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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真善忍



2020年10月2日，美国移

民局发布重磅政策通知，除

非特别允许，禁止曾经加入

共产党或附属组织的成员申

请美国绿卡和移民。

2020年11月·第164期·愿每一幅画面  都能唤醒您心中的正义和良知

2020年8月30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第12届华沙文化节，带来了舞龙节目。

托玛克是舞龙队成员，他说：当我看了《转法轮》，真正明白了做一个好人的道理。

我变得更有责任心，做事先考虑别人，用‘真善忍’原则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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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武汉肺炎肆虐全球，新

世纪影视推出短剧《路遇》，

女主角患武汉肺炎后幸运痊

愈，让无数观众看到希望。

现实生活中，女主角的扮演

者冯娟，也是一位从绝境中

走出来的人。

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同

为华夏大地。然而不同的是，

法轮大法在大陆遭到中共的

残酷迫害，而在台湾却深受

政府的支持与欢迎。台湾法

轮功学员每年都会举行大型

的排字、炼功活动，以此庆

祝法轮大法在台湾的弘传。

2020年8月8日，多伦多法

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大多伦多

地区的万锦市的太古广场

前，举行声援“三退”大潮

的集会和汽车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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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能够帮助人们

平安度过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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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流砥柱
史料显示，国军是抗日

战争的中流砥柱。共产党有

意不抗日，并趁国民党抗战，

积蓄力量。中日大型会战22

次，中方主力都是国军；重

要战役1117次，共产党只

打过1次。日本远藤誉教授

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

以罕见的史料揭露了中共勾

结日军、打击国军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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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7年，这张国军士兵肖像

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2、1937年，在淞沪会战和南京

保卫战中，德械3万精兵壮烈牺

牲。3、2016年，远藤誉的《毛泽

东勾结日军的真相》中文版发行。

4  纵 观  |  正本清源 www.minghui.org   5

还原“抗美援朝”真相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解密了一大批前苏联的韩战档案。

这些资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当年是金日成在获得斯大林的同意和中共

的支持后首先挑起了战争，中共根本不是什么“抗美援朝”，而是“助朝侵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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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理事会投票表决同意使用武力迫使朝鲜

军队撤出韩国。2、战场上布满“志愿军”军人的尸体。中共的人海战

术使得“志愿军”死伤无数。3、 2.1万“志愿军”战俘，却有1.4万名

以“毋宁死”的坚决态度拒绝返回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选择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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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 暴力
杀戮

中共以谎言和暴力起

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欺

骗、战乱、饥荒、屠杀、独

裁和恐惧。

中共曾经承诺给农民土

地、给知识分子民主；承诺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

自由……至今无一兑现。

自中共建政以来，中

国有一半以上人口受到过中

共的迫害，估计有8000万

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两次世

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

共的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

的群体灭绝运动。……中共

的暴行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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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时期，中共种植、制贩鸦片以求生存。图为“解放区”中原禁

烟督察总局特货（鸦片）转运携带证。2、1957年反右运动批斗大会。

3、中共实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暴力土改政策，挑动贫农斗地主。

分给农民的土地没过多久又被中共收回，中共牢牢控制住农村社会。4、

大跃进时期，浮夸“亩产20万斤”水稻。三年大饥荒，海内外学者估

计饿死人数在3000万～4500万之间。5、1966年8月，红卫兵把和

尚们揪到山门外当众批斗，逼迫他们手里扯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的标语自辱门楣。6、1989年6月4日，北京长安街上的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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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谎言
——中共代表
14亿中国人

中共是从西方来的，不

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产物。它

崇尚暴力、斗争哲学，与“仁

义礼智信”格格不入。“假、

恶、暴”的言行更是与“真、

善、忍”普世价值为敌。

“为人民服务”是它挂

在嘴边的口头禅，但事实上

是人民被它奴役，时刻处在

它的监控、审查、高压、迫

害之下，甚而因言获罪，为

正信付出生命的代价。

……

这样的中共能代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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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中共最大的谎言是：他们

代表14亿中国人。但这14亿人受到中共的监视、压迫，不敢说话。2、

2018年9月12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报告中，把破坏人权

的中国、伊朗等38个国家列为“可耻”国家。3、2020年6月，中央

党校退休教师蔡霞称中共已是“政治僵尸”，“谁想出来挽救这个危局都

不可能。”4、2020年9月，媒体曝光北京村官石凤刚被抄家画面：20

多辆豪车，成柜的茅台，现场收缴720余万元、金条31公斤。5、维

基解密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000个账户，2/3是中央

级大员。从中共副总理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一个账户。6、2020年6

月4日，足球名宿郝海东宣读“灭共宣言”：“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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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祸74年
苏共消亡

1989年,柏林墙倒塌。

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

和叶利钦声明解体苏共：“马

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的邪说经

过70多年的实验，从理论

到实践都是失败的。事实证

明这是彻头彻尾的祸害人类

的荒谬邪说。我们在克里姆

林宫真诚地向全世界受共产

党迫害的人民和国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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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1年8月， 约100万 名 民

众庆祝推翻苏共。2、1987年6月，

美国总统里根呼吁戈尔巴乔夫“推

倒这堵墙”！ 3、1945年～1989

年，近350万东德人逃往西德。

美国从严执行党员移民禁令
美国移民局2020年10月2日发布重磅政策通知，除非特别允许，禁

止曾经加入共产党或附属组织的成员申请美国绿卡和移民。目前，已有大陆

党员用旅游签证入境美国时被当场遣返，或被要求有主动退党的证明。近日，

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声明退党及办理“退党证书”的人数激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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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移民局的通知。2、纽约华人公开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并

领取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团队）证书”。3、“退党（团队）

证书”（含退党网站的电子证书）被美国移民官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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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9日，北京画家、

法轮功学员许那再遭中共国保绑架。

之前，许那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共

8年，她的丈夫、音乐人于宙在北京

奥运期间被中共迫害致死。

报道说，7月19日中午，北京

顺义区空港派出所所长带着国保警

察绑架了许那。7月20日，这些警

察再次登门，非法抄家，把所有的

电子产品和摄像机等都抢劫走了。

北京艺术家夫妻
中国传媒大学文艺编导专业毕

业的许那，在家庭的艺术氛围的薰陶

下，早已成为小有成就的画家。修

炼法轮大法后，她笔下的静物、风景

更呈现出超凡和灵动的韵味，深得

美术界行家和收藏家的赞赏。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语系的于宙

更是多才多艺，他与其他音乐家一起

创建民谣乐队，被业界评为2007年

中国民谣组合中的第一名，原创作

品被著名国际性音乐频道Channel 

V向亚洲各国推广。

高墙内外的痛楚
2001年7月，许那因收留了一

些外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

判刑5年。在北京女子监狱，许那被

严管隔离、关小号，并受到长期捆绑、

剥夺睡眠等各种酷刑的折磨，她始

终坚定信仰。

于宙、许那夫妻

画家许那
再遭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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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杏初绽》  许那 油画

牢狱外面的于宙，承受着5年的

离别和担忧：高墙内的妻子，每天都

在面临残酷折磨，面对生死。

2006年底，许那走出监牢，夫

妻二人终得团聚。但是，中共对法

轮功学员的迫害没有结束，这对善

良的夫妻，面临了更大的魔难。

永远的诀别
2008年中共以奥运为藉口，大

肆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北京市尤为

严重。2008年1月26日晚，于宙与

许那下班开车回家，行驶到北京市

通州区北苑的杨庄路段被警察拦截，

进行“奥运搜查”。

当警察发现于宙和许那是法轮

功学员，立即将他们绑架到北京通

州区看守所。没想到，这成了许那

与丈夫的诀别。仅11天后，2008

年2月6日大年三十，年仅42岁的

音乐人于宙即被迫害致死。同年11

月25日，北京市崇文区法院对许那

非法判刑3年。

2011年，许那走出监狱大门。

除清瘦外，神色也没有了原来女孩

子般的灿烂。黑黑的眼眸中，是深

不见底的痛和悲悯于人的深沉。

许那用淡淡的语气给朋友讲了

一个小故事：在北京人行桥地下通

道里，她偶遇一位独自弹吉他的“北

漂”（到北京寻找机会的艺术界人

士），她走过去，轻轻在钱盒子里放

一些钱，默默地走开。

朋友明白，许那是想起了于宙。

他抬头看许那的眼中，闪着泪光。

2020年7月20日是中共迫害

法轮功整整21年的日子，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当天发表官方声明：对法

轮功21年的迫害已经太长太久，必

须停止。是必须结束这场迫害的时

候了！为许那和在中国大陆还在遭

受迫害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呼吁！



Godsend
in a Taix

《路遇》女主角的感恩

漫长艰辛的求医之路
冯娟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在

她5岁那年，母亲检查出患有急性黄

疸型肝炎，白眼仁变黄、身体虚弱

无力，医生告知，看看他们家人是

否被交叉感染。

父亲带冯娟一同去医院检查，

结果报告显示父亲肝功呈阴性，冯

娟却是阳性，并且已经转为慢性乙

肝，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击倒

了冯娟的父母。

从此，冯娟被父母带着踏上漫

长艰辛的求医之路。他们看完西医

看中医，各种治肝病的新药都要去

尝试……家里的大部分积蓄都花在

给冯娟治病上。在一段时间里，母

亲自己在家里给她注射药物，这样

就可以节省下一部分钱去支付下一

疗程的费用。

“每次注射，母亲都哭红眼睛，

不忍看着小小年纪的我遭受这样大

剂量药物的折磨。”冯娟说，“我只

恰逢武汉肺炎肆虐全球，新世

纪影视推出短剧《路遇》，女主

角患武汉肺炎后幸运痊愈，让

无数观众看到希望。现实生活

中，女主角的扮演者冯娟，也

是一位从绝境中走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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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时的我就是无休止地吃药、

打针、抽血、检查，在省内外去看

医生。我在药物作用下记忆力明显

减退，反应迟钝。”

这个病使冯娟变得自卑。每年

学校通知检查身体，她都会变得极

度焦虑，然后想出各种理由请假逃

跑。在初中一年级刚入校时，冯娟

没能逃过那次体检。

“结果学校得知我患有肝病，怕

传染给其他同学，叫我休学1年。”

冯娟说，“随后母亲又带我去医院复

诊，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说因为

我得病时太小，又这么多年治疗无

效，这样下去会转变成肝癌，名医

专家断言我活不过20岁。”

“我只记得那时侯我眼前一黑，

恍然中只听见母亲失声大哭，使隔

壁办公室的医生都惊慌失措地跑了

过来……”

“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判了死刑，

执行日期是在20岁那年！我也从此

放弃了治疗，等待命运的安排！”

峰回路转的光明之门
幸运的是，冯娟闯过了20岁这

关，在22岁那年，她结识了现在的

先生，他是一位很善良的人，冯娟

如实地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了他。

冯娟说：“几天后，他在送我回

冯娟（左二）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海边炼功。



家的路上告诉我说，他是一名法轮

功修炼者。当时我很吃惊。”

“2012年春天，我与现在的婆

婆见面了，我们聊得很开心。婆婆

告诉我法轮大法究竟是什么，为什么

中共会那样恶毒地诬蔑、迫害法轮

大法，而国际社会都在褒奖法轮大

法……原来法轮大法不仅可以祛病

健身，更是一部高德

大法，能净化人的心

灵，让人变得纯净，祥

和，健康！”

冯娟听了婆婆的

介绍，立即表示想学

法轮功，婆婆送给她

一本法轮大法的主要

著作《转法轮》。“我的人生从此开

启了一扇门！这是我等待许久的光

明之门！”

在拜读了《转法轮》和学炼法

轮功五套功法后，她虽然炼功动作

还不够熟练，但好多次觉得热流从

头顶往下灌，身体轻飘飘的，非常

舒服。“我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给我

净化身体。”

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冯娟变

得耐心平和，积极乐观。在单位对

待奖金发放不公平以及同事出言不

逊时，都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忍让与

包容。

不治之症彻底消失
2016年，冯娟和先生来到加拿

大，冯娟也面临着要生小孩。按常理，

冯娟以前患有乙肝，那么在怀孕及

生产期间很可能会传染给孩子，又

何况她以前肝病的病

毒复制较高，传染性

也强。

冯娟说：“孩子出

生后，各方面检查都

很正常，医生说她是

个超级健康的宝宝！

我知道，这是法轮大

法的威德在我生命中的展现！”

其实在这4年的法轮功修炼中，

冯娟的肝病已经消失，产后的检查

报告也显示身体健康。

“人有了生死的经历才知道什么

是最珍贵的。”冯娟说，“法轮大法

使我绝处逢生，大法师父是我一生

中最感恩的人！是师父将我从浑浑

人世间捞起洗净，给我健康的身体，

又赐予我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开

启了我生命新的希望，给我们家庭

无尽的欢乐和幸福！”

“人有了生死的经历才

知道什么是最珍贵的。

法轮大法使我绝处逢

生，大法师父是我一

生中最感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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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炼者

按“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准。

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变得诚实，善

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年，北京、武汉、

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进行了

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

祛病健身有效率达98%。

福益社会 1998年下半年，乔

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

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

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

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

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

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

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

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

信函4800多项。著作《转法轮》已

有40种文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

站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法轮大法简介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

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舒缓的功法。



波兰·华沙文化节
Europe l Poland

2020年8月30日，第12届华沙多元文化节在华沙古城

举办。波兰法轮功学员已连续12年参加活动，他们在步行街上

摆放展板，介绍法轮功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受到民众

广泛关注和支持。法轮功学员还为文化节带来具有传统中华特

色的舞龙节目，成为文化节中最受瞩目团体。

法轮功展台前时常挤满人群，民众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

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并呼吁波兰政府帮助制止中共

的迫害。更多的人索取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希望学炼法轮功。

18  采 风  |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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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轮功学员为文化节带来了具有传统中华特色的

舞龙，成为文化节中最受瞩目的节目。2、法轮大法

展位前挤满了解真相、参加征签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

民众。3、法轮功学员展示“法轮大法在波兰”“真善

忍”的横幅。4、法轮功学员向民众展示五套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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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
Around The World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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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2、2020年7月19日，华盛顿DC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

盛顿纪念碑前炼功，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3、2020年

10月10日，台湾法轮功学员参加双十节国庆庆祝活动，

民众纷纷为法轮功学员的天国乐团拍照留影。4、2020

年3月，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游行，“祝您远离中共，远离

瘟疫！”“三退保平安”。5、2020年9月12日，法轮功

学员在音乐之都维也纳游行，法船悠悠，展现法轮大法

的美好。6、2020年10月4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

员举行了传真相汽车游行活动。7、2019年10月，日本

法轮功学员在横滨繁华区举行反迫害大游行。

1

2

4

6

3

5

7

20  采 风  |  世界各地



www.minghui.org   23

美洲·加拿大
America l Canada

在北美，不同族裔的人们都在修炼法轮功。美国50个州

中有40多个州有法轮功炼功点。加拿大从总理到各级政

要都在褒奖法轮功，推崇“真、善、忍”的普世价值。

这是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海边炼功，宁静、祥和而又美好。



欧洲·布拉格
Europe l Prague www.minghui.org   251995年3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应中国驻法国大

使馆邀请，在中使馆文化处举行讲法报告会。迄今，法

轮功弘传欧洲46个国家，其“真、善、忍”的理念、实

践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得到民众的盛赞。



台湾·法轮大法好
Asia l Taiwan 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同为华夏大地。然而不同的是，法轮大法在大陆遭到中共的

残酷迫害，而在台湾却深受台湾人民的喜爱，台湾各界人士、政要在不同场合纷纷表

示对大法的支持，反对迫害。对大法的认可也给台湾带来了福报。台湾的法轮功学员

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排字、炼功活动，以此庆祝法轮大法在台湾的弘传。2019年11

月16日，约65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湾台北自由广场集体炼功。



28  弘 传  |  香港

香港·不畏强权
Asia l Hong kong

1、2020年7月20日，港版国安法通过后，香港法

轮功学员坚持讲真相，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大疫来时命可保。2、2020年3月30日，

香港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3、2018年3月20日，香

港法轮功学员庆祝近3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吸

引许多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驻足观看。4、2019年7

月1日，香港法轮功学员参加“七一”大游行。

4

1 2 3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香港民众亲身经历了

中共镇压、政府撒谎、警察暴力、法庭不公之后，切身之痛让

他们意识到，原来法轮功学员所说的都是真的。法轮功学员的

表现，让许多香港市民对法轮功的认识越来越正面。

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之前对法轮功的

误解致歉：“真正见识中共残暴才相信法轮功是真正被迫害。”“谢

谢你们的勇敢，……真心感谢你们的付出！！”“支持法轮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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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抗争和疫情中清醒
我们欠法轮功一个道歉

香港民主抗争运动使全球格局

发生了巨变；武汉肺炎在全球肆虐，

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日前，日本餐

饮巨商“寿乐·天厨菜馆集团”的

董事长夫人秦之敏（川村玉枝）接

受大纪元采访时说：“我在香港人的

民主抗争和这场疫情的灾难中清醒

了，彻底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我觉得我们欠法轮功一个道歉。”

秦之敏曾是台湾艺人，与林青霞

共同主演过《真白蛇传》，在片中饰

演小青。她19岁就退出影视圈，嫁

到日本。经历过独自创业的艰辛后，

成为丈夫仰仗和敬重的生意伙伴。除

了协助丈夫打理餐厅，她本人拥有

自己的品牌公司——TAMMY鳄鱼

皮包公司，还在台湾、大陆、夏威

夷等地经营房地产。

秦之敏说，以前在台湾101等

不少地方，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向

人们讲他们受中共残酷迫害和虐杀

的真相，但是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

自由法制和民主国家的人，对中共

残暴邪恶的本质认识不清，对那些

迫害的事实感到完全超出正常人的

想象，不相信是真的。因此对法轮

功学员受到的迫害表现出置若罔闻

的漠视。

经历了两件事的影响，秦之敏

真正地清醒过来，明白了法轮功真

相、认清了中共邪恶本质。

从去年6月开始，香港人在守

护民主自由的抗争过程中，遭受到

独裁政权的镇压，付出了生命代价，

让她一下清醒了：“中共的镇压和暴

虐毫无人性，在全世界的注视下都

敢如此放肆，让人们看清了它恶霸

的嘴脸，这才让我相信了法轮功说

的迫害都是真的。”
秦之敏

中共病毒蔓延全球，使秦之敏

完全清醒了，她看到，由于中共隐瞒

疫情，使病毒危害到全世界，不仅打

乱了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甚至还

夺走了近90万各国百姓的生命。

她痛心地说：“中共迫害法轮功，

我们没有对中共的罪恶进行谴责，

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同

样受到了它的残害，这个代价太惨

痛了。”

受疫情影响，秦之敏与丈夫经

营的十几家饭店每个月亏损几千万

元；她自己的房产生意也受到影响，

已经把中国大陆的房产生意全部撤

消。她表示，经营生意固然重要，但

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生意起起伏伏是

正常状态，经济总会有复苏的一天，

这个不必担忧。关键是，人们要在

教训中学会成长。

她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人类不讲道德，没有道德的坚守，就

全完了。”“这个教训太大了，因此，

我要向法轮功道歉，当年没有给予

人道应有的同情和支援。”

秦之敏说，她很庆幸自己明白

了真相，也对台湾人能够从香港人

民的抗争中清醒过来，拒绝中共、

做好疫情防范而感到欣慰。

但她表示，令人痛心的是，由于

世界各国媒体70%都已经被中共渗

透收买，为了利益说谎欺骗读者，因

此她在向亲朋好友传播真相的时候，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度，他们只相信

被中共收买的媒体的话。

为此她更加体会到中共的邪恶，

更加同情和理解法轮功学员，更加

敬佩他们和平传达真相的勇气和坚

韧的意志。

她表示：“希望未来，我们的社

会，包括中国，都能不再受到中共的

威胁，恢复到平和的、没有恐惧的

自由生活中去。”

左：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香港警察向游行民众施放催泪弹。右：2020年1月2日，
继武汉警方训诫李文亮等8名医生后，央视各档新闻栏目播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8名
散布谣言者被查处。



1、2020年8月30日，波兰民众观看法轮功真相展板。2、2018年12月15日，

国际艺术展“真善忍艺术”在希腊雅典成功举办。3、2020年3月，一名香港

年轻妈妈说，她此前对法轮功学员和《大纪元》有误解，但通过“反送中”她

明白：“你们是陪着我们走。”4、2020年7月17日，参加立法会泛民初选的民

协区议员何启明（右二）向法轮功学员表达：赞佩法轮功学员的坚定，并应向

法轮功学员学习。5、香港，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时，被震撼的大陆游客。6、

2019年7月20日，美国三藩市民众观看天国乐团的游行演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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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反思与

1、 2020年7月12日，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纪念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2、 2020年7月

20日，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来到中领馆前，举行“‘7.20’法轮功反迫害21周年”烛光夜悼。3、

2020年7月18日，台北法轮功学员参加“反迫害21周年——天灭中共 结束迫害”游行活动。

1

2 3

呼唤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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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集会
声援“三退”大潮

2020年8月8日上午，加拿大

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民众在大多伦

多地区的万锦市的太古广场前，举

行了声援“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大潮的集会和汽车游行。

在集会上发言的有：加拿大华裔作

家盛雪，旅居加拿大的前凤凰网记

者张真瑜等。他们揭露中共的邪恶，

鼓励更多中国人退出中共邪党组织。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学员们用

汽车真相展板的形式组成“真相车

队”，在华人聚居的士嘉堡、万锦市

及约克区的主要繁忙街道来回巡游。

港加联主席冯玉兰在集会上发

言，赞扬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迫

害的情况下，仍然无惧无畏地揭露

中共邪恶，向民众讲清真相。

前凤凰网记者张真瑜在发言中

说：“我是在2012年翻墙看到‘三

退’信息的，并在大纪元网上做了

退党声明。当年我翻墙了解了法轮

功，我更加认识了中共的邪恶，作

为一个人，在面对邪恶与善良的两

条道路时，只能选择善良，我希望

更多的人不要为了利益而去跟邪恶

中共沾边。”

他说：“从中国历史看，中共的

邪恶无以复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罄竹难书。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

为了个人的安危，为了中国的未来，

我们都应该远离中共。”

作家盛雪说：“和法轮功学员在

一起已经21年了，16年前，《九评

共产党》刚发表的时候，很多人还

不理解，不知道法轮功学员在做什

么，不理解这件事的深远意义。”

盛雪继续说：“当全球形成一个

围剿中共暴政的时候，我们回头看

看，在形成今天这种局势的过程中，

法轮功学员真的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当所有的中国

人开始有权利去选择脱离中共邪魔

的时候，当整个世界终于认识到必

须要结束中共暴政的时候，所有的

法轮功学员都值得人们去尊敬，因

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心血、

健康，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

员，付出了他们生命的代价，才有了

今天这样的转机。所以中国人都应该

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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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年8月9日，多伦多法轮功学

员举行声援“三退”大潮的集会和汽车

游行。2、民阵全球副主席、作家盛雪

在集会上发言。3、旅居加拿大的前凤

凰网记者张真瑜在集会上发言。4、装

载着真相展板的汽车游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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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灭中共 “三退”保平安

扫码声明退党团队

获取电子退党证书

共产党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

华民族传统的产物。共产邪说祸乱

人间100多年，遭世界唾弃。

中共建政后，不断发动政治运

动——肃反、土改、反右、文革、六

四、迫害法轮功，传统文化被破坏殆

尽，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共

产党早已罪恶滔天，面临天谴，其

成员——党、团、队员也将在天谴

中承担一份罪责。

2020年，因中共隐瞒

疫情造成武汉肺炎蔓延世

界，截至11月13日，已导

致全球5300多万人确诊

感染，超过129万人死亡。

然而，中共却罔顾事

实，打造全球战疫领袖形

象。同时，强推港版国安法打压香

港人权，抓捕敢言人士，持续进行“这

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

摘器官牟取暴利，却无视疫情、洪

灾给百姓带来的重大创伤，重走闭

关锁国、全面奴役民众的共产邪路。

美国对中共党员的禁止移民、

限制入境，针对的不是中国人而是

中共。党员声明退党获得“退党证书”

后仍可入境，凸显了正义，也必将

加速中共的解体。

如今，超过3.6亿中

国人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网站上声明“三退”，在“天

灭中共”之际选择顺应天

意，不在各种天灾人祸中

为其陪葬，获得天佑平安。

新冠疫苗安全吗？

ADE效应简要图示
ADE意思为抗体依赖增强。所有抗病毒
的药物都只能靠调节免疫系统起作用。如
图，病毒S1感染后，人体免疫系统会产
生抗体A1，如果A1能干掉S1或抑制住
S1，人就会痊愈，否则就会死亡。

ADE 效应：病毒裹挟旧抗体
畅行无阻，度新增百倍

CS：免疫过度激活

也无力抗病，却杀伤自体

速病、暴死

抗
体

差
再

染
S1

诱生

变异

病愈产生

S1抗体

S1抗体

S2，S3

接种

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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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苗被寄予厚望的当下，第

一财经网发表专家的文章，指出新

冠疫苗ADE比例不低，免疫反应可

能导致疾病加重。该文瞬间引爆学

术界，但随即被官方删除，勒令改写。

可怕的ADE
对于高传染性的病毒，没有特

效药，只能靠注射疫苗。疫苗是无

活性、低活性的病毒，或是残缺的

“仿病毒”，或是“残缺病毒”的基因。

疫苗注入人体后，人体会把它当成

病毒对待，产生多种抗体钳死（中

和）它。免疫细胞识别了这种“抗体-

病毒结合体”后，就会把它吞噬掉。

接种几次疫苗后，人会产生大量抗

体，机体会把抗体的制造方式记忆

在免疫系统中。一旦被真的病毒感

染，人体就会迅速产生大量抗体消

灭病毒，人就会康复。

对于简单病毒，疫苗是克星，如

天花病毒。而对于很复杂、“智慧”的

病毒，如果人产生的抗体少或质量

差，不足以对抗病毒感染，抗体就会

被病毒挟持，成了病毒进入细胞的敲

门砖，反而增强了病毒的毒性。这

一现象就是ADE效应。

ADE还可以发生在2代、3代

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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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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热、艾滋病、SARS等病

毒都有ADE。40年来的疫苗研发至

今无果。

新冠病毒集古今病毒之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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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研究结果正等待发布。

新冠疫苗安全吗？
新冠病毒一边传播一边变异，当

变异出强悍版，引发ADE效应，点

燃更加严重的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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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疫良方
武汉肺炎疫情到底将怎

么变化？在《刘伯温碑记》中，

一再警醒世人，猪鼠年开始

的瘟疫是一场很大的劫难，

“贫者一万留一千，富者一万

留二三”。

对破解瘟疫之法，《刘

伯温碑记》写到：“七人一路

走，引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

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

个平安。”“七人一路走，引

诱进了口”，是“眞”字（“真”

的古代写法）；“八王二十口”

是“善”字；“三点加一勾”，

是“忍”字。

刘伯温用字谜的方法将

“真善忍”三字告诉世人，可

谓颇费了一番苦心。

预言

www.minghui.org   39

为什么“九字真言”能解武汉肺炎

在武汉肺炎疫情中，一些患者

出现严重症状后，没吃药，没就医，

仅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就神奇康复。很多人不解。

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

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

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说：“对于无神

论者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

为按常理，这个现象是无法解释的。

一般来说，人们都是要眼见为实的。

看不见的，人们当然就不相信它的

存在。”

然而，奥尔森指出，物质和精

神其实是一性的。研究显示人的思

维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善念与

恶念在电化学反应后会产生微观物

质。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放射正的

能量，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

恶念产生的是负的能量，具有黑暗、

阴冷、自私的特性。

病毒的结构与生物特性
病毒含有核酸和蛋白质两种成

分，其颗粒约是细胞的千分之一，可

以穿梭于构成细胞的粒子之间。它

没有代谢系统，必须寄生在活细胞

www.minghui.org   39

内，利用宿主的物质，按照自己的

模版不断复制和产生大量新病毒，

最终造成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

由于病毒比细胞更微观，可以

感染几乎一切细胞，人类在细胞层

面制造的任何药物都无法消灭它，

必须是更微观的带有正能量的粒子

才能消灭病毒。

念“九字真言”接通宇宙中正
的能量

奥尔森表示，“真、善、忍”是

宇宙的特性，人在真心念诵时，等

于从宇宙中直接给自己的细胞里灌

入了极其微观的正的能量。武汉肺

炎再邪恶，也抵御不了这种能穿透

一切生物细胞的正的能量，所以病

毒瞬间就逃之夭夭或被杀死。

由于患者曾有过很多不好的阴

性物质，这些物质是武汉肺炎喜欢

寄宿的宿主客体，因此，要改变体质，

患者必须真心专心地念诵才能有效。

奥尔森最后表示，愿天下有更

多人能彻底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学

会用“九字真言”保护自己，在这场

大瘟疫中解救自己，帮助他人。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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