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导致严重呼吸道疾病、脑炎和脑水

肿，其致死率在40%～ 75%之间。

立百病毒在中国大陆、印度、孟

加拉国都有过爆发，其在中国爆发致

死率高达75%。目前无药可医，也没

有疫苗可预防，全球药厂巨头几乎没

为此做准备。

翻墙软件下载 扫码“三退”疫情周报
2021年2月3日  第19期  www.minghui.org

据法新社、美国之音报导，1月

31日下午，世卫（WHO）专家组到

达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回答聚集

在市场入口处记者们的提问，周围安

保密集，车队直接进入市场后，安保

人员随即拉起了路障，禁止其他人员

入内。

中共早就销毁了证据
武汉的白领吴先生接受媒体采访

说，WHO被中共严重渗透了，加之

接触专家组的人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还有替中共背台词的群众演员。这种

考察最好的结果也是得出一个来源不

明或者和稀泥的结论。

2019年12月31日，多名患者被

发现与华南海鲜市场相关后，当局连

夜关闭了该市场。之后，对市场进行

了数天消毒，彻底清理了市场内的动

物及相关物品。

就在世卫专家组准备进入中国调

查的前夕，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网站内删除了300多篇由武汉病

毒研究所做的研究论文，被多名国际

专家批“毁灭证据”。

“你是来查病毒的，不是来看
展览的”

武汉市民、疫情受害人张海对记

者表示，世卫专家组为什么不见真正

的受害者家属？自己通过记者朋友帮

忙发邮件给武汉市政府和世卫总干事

谭德塞，要求见世卫专家，但是他们

至今没有回复。

2月1日是张海父亲的周年忌日。

张海说，中共当局通过各种打压和禁

言，企图让他不要追究其隐瞒疫情的

责任。“我肯定会追责到底。”

世卫专家组到武汉调查疫情源

头，一切都是偷偷摸摸，好像见不得

人的做派，不敢公开接受媒体采访。

“任何事情只有在阳光下，防止阴暗

面、暗箱操作，才是可信的。”张海说。

1月30日下午，中共当局把世

卫专家组弄到武汉博览中心，去参观

中共湖北省当局设立的“抗疫成就

展”。张海觉得特别好笑，“你是来查

病毒的，不是来看展览的。”

中共限制当地市民的人身自由
武汉市民杨女士对记者说，中共

当局“整个就是黑社会的做法，我们

也没有地方可以发声”，“我们这边有

很多很多的人受到疫情的伤害，我们

很想得到外界关注，但是我们连世卫

专家的面都见不到。我们都被关在家

里了，被管控起来。”

杨女士质疑，世卫专家组都没办

法接触到敢说实话的市民、受害者家

属，他们怎么能知道疫情的真相？！

世卫组织专家来中国调查  武汉市民怎么说

寻找真相 远离瘟疫

立百病毒致死达75%  毒性更大恐大流行

短   讯

据英国《卫报》报导，总部位于

荷兰、由英国和荷兰政府等资助的非

营利组织“药品取得基金会”针对世

卫组织（WHO）公布的16种传染病

调查提出报告，发现致死率高达75%

的立百病毒恐将成为下一场在全球造

成大流行的病毒。

立百病毒由特定种类蝙蝠与猪只

带原，能够直接人传人，也可以通过

受污染的食物来传染。人被感染后，

2021年1月31日，世卫组织调查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小组成员彼得·本·恩布雷克（Peter
Ben Embarek）参观了已封闭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REUTERS / THOMAS PETER）



吉林通化市疫情爆发已有两个多

星期，疫情依然严重。当局对居民长

时间封门、封户，却没有提供基本的

生活物品。

封锁15天送一次菜
前几日，通化市缺粮、断粮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

当地居民陈雷（化名）透露，在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追问通化市长李平

之后，15天里，当局只安排送过一

次菜，“一捆蒜苔，两个萝卜，三个

胡萝卜，一棵大白菜，三个圆葱（洋

葱），4袋挂面。”

政府送来这些食物后又消失了。

他现在能省则省，“一天吃两顿饭，

昨天我就吃了一顿，得紧着给孩子吃

呀……”“我们家两口人还能维持两

疫情周报

武汉市民刘佳鑫2020年9月辗

转来到洛杉矶。去年他经历了76天

武汉封城。

疫情爆发后，他出现了疑似症状，

咳血、发烧。他跑了很多家医院，可

医院和社区中心互相踢皮球，他一直

没能得到正式的诊疗与看护，最后是

自己服药好了，但永远失去了味觉和

嗅觉。

刘佳鑫认为，生病不可怕，真正

恐怖的是中共的抗疫方式。武汉人都

清楚封城就是任其自生自灭。

武汉亲历者：中共防疫是人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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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封城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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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吧。我朋友家今天就剩一颗白菜，

还有一个萝卜，他们四口人，他家就

没有菜了。”

物资配送无法保证
市长李平声称，目前通化市的生

活物资“十分充足”，但后面数万网

友留言骂声一片：“肉蛋奶在哪呢？根

本就没有，也买不到，水果也没有！”

当地网上下单还设了最低消费门

槛，得买足50或100块钱才给配送。

许多老年人根本不会使用微信，也不

懂在线支付。

网格员负责指挥配送物资的志愿

者。陈雷说，“我们这个单元，竟然喊

了两天网格员没喊着人。一喊到人，

就给你们电话，（让）你们（自己）跟

他联系。”可是电话打不通。

拨打12345便民热线也一直打

不通。有人家里又快断粮了。

媳妇和公公被关一起
1月28日，网友发视频显示，通

化市第三人民医院隔离房间里没有卫

生间，只有三张单人床，床上有简单

的铺盖，只放了一个“坐便器”，下面

可以放一个塑料盆接便。而且媳妇和

公公关在一个房间里隔离。

网友怒斥：“这哪是隔离，这是虐

待！”这还是在医院里，要是到集中

隔离点，条件就更无法想像了。

“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就

是平地盖了房子，把所有的患者、疑

似患者赶进去，造成很多人道灾难。”

“中共为了鼓吹自己的制度优势，

处处宣传自己挽救了很多生命，但怎

么没看到封锁造成了多少人枉死？”

他说，中共官方的数据不可信，

据他在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

“疫情高峰期时，武汉每天至少有

5000人死亡。”

他认为，“封城”是野蛮文明下的

产物，除了中共，全世界没有国家使

用这么残忍的封锁方式。

封城期间，政府没有提供任何现

金补助及协助买菜等服务。因无法出

小区购物，代金劵也无法使用。

封城前一片口罩已涨到30元人

民币，政府没有给居民提供任何医疗

保护物品。

很多家庭父母双亡后留下小孩没

人管，政府也不会管。

刘佳鑫质疑：“所谓的制度优势，

疫情防护的方式就是牺牲一个小区、

一个城市的人去保卫自己的政权。我

们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什么要牺牲

自己的生命去成全它的政权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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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阿霞的

一位基督教朋友，染疫后住院10天，

没任何好转。阿霞让他诵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还送给他一张印

有“九字真言”的护身符。朋友担心

念“九字真言”会影响自己的信仰，

阿霞向他解释说，不是要改变他的信

仰，法轮大法救度一切善良人，不分

信仰，诚心念诵就能痊愈。之后不久，

朋友检测转阴性，康复出院。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法轮大

法是佛家高德大法，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会获得宇宙中正神

的保护，产生正的能量彻底解体病毒。

远离中共，切断病毒之源
共产主义自诞生以来，宣扬无神

论，反神，反道德，带来人心溃败，

社会乱象，灾难连连。中共自1999

年起又残酷迫害法轮功。

2020年3月网络上流出一份内

部名单显示，在感染武汉肺炎死亡的

329人中，党员高达217人，占比

66%。而全球数据显示，凡亲共的政

要名流、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和

地区，疫情尤为严重，如美国，社会

主义者居多的蓝州染疫者死亡率几乎

是保守主义红州的3倍。

人们常说瘟疫有眼，如今，瘟疫

正是冲着中共红魔而来，只有远离中

共，才能保全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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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瘟疫流行，管师仁一家安然无恙。

真心忏悔者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天师道（正

一道）创始人张道陵让染疫者回忆一

生所犯错误，一条条亲笔记下来，扔

到水中，向神明发誓不再做那些错事，

如果再犯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人们

按照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

姓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

“举头三尺有神灵”。当人真心忏

悔时，神灵是能看到的，就会把人身

上的邪气和厉鬼赶走，病自然就好了。

听神劝告者

《梦溪笔谈》记载，江浙嘉兴僧人

道亲，宋神宗熙宁七年在温州雁荡山

行游，途中见到一位奇人，身着短衣，

须发皓白，面若少年，在落叶上疾走

如飞，那些叶子却纹丝不动。奇人原

来是仙人，他对道亲叮嘱了两件事，

第一件，当今皇上九年之后会患病，

让他务必将一颗龙寿丹献给天子；第

二件，“明年会有大瘟疫，吴越地区

最严重，你的名字已列在死册。你现

在服下我的药，努力修善，可免祸。”

道亲自那后勤于修心向善。隔年

南方果然流行大瘟疫，两浙一带疫死

者十之五六，道亲安然无恙。后来他

又设法将龙寿丹献给宋神宗，皇上认

为他是个疯子，将药丸束之高阁，根

本没吃。神宗36岁时果然病亡。

道亲与皇上，一个遵照神嘱，一

个不以为然，结果大不同。

信神，念九字真言者

武汉肺炎爆发一年多来，明慧网

上刊登了诸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九字真言而痊愈的真实故事。

武汉80岁的李先生，去年一月

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进医院时已显

示大白肺，生命危在旦夕。亲戚得知

后告诉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老人照做了，7天后康复出院。

康复后的患者73%有后遗症，而李

先生两次检查，身体各项指标良好，

没有任何后遗症，就像从来没感染过。

瘟疫来袭  绕过几种人？

历史上，当大瘟疫流行时，总会

不可思议地绕过一些人。541年～591

年间的查士丁尼鼠疫造成2500万人

死亡，亲历者伊瓦格瑞尔斯记述一些

人与疫死者亲密接触却不被感染，一

些失去亲人的想主动拥抱死亡而速

死，“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

成似的”，他们依然健康如故。

哪些人不会受瘟疫的侵扰呢？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瘟疫往往

会绕过这几种人：

积德行善者

管师仁，宋朝浙江缙云人，同知

枢密院事。某年大年初一早起出门，

突然遇到了几个高大厉鬼，管师仁叱

问它们来此何干。鬼说：“我们是疫鬼，

在新年的第一天，将要在人间散布瘟

疫。”管师仁问：“我们家会有吗？”疫

鬼说：“没有。”

管师仁问缘由，疫鬼说：“能够

避免者是祖先三代积德行善的。管家

三代积德，抑恶扬善。”果然，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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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间主病鬼王五瘟使者众像，明朝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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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叔现在天天
念“法轮大法好”

相信法轮大法好  公公的命运改变了

我给屯中老二叔讲了法轮功

真相，并送给他一个真相小广播，

他很高兴地接受了。

2020年9月28日中午，老二

叔兴冲冲地来到我家，他说，他念

“法轮大法好”受益了。

老二叔腿脚不好，走路不方

便，还不能提重物。自从听我讲了

大法真相后，他就经常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没事就听我送

他的小广播，里面有法轮大法真相

小故事。

一天晚上，老二叔睡觉翻身，

突然腿“咯嘣”一声响，疼得他龇

牙咧嘴。过了一会，就好了。

又一次，老二叔在他90多岁

的老父亲家，也是睡觉翻身时，腿

又“咯嘣”一声疼起来，过了一会

又好了。

经过三次这样的疼痛后，老

二叔的腿、脚脖子全都好了，脚脖

子上的大包也没了。

“我现在能拿120斤东西，走

路还轻快！”他一边说一边在地上

迈着步子来回地走，高兴得像个小

孩子。

老二叔以前胃有毛病，凉的

硬的都不敢吃，吃完饭躺在炕上就

觉得胃胀，不舒服。有一天，他听

小广播，听着听着，就觉着要大便，

上厕所去便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饼

子，从此以后胃就好了，再也不难

受了。

老二叔说：“我现在天天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走路念，

干活也念，三更半夜睡不着觉，我

就把小广播放耳朵边听。我还唱呢，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

法就是好！”

我公公今年86岁了。在他30多

岁的时候有人给他算过命，说他“69

岁有个坎，79岁往下就算不出了”，

就是说他的命到此为止了。这句话，

我结婚后已经听公公讲过好几次了。

公公69岁和79岁那两个年头，

也确实发生了两件大事：

69岁那年的一天，公公无

缘无故一大早就起来把楼下的店

门打开后离开了，那时家人都没

起来呢，店里一个人都没有，结

果小偷进来偷走了大量商品和现金，

价值十几万。

公公平时很喜欢喝酒吃肉，患

上了高血压、心肌梗塞，血又黑又粘

稠，去上海的医院治疗后就一直吃药

维持。

79岁时，老毛病没好，又患上

了心绞痛、血管硬化等病，身体每况

愈下，就送去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却

对家人说：“治不了了，有多少钱都治

不了，再好的医院也治不了，而且说

不定在转院的路上人就没了。”

家人、亲戚听了之后焦急万分，

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听到后去医院看望公公。之前

我已经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也做了

“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他也知道大法好，有时也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可他身体好点

了就又不放在心上了，不念了。

我对他说：“现在只有大法师父

能救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吧，坚持念，您一定会好起

来的。”公公听了，很吃力地对我说：

“算命的说了，79岁就没命了……”

我说：“那个算命的人确实算得

挺准。可现在您遇到大法了，您已经

明白真相了，也退出了中共的党、团、

队组织，生命已经不归红魔管了，大

法师父就能够改变您的命运。只要您

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好，师父一

定会救您的。”

听了我的这番话，他点了点头，

表示接受和赞同。临走时，我给了他

一个MP3，让他听大法音乐《普度》

《济世》。不到一个星期公公就出院了。

一到家，他就对我说：“《普度》

音乐太好听了！”现在，他经常会在

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如今已经过去7年了，公公依然每天

喝酒吃肉，每年体检，各项指标都正

常。老家的粗活、农活，他一个人就

全干了，村里人说他是“全村第一健

康人”。

公公的亲身经历让我的亲人们又

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