲的不存在了，真神呀！

7

就在我看第二遍时，出现了奇迹。

书中说：“过去你供过的那个狐、

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

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



看完第二遍《转法轮》后，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各种病症都消失了。

从我的身体变化上，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修炼至今，我无病一

身轻，没有吃过药，打过针，进过医院，老伴儿、儿女们都支持我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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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女上高中时成

绩不好，班上50个

同学，她排名40多

位，全家都很着急。

我告诉外孙女好好

念“九字真言”，师

父会给你开智开慧。

外孙女很相信，并

诚心敬念。

9
高考时，她竟然考了

620分， 全 班 第 一。

这让外孙女更坚信大

法了。真是一人炼功，

全家受益。

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大法，能使修炼者身心健康，使社会道德回升，人心向善。

然而却遭到中共长达二十余年的迫害。目前法轮功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翻译成40种语言出版发行。请大家珍惜大法弘传

的珍贵机缘，“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可是救命良方呀！



国产疫苗
安全吗？

在疫苗被寄予厚望的当

下，财经网发文引述专

家 的 说 法：“ 新 冠 疫 苗

ADE比例不低”！瞬间

引爆学术界。人们最担

心的事也许发生了……

作者  大陆法轮功学员

编辑  柏松  绘画  舒清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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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还可以发生在2代、

3代病毒上。疫苗效果再

好，但是旧抗体不抗新病

毒，2代、3代 病 毒 会 挟

持旧抗体，随意进入细胞，

旧抗体反而成了变异病毒

的面具、帮凶，轻易逃过

免疫系统的识别，使病毒

毒性大增，病情迅速加重，

甚至速死。 

ADE效应简要图示
ADE意思为抗体依赖增强，体内抗体

不但未能有效抵抗相关病毒，反而增

强了病毒的感染能力。如图，感染病

毒S1后产生S1抗体， S1抗体如果不

能有效抵抗病毒S1，或病毒变异，反

而会使病毒毒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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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上海防疫专家张文宏，疫苗选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张文宏反问：“买

国产车还是进口车你们都能鉴别，为

什么一到疫苗就鉴别不了呢？” 

新冠病毒集古今病

毒之大全，既不怕

冷又不怕热，传染

性 强， 潜 伏 期 长，

变异快，变异范围

广，攻击免疫系统

和所有器官，抗体

寿命短。上海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专家

日前透露：该团队

最新研究发现，新

冠 病 毒 确 实 存 在

ADE现象，而且比

例不低。相关研究

结果正在等待发布。

12 新冠病毒一边传播一边变异，当变异出强悍版，转回中国来引发ADE，

就会点燃疫情，这几乎是必然的。ADE比例大，接种了疫苗，疫苗就可

能成为定时炸弹，在人体内等待变异病毒引燃。

古今中外的预言警告人类，最终

是靠圣人（《圣经》称为弥赛亚，

佛家称为未来佛弥勒）传正法救

赎，而不是疫苗。武汉肺炎疫情

中，只要人们诚念“九字真言”

就能彻底痊愈，传说中的创世主

拯救人类，或许这一幕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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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裔法轮功学员涂安住在法国巴黎，修炼法轮功仅一年时间。在武汉肺炎

蔓延全球期间，她的姑姑、房客和她叔叔的好朋友都感染了武汉肺炎，通过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迅速得救。涂安由衷地感动，她对记者讲

述了三人得救的经历。

诚念“九字真言”
武汉肺炎快速康复
作者  法轮功学员

编辑  柏松  绘画  舒清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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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被救的人是我的姑姑温悌虹淖。姑姑78岁了，住在巴黎。2020年3月，

姑姑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持续一个多星期高烧不退。人已经进入昏迷状态，

住进了急救室。她的儿子一直没有告诉我们实情。

我知道消息后，马上给表弟打电话，并传送给他

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让他立刻播放给姑姑听，

还让他帮忙给姑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告诉表弟，这是最有效、最简单能救姑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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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姑姑的症

状全部消失了。她居然给我打来电话，

聊了 20 分钟。姑姑说，以前你们一直

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在

你放心吧，我一定看。

我还是不放心，决定

打电话给姑姑。我心

里求师父帮忙。电话

接通了，没想到姑姑

略微清醒，居然接了。

我大声地告诉她：“诚

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电话那

头只能听到姑姑微弱

地“嗯”、“嗯”答应着。

16 几天后，姑姑就出院回家

了。现在，姑姑开始读《转

法轮》了。她说等禁足结

束后，要去参加集体炼功。

第 二 个 被 救 的 是 我 的 房 客 穆 元 佟 先 生。

2020 年 4 月，穆元佟先生用虚弱的声音给

我打电话，要我过去将浴室里墙上的洞堵上。

他说因为从那里进来的冷空气使他生病了。

尽管是禁足期间，

我还是快速地赶

到他那里。

17



我看到他躺在床上，

带着羊毛帽子，盖

着被子，像一只毛

绒玩具熊。他在发

烧，卧室暖气开到

最大，热得像蒸笼，

但他仍感到非常冷。

他说夜里就感到很

虚弱，打了急救电

话，救援的人给他

吃了退烧药后就离

开了，他的烧却一

直没有退。

我留下来照顾他很久，给

他讲法轮大法如何好，讲

自己的修炼故事。离开前，

我在纸上写下“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嘱咐他

要一直念，会有转机。

18

他说整个晚上都在念诵我给他写的“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现在他好了。当天

下午，因为有点咳血，他还是不放心，去

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被武汉肺炎感染了！

第二天中午，我带着法文版《转法轮》再次来到房客家。进卧室时，我

发现暖气关小了。他镇定地躺在床上，说今天早上感觉很好，出去买了

矿泉水和食物。我非常吃惊：这是昨天下午那只冷得发抖的玩具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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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族中有 20 多人在炼法轮功。平时

我们都会特别嘱咐家人，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可以救命，保平安。

我告诉他不要担心，继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第二天，他

的武汉肺炎症状全部消失，不再发烧，也不咳血了。两天后，医生让他

回家了。他准备禁足结束后和我学五套功法。

20
在疫情很严重的4月，叔

叔打来电话说他的好朋友

年图泰患上了喉癌，还染

上了武汉肺炎，非常危险。

他向我要“九字真言”的

具体内容，想救这位朋友。

我笑了，叔叔早就知道内容，他会忘了吗？

叔叔是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弟子亲口说出的

这九个字会不一样，带有慈悲的场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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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年图泰先生给我叔叔打电

话表达谢意，因为他感觉好多了。两天

后，症状消失，医院允许他回家了。

本文故事取材于明慧网的真人

真事——《诚念九字真言  快

速从武汉肺炎康复》。更多精

彩内容，请翻墙访问法轮大法

明慧网 www.minghui.org，翻

墙软件获取方法请见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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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对14个发达国
家调查发现，73%受访者对中国（中共）持负面
看法,是中国（中共）得分最差的一次。各国对
中共掩瞒武汉疫情导致全球流行非常不满。

2020年初，武汉爆发新冠肺炎，
中共掩盖疫情，打压吹哨人，谎
称“不会人传人”。武汉封城前，
500万武汉人流向全国与世界各
地，导致疫情全球大爆发。

中共为脱罪，屡屡将病毒来源嫁
祸外国。各国一致谴责中共隐瞒
疫情，要求彻查病毒起源。7月，
逃亡美国的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
闫丽梦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以
亲身经历揭露中共掩盖武汉肺炎
疫情。

约61%受访者认为中共应对病
毒的全球蔓延负责。迄今武汉肺
炎导致全球200多万人死亡，一
亿多人感染。冬至前后，英国发
现变种病毒，传染性、致病性激
增，全球疫情再次告急。中共给
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中共掩盖
武汉肺炎疫情
国际形象创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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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疫情期间，某晚9点，居委会来调查我家有没有湖北那边过来的人。

我问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下班？他说得加班到12点。我说：“你这样挨家跑对

你也不好啊，也不安全啊！”他说没办法。

24

居委会的人
也“翻墙”
作者  法轮功学员

编辑  柏松  绘画  舒清

明慧网

25我说：“这个疫情很严重啊，比萨斯严重好多倍，不可控啊！”他说：“你

要是看政府的报道啊，就是可控的，你要是不看报道啊就是不可控的。”

我说：“你看刘伯温预言说猪鼠年有

大难，这是瘟疫啊。共产党喊口号，

能对抗。它拿啥对抗啊？拿原子弹

打也不好使，这是病毒，冲命来的。”

他说：“庚子年是个大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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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他说：“翻墙啊！”我一听乐

了，说：“你也翻墙啊，我也

翻墙。”他也哈哈笑了。

我说：“你知道吗，罗马大瘟疫时，有的

人亲人死了，他就抱着自己的亲人也想一

起死……”他打断我说：“那肯定也传染上

了。”我说：“没有，那瘟疫就是

不传染他，他没死。” 

27

他的表情很疑惑。我说：“你说现在武汉的肺炎，

不就是无药可医吗？全凭自己拿命去抗啊，有

的就能抗过来，有的就死掉了。”他说：“是啊！”

我说：“这么些年法轮功学员告

诉大家如有大难，记得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看来是真

的啊！”他问我翻墙用哪个软件？

我说我用小鸽子，还有一个叫无

界的。我问他用啥，他说他用那

个B开头的软件，无界他也有，

那是法轮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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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法轮功有一流的科技人才，那个网

站很好。国外很多做大生意的都用那个网

站里的信箱，因为安全啊，不像我们中国

国内所有的软件、电脑、家里的电话、手机、

微信，全是被监控的。”他点点头说知道。

他说：“你知道吧，我们居委会每个人就给3个名额！”我问啥意思啊？他说：

“只要查出的染疫病人超过3个，就不给报了，不算在得这病的人数中了。”

我说：“你说这共产党坏不坏吧！”他说：“共产党就这样！”

29

我问：“你翻墙，那你‘三

退’了吧？”他摇摇头

笑着问我：“你是炼法轮

功的？”我说：“我妈炼，

我妈炼功才有了好身体。

她还能伺候村里的孤寡

我说：“你知道吧，现在退党的都3.7亿

人了，大家都在退，你多大岁数了？”

他说50了。我说：“那我得称您叔叔了。

那您没经历过文革？”他说：“没有，但

是知道很多，死了很多人……”

老人呢，都说她是个好人。可是她却让共

产党给抓牢里关了3年。那时我才17岁！”



30

我说：“共产党是个土匪，历次运动杀

了多少人啊。共产党组织在很多国家

被视为非法组织，以后要是出国，到

时人家问您是不是共产党员，人家要

查出来就拒签！”他说：“是吗？！”

我继续说：“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善恶有报，老天爷要灭它的，连带它的成员。

您得为自己着想了。您想想，入党时让咱宣誓为它牺牲一切，奋斗终生。您

赶紧退了吧。叔叔，您贵姓啊？”他告诉了我。我说：“这个姓真好，那您叫

某福临吧！洪福临门。希望您能平平安安的！”“嗯，嗯，好！好！好！”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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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亿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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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您啊，这一下可平安喽，

大难里您绝对没有事！”他听明

白了，哈哈笑着说：“没想到你

也翻墙……”随手帮我把门关上。

他高兴地往楼上继续登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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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大瘟疫
的启示
作者  法轮功学员

编辑  柏松  绘画  舒清

明慧网

公元65年至565年期间，罗马发生过四次大瘟疫，死人无数。强大的罗马

帝王由盛及衰。前三次分别发生在65年尼禄统治时期、164～180年马克乌

斯·奥里略时期和250～270年间盖勒乌斯、克劳第乌斯统治时期。而这期

间正好是基督教遭受罗马皇帝迫害的严重时期。

33耶稣被尼禄用“参与政治”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基督徒被放入斗兽场任

猛兽撕咬，供人观赏。三次大瘟疫是神对罗马迫害基督教的严惩。尼禄染

疫后在叛乱中自杀身亡。马克乌斯·奥里略、克劳第乌斯都遭报应染病暴毙。

第四次大瘟疫是始发在541年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大鼠疫，史称“查士丁尼

鼠疫”。据作家普罗柯比记载，高峰期拜占庭每天死亡1.6万人，“所有的居

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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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估计这场瘟疫可能使数百万人死亡。瘟疫来临前，查士丁尼征服运

动达到了高潮，他抱着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却没有想到，当年迫害基

督徒的万古罪业，已经使罗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怎么可能再展辉煌呢。

历史学家约翰描述：“人们相互之间正在交谈，突然他们就开始摇晃，然

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人们在市场上买一些必需品，在他谈话或者数零

钱的时候，死亡也许就会突然袭击这边的买者或那边的卖者……”

35

数次大瘟疫终结了罗马辉煌的历

史。但基督教却获得了奇迹般的

胜利。基督徒们不顾自身安危，

勇敢救助染疫者，帮助他们祈祷，

忏悔和请求宽恕。基督徒们的大

义与勇敢使他们获得了人们的信

任和赞誉。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

以“真善忍”为指导，具有祛病健身神效，短短7年吸引上亿人修炼。江泽

民出于妒忌于1999年对法轮大法大打出手。中共的迫害已经持续了21年。



36 遵循古罗马大瘟疫的启示，我们发现萨斯和武汉肺炎均起源于中国，而

这两段时间正处于中共严重迫害法轮功的时期。瘟疫何尝不是冲着中共

而来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远离中共才是避疫的真正良方。

有研究者发现，海外疫情严重的地区与感染者都是

被中共严重渗透地区与亲共者。2020 年 3 月 1 日，

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游行，向民众传递救世良

方：“远离中共，远离瘟疫！”

37

电视画面上的王进东，浑身烧得
焦黑，可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却完好无损。有人专门做了实验，用
汽油烧塑料雪碧瓶，点燃后，5 秒瓶
子开始变软，7 秒收缩变形，10 秒缩
成一小疙瘩并燃烧。可王进东两腿间
的塑料雪碧瓶不但完好无损，连颜色
都未变，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塑料瓶子烧不坏？3

刘思影重度烧伤，要严格消毒隔离，
医务人员也应少进少出，减少感染机会。
怎能允许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
帽子、手拿话筒进行现场采访呢？

2 穿便服进入烧伤者隔离室？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自焚”录
像慢镜头显示，图 1、刘春玲身上的
火已被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
头部；图 2-3、刘春玲双手不自觉地
护卫被打击部位，随即倒地，被打弯
的重物从刘春玲脑部快速弹起；图 4、
一名身穿大衣的人正好站在出手打击
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被烧死？1

1

3

2

4

2003 年 11 月 8 日，《伪火》荣获

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

誉奖。该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

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

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该案是中共

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伪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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