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月底之前“B.1.1.7”将成美国主

要毒株。

另据报导，最近在芬兰发现了一

种新型变种病毒株，它融合了英国和

南非变异病毒的特征，而且无法使用

任何现行的检测方法检测出来！

丹麦科学家示警，变种病毒正以

惊人的速度传播，到4月初，疫情恐

将如海啸般席卷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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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调查团队

首席研究员班恩巴瑞从中国回到瑞

士后，2月15日向美媒透露，2019

年12月疫情就在武汉广泛传播，估

计在1月23日武汉封城前53天已有

1000人染疫；且已发展出13种病毒

株。这说明病毒早在去年12月之前

就已传播一段时间。

中共拒绝提供关键数据  引起
双方激烈争论

世卫专家希望中共当局开放血液

数据库，特别是武汉捐血银行数千份

可追溯到2年前的样本。然而中国在

疫情爆发后，许多采集到的证据在几

个月或几周后就丢弃了，导致世卫调

查团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检验。

世卫专家成员、澳洲微生物学家

德怀尔对路透社透露，中方拒绝提供

涉及最早一批174名染疫者的原始资

料，只允许专家看几个病例，这不符

合流行病学的标准调查方式。双方曾

因此激烈争论。

这份病例列表详细记录了患者于

2019年12月武汉市爆发疫情初期的

关键数据，极其重要，且当中只有一

半病例个案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另一世卫专家小组成员、丹麦流

行病学者费舍尔说，若没有检视原始

资料就无法更深入地做出分析，而在

其他多数国家都会提供这类资讯。

2月13日，专家小组成员、荷兰

病毒学家库普曼在记者会上指出，调

查后发现河南、湖北和湖南省有92

人在武汉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出现类似

武汉肺炎的相关症状。

英首相吁签大流行病全球条约
2月15日，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

世界大国应该签署一项关于大流行病

的全球条约，以确保在疫情爆发后，

同意提供关于大流行病的任何数据。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强调，

世卫组织专家调查组的报告必须是独

立的，结论不能被中国政府干预或改

动。中国政府必须提供疫情初期的完

整数据。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接受BBC

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由于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迅

速蔓延全世界。截止目前，全球已有

1亿多人感染，240万人死亡。

世卫专家：武汉封城前53天 就有上千人染疫

寻找真相 远离瘟疫

发现病毒变种合体  疫情恐失控

动   态

美国加州一家国家实验室最近发

现了武肺病毒的两种新变种病毒株的

组合体，是英国的变种“B.1.1.7”

和源自加州的新变种“B.1.429”的

组合体。科学家担心，这种组合体会

让武肺病毒的传染性和抗药性变得更

强，恐导致疫情失控。

去年9月在英国出现的变异毒株

“B.1.1.7”，不仅传播力比先前提高

了30％～ 70％，致命率也恐提高3

成～ 7成，被称为“灾难性”的。

目前“B.1.1.7”已在英国部分

地区成强势病毒，并入侵至少82个国

家或地区。据美国医学顾问福奇估计，

世卫专家小组负责人班恩巴瑞在接受访问时披露，武汉疫情范围比外界认为的还要广泛。



中共广西柳州市防疫指挥部在

2020年12月的一份文件显示，新增

加了“大数据发展局”，凸显大数据

成为实施监控的核心和关键。

交通运输局负责会同大数据发展

局、公安局协查跟踪重点关注人员乘

坐过的交通工具数据轨迹。

通信管理办公室负责协调电信、

联通、移动三大运营商，在民众不知

情的情况下，通过手机收集各种隐私

信息。

大纪元获得邢台市防疫文件，揭

示了公安局直接操控电信运营商监控

民众手机通讯，收集定位信息。

中共借抗疫之机，已经将急救医

疗系统与微信、支付宝收费功能对接；

“健康码”与民众日常生活全面捆绑，

若无健康码，中国人连买菜、坐车、

看病等基本生存权都被剥夺。

“健康码”系统收集到包括个人

身份、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

甚至人脸信息，与中

共公安共享。

中共通过大数据

全面监控民众的衣食

住行，甚至在互联网

上的一举一动，然后

协调政府机构、社区、

网格员、综治、公安、

卫健疾控等人员，对

全民实施立体监控。

因揭露疫情真相，

至今仍有7名公民记

者或评论者被中共囚

禁。其中张展因披露

疫情第一手资料被判

刑4年。去年初，武汉

居民方斌拍下武汉第

五医院5分钟内搬出8

具尸体的视频，在国

内外引起轰动。陈秋

实在去年1月26日拍

摄到武汉第十一医院

急诊室中“一具不知

放了多久的尸体”。

驻华德国记者马凯在新书《我们

被和谐了》中指出，中共让人们忘记

了疫情是如何传播的，把舆论引向其

抗疫模式的成功，并宣传说凸显“中

共制度”的优越。然而，“公共健康”

和疫情已经变成中共数字极权主义的

借口和长期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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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持续延烧，2月14日，

河北省再度公布一例本土确诊病例，

封闭管控卷土重来，一些街道、楼房、

单元门又被封死。

处于封城中的网友纷纷表达他们

的绝望：“再封下去有多少人会因为

还不上房贷、车贷而生不如死！”“再

这样封下去要得抑郁症了。”

“强烈要求政府精准分级防控，不

日前，德国著名科学家维森丹

格在研究中，提出病毒来自武汉实

验室的多个线索：

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将

新冠病毒病原体从蝙蝠携带给人类

的中间宿主动物；

新冠病毒可以“出人意料

地”与人体细胞受体结合，打入人

体细胞；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没有

蝙蝠供应，该市场出现的病毒是来

自于蝙蝠这一说法并不能成立；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拥有全

球最大的蝙蝠病原体收藏之一；

武汉病毒实验室存有安全

缺陷的记录。

世卫顾问、知名基因学专家杰

米梅茨也指出，病毒来自实验室泄

漏的几种可能性是：研究人员被病

毒感染，或实验室没有很好地处理

垃圾。但目前中国官方拒绝提供任

何信息，这更显示了病毒是实验室

泄漏的可能性。

他说，2003年非典时期，亦

如2019年年底，中国政府首先想

到的是如何掩盖事实，并删除了有

关实验室的所有数据，关押向外界

传播真相的公民记者。

河北再现本土病例  网民叹封城生不如死

专家：病毒来自
武汉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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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借疫情监控民众不择手段 透 视

要搞一刀切！”

“所有人一视同仁封40多天还不

解封，有想过老百姓的感受吗？有关

心过老百姓有什么困难吗？想要一个

科学精确的分区防控就这么难吗？”

2月7日，藁城区恒大绿洲社区

数千名小区业主，无法忍受长期封锁

及政府人员的嚣张跋扈，与管控人员

发生拳脚冲突。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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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如果不是出自天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封锁没起作用？到底是什

么导致了瘟疫？医生尼古拉斯德在当

时这样思考到：“为什么即便在同一所

房子里，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人感

染瘟疫？他们同吃同住同呼吸，睡在

同一张床上。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差

别？是上帝的智慧在区分……”

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伦敦，人们

对物欲和感官追求的愿望远大于对上

帝的虔诚，杀生、酗酒、赌博、乱伦，

伤风败俗成为时尚文化。清教徒们忧

心忡忡，认为上帝的惩罚即将降临。

极权神话：由封城到“疯”城
2020年，作家方方记述了武汉

封城期间的疫情实录。

封锁导致的死亡数字来得更猛，

“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

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

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

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

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

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

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

光……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

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经断气。”

“昨天的数据，新增病人断崖式

下跌……我的医生朋友已经告诉了

我，这是算法不同导致。修改算法，

措施错施  路在何方？

封锁真的能阻挡病毒传播吗？英

国于1月4日宣布全国封锁，1月6

日～ 15日感染率增加，死亡人数也

一直在上升。

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图显示，从去

年12月英国发现变种病毒，各国政

府都祭出封锁措施。然而，全球确诊

和死亡的数据曲线却呈45度角向上

爬升。

300多年前的瘟疫封城日记
1665年，伦敦爆发鼠疫。政府

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聚集性活动

被取消，动物被捕杀，防疫人员焚烧

刺激性燃烧物进行空气消毒。英国作

家迪福在日记体小说《伦敦大瘟疫》

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

“如果发现或怀疑有疾病，市政

有权扣押财产并将其及其家人封闭，

封闭期限为一个月，直到病毒消失为

止。因此实际上这个家庭被软禁了。

通过这种方法，整个家庭被判处缓慢

而可怕的死亡。”

封锁对阻挡病毒没有特效，8月

～ 10月间，伦敦掩埋了7万多疫亡

尸体。10月以后以每周上千人的数

字攀升，高峰时每周死7千人。

1665年大瘟疫夺走了伦敦10万

人的生命，瘟疫在一场大火后突然消

失。瘟疫和大火都不是伦敦人故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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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数字上好看点。”

日记的真实性戳穿了中共所谓抗

疫神话假相，颠覆了所谓“武汉经验”。

2021年英国变异病毒在中国大陆多

点爆发，中共将“武汉经验”发挥到

极致，被封锁的居民断食、断药，情

绪失控，几乎被逼疯，产生的人道灾

难与恐慌不亚于病毒。

措施错施  路在何方？
瘟疫经过一年多的攻城略地，似

乎已经稳妥地进驻地球大部分角落。

美国学者马凯尔说：“死亡通常在

生命全盛时期发动袭击，而拯救永恒

的灵魂是最重要的：在这样的环境中，

人们必须细查每种瘟疫背后的警告和

含义。”

面对瘟疫，人们照搬中共的措施，

都是排斥神的，而不是基于对神的敬

畏和信仰。

英国牧师查德顿曾描述瘟疫的消

弭方式：“能驱散上帝愤怒的，不是打

扫卫生，保持室内与街道的清洁；而

是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灵魂远

离罪恶。”

目前最紧迫的事就是脱离邪恶的

源头共产主义及中共，它诞生一百多

年来给人类带来的就是饥荒、战争、

灾难与背离神之后的全面道德沦丧。

瘟疫有眼。武汉肺炎疫情起源于

共产中国，共产邪灵在那里迫害亿万

百姓，迫害追求“真、善、忍”的法

轮功信仰群体，以致社会溃烂，乱象

丛生；而全球其他疫情重灾区，也都

是亲共或极左思想猖獗的地区。只有

远离中共，远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才能驱疫避祸。

北京大兴地区民众网上呐喊表达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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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欢迎你们
很快回国

2021年中国新年来临之际，哈

尔滨的王警察（化名）接到海外法轮

功学员讲真相电话。

“《九评》我都送别人好几本了”
他说：“你不需要跟我说太多，

法轮功真相我很清楚。我告诉你‘寻

衅滋事罪’在中国有两个含义，一个

是那些受到欺负的，遭到强拆，受到

冤屈的人上访，他给你定这个罪；再

一个就是过去所说的反革命罪。”“你

想一想，魔鬼欺负的都是什么人呢？”

学员说：“对啊，打压的全是好人。

从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迫害死了

8000万人。”接着问他：“您看过《九

评共产党》这本书吗？”

王警察回答：“这本书我有，我

都送给别人好几本了。”

学员说：“太好了，你真是个有

正义感、有思想的人。”

“像我这样帮法轮功的警察在
我们市有很多”

王警察说：“法轮功本来是可以稳

定社会的一种力量，但是为什么打压

你们？”

学员说：“因为炼的人太多了，江

泽民出于自私和妒嫉，就制造谣言，

栽赃陷害法轮功。”

王警察说：“这个集团的思维就

是这样，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

百姓抱成团。”“我有几个炼法轮功的

朋友，当初他们被抓的时候我都帮过

他们。”“我们市有两万多个警察，像

我这样的很多，我非常清楚。”

学员说：“在这个无度贪腐、欺压

良善的社会现状下，你们真是了不起

的人。”

“我还帮了不少人做‘三退’”
王警察说：“‘三退’我早就做

了。我周围的十几个人，我都帮他

们退了。”“我想你们很快就可以回国

了……欢迎回国来找我。”

最后学员嘱咐他：“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您即使不炼法

轮功，佛法的威力也能跟咱的身体沟

通起来，瘟疫病毒就上不来。”

王警察说：“我听你的，谢谢！多

保重！”

杰玛是来自香港的移民，住在蒙

特利尔。她的男朋友杰克是加拿大人，

生物学教授。1月15日，杰玛打通

了表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

于先生的电话。

“哥，我们中招了，我和杰克都

感染了新冠病毒，刚被验出是阳性，

怎么办啊？”于先生对表妹说：“你先

慢慢平静下来，不要急，你们就诚心

念我告诉你的‘九字真言’‘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是‘忍’不是‘美’。

记住了哦，一定没事的。”

于是，杰玛就坚持天天诚心念诵，

染疫中想起法轮功  平安渡过劫难
几天后身体慢慢好转。而杰克到第五

天时情况非常严重，全身骨头痛，发

高烧，咳嗽；到了晚上呼吸困难，味

觉和嗅觉全部消失。

杰克是讲法语的，说中文比较困

难，他只会念“真善忍好！”但他也

开始坚持念。

于先生给他们讲为什么念这九个

字管用。中国古老的科学认为人体是

一个小宇宙，和大宇宙是对应的。“真、

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也是人类的

普世价值。法轮大法的宗旨就是“真、

善、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就顺应了宇宙特性，与整个宇

宙贯通了。宇宙的正能量，从无限微

观到无限宏观全部都贯通到念诵者的

身体里，那个病毒不就解体了吗？

杰克连续念诵了两天后，果然感

觉有力气了。能站起来后，杰玛就要

表哥在视频里教他们炼功。

杰克只跟着炼了第一套功法，当

天就有了胃口，开始吃东西。炼了两

天后，感觉身体已经恢复正常。跟进

他们的医生说：“你们百分之百好了，

可以结束隔离了。”

现在两人每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炼

功。杰玛庆幸地说：“感谢法轮功师父

救命之恩。”

绘画：善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