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防疫文件披露，中共当局

对包括石家庄藁城区“1号病人”在

内的早期确诊者做了详尽的流行病调

查。报告显示，当局既未能找到传染

源头，也没发现任何病毒境外输入的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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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武汉肺炎病毒疫情仍

在持续蔓延升温，各地纷纷采取极端

化的疫情防控手段，导致民怨载道，

民生悲剧频发，造成的衍生危害甚于

病毒。

通化市民断粮断药 女子绝望
跳楼

吉林省通化市爆发武汉肺炎疫情

之后，1月21日宣布封城。当局将

疫情防控政治化，官员为保乌纱帽，

不顾百姓民生，实施严苛封锁，30

万人口的城市只配备800名志愿者。

1月22日，某小区青年男子欲突

破封堵出门买口粮被拒后，持刀捅伤

了防疫人员；另有网络视频传出一位

通化女子从10层住宅楼跳下；同期，

通化市民透露，有两人上吊自杀。相

关信息已经被中共屏蔽。

因大量市民被封在家里，面临断

粮断药，网民涌入微博求救，舆论哗

然。24日，通化市副市长承诺对居民

基本生活物资配送到户。一位网友贴

出了收到的一个星期的天价菜，两颗

大白菜、几颗洋葱等，100元人民币。

北京隔离：一棒子打死
北京大兴融汇小区李先生对媒体

披露：一栋楼里有一个确诊病例，全

楼业主必须全部集中隔离，整个转移

过程从早上8：30折腾到下午5点，

有确诊病例单元的和没有确诊病例单

元的业主全部混杂在一起转移。“不

是密接（密切接触者）也搞成密接了，

（中共的做法）惨无人道。”

李先生所在的隔离点房山艺术之

家酒店的窗户被焊死。住了两天，多

人在群里反映缺氧头晕，致电12345

（市长热线）无人回复。“试想一个人

在封闭的不见天日的房间内，呆21

天隔离，会不会导致缺氧窒息、消毒

水呛人、病毒、抑郁等其他危险。”

可笑的是，政府允许养宠物的家

庭可留个人居家隔离，照看宠物。有

民众揶揄：“早知道，我租条狗在家。”

因舆情沸腾，当局只好搁浅这一奇葩

政策。

层层加码的防控手段
宁左勿右是中共各层官员向上表

忠的拿手好戏，疫情防控手段层层加

码。有网友总结低风险地区是否可回

乡过年，卫健委会说没事；省里说要

核酸检测；市里说要核酸+居家隔离；

镇里说要核酸+集中隔离+居家隔离；

最后到村里就直接说：“滚！”

微博热传今年过年流行语：“2021

年，乡愁是一张张核酸检测证明，我

在这头。故乡说，你就在那头吧，别

回这头。”

中共推行极端防疫手段 危害猛于病毒

寻找真相 远离瘟疫

“境外输入”遭专家质疑：买进口货被感染 概率接近于比空难都低

短   讯

自2020爆发武汉肺炎病毒以来，

中共一直在对外推责，每有疫情，“境

外输入”是官宣统一口径的标准答案。

1月23日，张文宏在央视《新

闻调查》节目谈论“疫情下的冷链”

话题时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国消费

了无数的海鲜，买了无数的东西，我

只是看概率，因为买了一件国外进来

的东西而被感染，到现在为止一例都

没有发生。”

他还说：“当这个概率接近于比

空难都低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有消息称，中共拟普及国产疫苗

接种，计划达90%接种率。事实上，

很多老百姓对国产疫苗安全性根本就

不放心，尽管中共承诺免费，目前实

际接种率为1.5%左右。

北京市民：中共推行疫苗
令人感到恐怖
北京市从1月开始给市民接种疫

苗。官媒的消息说，北京市第一剂的

累计接种人数超过190万，第二剂从

1月22日开始，计划在2月8日前完成。

北京石景山的市民赵先生向外媒

记者透露，他从一位体制内的朋友那

里听说，他们（官方）要求90%的人

都要打疫苗。

“疫苗的背后是很复杂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非常恐怖，不可预测，不

管疫苗是真的假的都很恐怖。”赵先

生说，“（如果是真的疫苗）它们（中共）

自称很快就研究出来了，那说明在疫

情没爆发前就已经研究出来了，是专

门有系统有安排的一种行为；要是假

疫苗也很恐怖，那得害多少人啊。当

然，反正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个很恐怖

的社会。”

赵先生听说已经有人拒绝接种，

他的建议是“能不打就不打”。大陆

曾有很多儿童打疫苗出事故，赵先生

接触过一些上访的家长，他认为大陆

国产病毒疫苗“有很大可能有问题，

（要比小孩子的疫苗）危险性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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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大陆极力推行国产疫苗

的同时，还在海外进行“疫苗外交”，

但引发高度质疑。

中共与东南亚、非洲、中东、南

美的十几个国家签订了大陆国产疫苗

合约，给出的好处是疫苗更容易取得，

价钱低于美国疫苗价格，同时给购买

国政府优惠，而美国疫苗则要在昂贵

的冰柜中运输和储存，价格比大陆疫

国产疫苗持续引发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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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

北京人称国产疫苗恐怖 医生拒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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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民和医生对国产的武汉肺炎疫苗高度警惕。曾有很多儿童打假疫苗出事故。

医生：大陆疫苗风险大
当局举动可疑
医生王先生详细分析对比了中外

疫苗的差异。他认为，大陆国产疫苗

存在很大风险，他和家人都不会接种。

王先生注意到，国外的疫苗是高

风险的老年人优先接种，而在大陆则

是年轻人先接种。“早期曾经有几个

幼儿园接种（疫苗），后来就说18岁

以下、59岁以上的，以及有合并疾

病的人暂时都不要打了，当局到底为

什么这么安排？”

他猜测，这是当局要让更多人接

种疫苗的手段，“可能是怕老年人打

了后，不良反应会多一些，身边的人

可能都不愿意打了，（所以）先把不

容易出反应的人群打了，这就说明这

个疫苗的安全性不过关，当局自己都

没有这个自信。”

另外，国外的信息公开透明，而

中共则惯于一味地掩盖。王先生说：

“（中共）不公开实验数据，什么都掩

盖，这个政府是坏事做得太多的那种，

肯定要防备多一点；国外疫苗出问题

的话，媒体会报导，第三方机构会调

查，而大陆出问题不会报，你一在网

上发，它就给你删，言论封锁管制越

来越厉害。”

北京朝阳区退休医生夏女士表

示，她认识的医生都不会去接种疫苗，

“这疫苗肯定不能打。”她说。

苗贵。

但是，泰国订购大陆的科兴疫苗

后，其公共卫生部要求北京当局进一

步提供科兴疫苗的信息；印尼总统接

种科兴疫苗后，民众提出质疑。南洋

理工大学印尼副教授阿米尔表示：“为

什么印尼不等更好的疫苗？”

马来西亚科学、科技、创新部长

凯里·嘉马鲁丁则反对订购科兴疫苗。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如果我们对安

全性和有效性不满意，我们就不应该

买这一种疫苗。”

目前，中共推行的国产疫苗分别

来自国药集团、科兴生物、万泰生物、

中科院微生物所与安徽智飞（合作研

发）等。国药疫苗被中共称为“保护

率为79.34%”，但去年数百名接种

国药疫苗的外派人员染疫，大陆疫苗

专家陶黎纳披露国药疫苗“众爱可维”

有73种副作用。科兴疫苗经过巴西

布坦坦研究所实验研究发现，其有效

率仅为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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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五套动作舒缓优美的功法。法轮

功祛病健身的奇效令医学界叹为观止，

很多绝症（包括癌症）、罕见病、疑难

病患者修炼后不可思议地康复了。

2003年3月20日，明慧网刊登

的《法轮功健康调查报告北美235例》

显示，修炼法轮功对健康非常有益，

224位反馈者在修炼后，健康状况得

到极大的改善。有些修炼者的慢性疾

病完全消失，有的病情显著减轻。

20多年以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信

仰“真、善、忍”，以各种方式展开了

反迫害活动，使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

如今，法轮功弘传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被

翻译成40种语言文字，让无数人走向

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身心受益。

武汉肺炎愈演愈烈，人类已采取

的手段封城封户、限制出行等等，已

难奏效。在2020年的武汉疫情中，许

多患者身染瘟疫之后，诚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而峰回路转，绝

处逢生，在明慧网这样的例子比比皆

是。只要您谨记并诚心诵念 “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这救世的“九字真

言”，大劫中必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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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结论，他们发现这个城市许多人

感染了新的变种病毒——巴西变种。

巴西变种存在免疫逃避的能力，可以

逃避人们体内已经出现的抗体，躲过

他们的免疫反应，让他们再度感染。

事实上，从英国病毒变种之后，

病毒变异频发，而且在向着逃避人体

免疫力的方向走。目前发现的南非变

种、巴西变种和最近美国加州发现的

变种病毒，都具有免疫逃避的情况。

病毒似乎具有智能，它想方设法

躲过各种抗病毒疗法，好像无论人想

出什么办法，它永远比人再狡猾一分。

玛瑙斯市的群体免疫被打破，是一个

不祥的征兆。

去年9月，一份由加州大学洛杉

矶分校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的研究发现，新冠康复患者体内保护

性的中和抗体水平，在短短36天之

内就衰减了一半，这个速度让专家

非常吃惊。同为冠状病毒的SARS、

MERS产生的抗体能够维持一至两

年。新冠病毒与SARS相比变异更快，

令医学难以捉摸。

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
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

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导原则，

“封城”面临挑战 避疫路在何方？
封城封户封门，造成社会停摆，

耗费巨大资源，次生灾难深重，这种

极端的防疫措施真的能阻断病毒吗？

英国传染病专家：封锁措
施于抗疫无益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1月22日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在英国首次发现的

冠状病毒（中共病毒）变体“可能与

感染患者的死亡率更高相关”。这是

英国当局首次承认，病毒新变种具有

更高致死率。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

病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的研究表

明，英国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于抗疫

无益。

早在去年，对于封锁带来的作用，

就有过较大范围的讨论，2020年10

月上旬，6000多名科学家和医生签

署一份反对锁定措施的请愿书，称美

国和英国的锁定措施正在造成“无法

弥补的”损害，并敦促让那些不在

高危类别的人应该能够正常生活。瑞

典隆德大学内科和流行病学教授彼

得·尼尔森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

下，COVID-19（新冠肺炎）造成的

死亡将远远少于因社会封锁、经济被

毁造成的死亡。”

“群体免疫”能否赶上病
毒变异速度？

2020年12月，英国伦敦帝国

学院的病毒学家法里亚在《科学》期

刊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根据对巴西

玛瑙斯市的定向观测，这个城市有

3/4的居民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他

判断，这个感染比例足够让城市的人

产生“群体免疫”了，新冠病毒即将

从这里销声匿迹。

群体免疫，就是通过让人口中大

面积人群以自然方式感染病毒或接种

疫苗，形成抗体，从而达到集体免受

感染的目标。

针对玛瑙斯市令人费解的现象，

1月12日，法里亚的研究团队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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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怕瘟疫了

六岁孩童念“九字真言” 高烧一宿退

一位网友给明慧网写下了令

人感慨的留言：

我姐为了坚持信仰被抓进监

狱。因为是我姐，我不能不管，就

通过认识的警察，一次次地去监狱

看她。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中共

的残忍和无耻，跟我在中共媒体上

看到、听到的宣传正好相反。

现在瘟疫降临，我姐（已出狱）

很为我担心。上个月教我学法轮功

的动作时，说：“如果我们不在一

起时，遇到被封门了，炼功能增强

抵御病毒的能力，同时把‘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牢记在心。”于

是我就随我姐一起做动作。

没想到炼完四套动功后，我

因做手术造成不能高举的胳膊，不

知不觉地举过了头顶，不能下蹲的

腿和不能下弯的腰也能做到位了。

现在我不再怕瘟疫了，因为

法轮功的能量能杀死病毒，即使病

株变异也不怕。不会（炼功）动作的，

真心敬念“九字真言”，也能有效果。

前几天我回老家，老家的亲人给

我讲了几个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显神迹的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6岁孩童念“九字真言”
40度高烧一宿退了
弟媳的孙子6岁。2021年元旦

前，他高烧40多度，他爸爸要送他到

医院，孩子不去。晚上，孩子翻来覆

去睡不着，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看到孩子小脸蛋红扑扑

的，很精神，再一看，孩子脖子上戴

着一个护身符，问孩子咋回事？孩子

说，我睡不着觉，不知道咋的，就摸

到了护身符。“我把护身符戴在脖子

上，我就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然后，我就睡着了。这不，

我就不发烧了，我的感冒好了。”

弟媳说，孙子还会教别人念这九

个字呢。前两天，孙子感冒好了，到

理发店理发，跟理发的阿姨说，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灵了，他自

己高烧就是念好的。还让那个阿姨也

好好地念，还把自己脖子上戴的护身

符给阿姨看。阿姨夸他真是个好孩子。

是啊！这“九字真言”可真灵啊，

只要诚心默念，就会得到福报的。

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的心里话

念佛的人转念“九字真言”
弟媳还讲了这么一件事：我们村

有个信佛的，天天念咒（阿弥陀佛）。

后来，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后，开始诚

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九字真言”。现在，她逢人就说：法

轮大法护身符能保人平安，念“九字

真言”会身体健康。

弟媳告诉我，我每次回家给的护

身符，弟媳都会给她留一个的。去年

这个信佛的女人来弟媳家，问了好几

次，叮咛等我再带回家的好东西，一

定给她留一份。我说，这次你把躲过

大瘟疫秘诀护身符给她一个，再给她

真相看看，让她真正得救。弟媳说，

我一定会马上给她送去的。

医院诊断不治的人念“九
字真言”活得好好的
2015年9月，做客时遇到一个

亲戚，我看她脸色蜡黄的，就问：“身

体怎么了？”她说：“得了不治之症，

活一天算一天。”我说：“有办法，你

只要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你一定会平安的。”

当时，我就给了她一个护身符。

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答应一定会

诚心默念的。

这5年多过去了，明白真相了的

她活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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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中可看出，这位网友是法轮
功学员的家属，如果人们都能识
正邪，就不怕瘟疫降临。

2020年12月5日，台湾法轮功学员排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