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专家、艾瑞尔大学教授艾许接受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访问表示：“致病

率的降低趋势已中断。”

各国都在期望疫苗带来希望，但

有关疫苗供给的争辩也愈来愈多，尤

其欧洲联盟和药厂之间，正因延迟交

货而关系紧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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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4日，英国发现新

冠病毒变种B.1.1.7。19日，英国首

相约翰逊在发表讲话时提到，该变种

病毒传播率比原来的毒株高70％。

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主任克劳斯

研究发现，尽管丹麦采取严格的封禁

措施，感染B.1.1.7的人数仍以每周

70%的速度增加。他形容确诊病例

激增将如海啸。他说：“这段时间有点

像海啸，就像你站在海滩上一样，突

然间你看到所有的水都缩回了……然

后，海啸又席卷而来，不堪重负。”

B.1.1.7毒株目前至少在70个

国家被发现。上海、广东和北京大兴

先后也发现英国变种毒株。

病毒突变“前所未有”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安德鲁·兰

巴特在论文《对英国新冠病毒变体上

刺突蛋白突变的初步基因特征分析》

中表示，B.1.1.7变体有23个突变

点位，其中14个是新冠病毒大流行

以来，全球新冠病毒基因数据库中没

有记录过的突变，“这是前所未有的。”

疫苗能跑得赢病毒突变吗？
1月29日，美国新冠病毒大流行

首席医学顾问福奇承认，新冠疫苗对

抗病毒变异的效力降低。福奇表示：

“让我每夜都在担心的事情是，有一种

可以挣脱一切的变异发生。”

美国强生公司单剂新冠疫苗的最

新数据显示，疫苗在南非临床试验的

有效性仅为57%；Novavax的数据

也显示，在南非进行的一项4400人

的小型试验中，有效性大幅降至不到

50％；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研究

发现，Moderna和辉瑞/拜恩泰科

的疫苗对抗南非新冠变异株的有效性

降低了6.5倍～8.6倍。

美国药品监管机构上个月在发布

紧急使用授权时表示，没有数据显示

疫苗可以提供多长时间的保护，“也

没有证据表明疫苗可以阻止SARS-

CoV-2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国产疫苗安全性成迷
中共专家们对灭活疫苗的说法前

后不一，疫苗实际安全性成迷。去年

12月30日，钟南山称“所有的希望

放在疫苗上是不对的”。打完疫苗“产

生了抗体会不会感染，感染了有没有

症状，没人知道。感染没有症状，但

是会不会传染给人，也没人知道”。

一个月后，钟南山又吹捧国产疫苗免

疫保护率在75%；并吹嘘“轻症一般

不良反应是十万分之六，严重不良反

应发生率是百万分之一”，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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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种病毒传播率比原来的毒株高70％

寻找真相 远离瘟疫

以色列打疫苗全球领先  死亡率仍暴增

动   态

以色列施打新冠肺炎疫苗的速

度，以人均接种率而论是全球最快的，

但确诊与死亡病例仍再度暴增，使预

测中的疫情反转延后。

以色列900万人口中已有35%

注射辉瑞药厂与德国生技公司研发的

疫苗。另有超过1/5已施打第2剂。

不过，由于传染力强的外国变种

病毒侵入，使重症与死亡病例骤增，

抵销了接种疫苗的成效。以色列首席



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团

队正在武汉“调查”新冠肺炎起源。

据公开报导，中共不但负责世卫调查

团的调查行程，还安排他们参观所谓

的“抗疫成就展”。据世卫专家透露，

他们对被调查者的提问，都要提前两

天报中共官方批准。

1月31日下午，世卫专家组乘

车到达华南海鲜市场，没有回答聚集

在市场入口处的记者们的提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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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访问后，专家组成员之一，

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总裁达萨克对路

透社表示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

室，但他并未进一步说明自己做出这

一结论的理由。他还说，由于病毒溯

源的复杂性，要找出答案可能需要数

个月，甚至数年。

不过，就在世卫专家组部分成员

做出上述结论的同时，前川普政府成

员、现任胡佛研究所访问学者博明，

2月3日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际公

共事务学院主办的一场网络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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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称近日江苏、北京、山东等

地发现制售武汉肺炎假疫苗的窝点，

现场至少有3000多支假疫苗。嫌疑

犯自去年9月起以生理盐水冒充疫苗。

此前中国制造的N95口罩已被

发现是假货。这些口罩假冒Valpro 

Ranger品牌，曾在中国、印度、巴

基斯坦、阿曼、沙特等地大做广告。

在多国传出新变种病毒传播率比

原来高70%之际，大陆的假疫苗更

官方宣布破获假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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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   光

世卫专家访武汉病毒研究所 调查还是走秀？
再度谈及新冠肺炎起源与武汉病毒所

的关联：“我们曾公布过一份事实清单，

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在2019年11

月就发生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另外，

有一个新信息，那就是中国军队在武

汉病毒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这之前从

未披露过。”

就后者，武汉病毒研究所官网的

资料显示其与军方早有关联：2015

年，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王汉中与解放

军三〇二医院、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

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有关科研团

队密切合作，完成的“呼吸道、肠道

新发病毒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及防控技

术研究”项目，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

医疗成果一等奖。

在疫情大爆发一年后世卫专家才

进入中国进行溯源调查，其成效一直

备受质疑。外媒甚至发起“世卫是去

‘考古’还是溯源”的讨论。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

滕彪对美国之音表示，迟到而仓促的

病毒溯源调查很难发掘病毒真相：“爆

发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允许世界卫生组

织的一些专家去调查。首先就是一年

的时间，最好的调查时间早已经过去

了。其次就是设置重重障碍……我们

很难通过这短短而且是已经迟到的调

查得出真正的结论，很难发掘出病毒

的真相。”

是乱中添乱、雪上加霜。中国制疫苗

一直不受国际青睐，其效果与安全性

饱受质疑，尤其管理混乱。尽管围绕

国产疫苗的争议不断，中共还是开始

接种国产疫苗。

多年来，国产疫苗造假频传，贿

赂官员成为业内常态，官商勾结、腐

败不堪，令民众对国产疫苗丧失信心。

中共造假由来已久。假奶粉、假疫苗、

假药、假文凭、假数字、假新闻、假

“自焚”，防不胜防。说谎和造假之风，

举国上行下效，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小组于1月30日，到武汉市的武汉金银潭医院调查新冠病
毒的来源，在进入该医院时，有大批警察及保安人员在此执勤。(HECTOR RETAMAL/
AFP via Getty Images)

2001年除夕的“自焚”事件是中共
造假的“登峰之作”。央视录像中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盛
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法轮功学员甲和丈夫回赤壁后，

在家隔离。甲由于在武汉医院陪护，

长时间没炼功，也出现了呕吐、咳嗽、

全身发冷等症状。她炼了几遍第三套

功法后，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此时，

甲的丈夫也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甲

让不修炼的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不久，

甲的丈夫也神奇康复了。

至今他俩谈起当时的情况，甲的

丈夫还说：“想起来真是后怕呀！”

2019年，湖北省赤壁市有一位

法轮功老年女学员乙，在讲真相时被

人诬告，被非法判刑一年。武汉肺炎

爆发期间，女子监狱有很多人确诊，

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法轮功

学员乙和两个包夹（专门监视、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人）在一个房间隔离。

不久，其中一个包夹被确诊染

疫，学员乙和另一个包夹继续隔离几

日后，另一个包夹也确诊染疫。而法

轮功学员乙安然无恙。狱方又派两名

无疫的包夹到乙的房间继续迫害乙。

数日后，两名包夹又相继被确诊染疫，

而学员乙依然安然无恙。

此事在监狱内引起了震动。他们

都觉得法轮功学员能一次次地不被感

染，绝对不一般，不能再参与迫害法

轮功了。所以，狱方最后安排的两名

包夹人员就没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她俩也因此没再感染病毒。

疫情周报

今的瘟疫不就有特效药了？中国古代

绝技的承传，都讲究“口传心授，不

立文字”，所以吴又可写《瘟疫论》

也不能把秘诀写出来。再说已时过境

迁，当时的修炼人和神只管当时他们

该管的事，不逾越。

诚念“九字真言”  疫病症状消
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前，一位湖北

省赤壁市法轮功学员甲和丈夫陪患肺

气肿的哥哥，在武汉肺科医院住院治

疗。此时，武汉肺科医院已经被定为

疫情定点医院，他俩却一无所知。

后来，甲的哥哥与其他染疫患者

分开，甲的丈夫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病

房，夜里还到疫区病房门口的床上休

息。而此时，医生还不敢跟他俩说出

瘟疫实情，只是委婉地告诉他们：“你

们先带你哥哥回家吧，他的病也不是

一下子能治好的，不要肺气肿没治好，

再染上其他的病……”

瘟疫
 怕什么？

自古以来，当一个地区大面积礼

崩乐坏、道德沦丧时，瘟疫的流行往

往就接踵而来。所谓“冤有头，债有

主”，瘟疫只找该报应的“债主”，知

道自己的“工作范围”。

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债主”呢？

这里的债就是业的意思，人干坏事产

生的业力。明代吴又可在所著的《瘟

疫论》中提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

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

种异气所感”，并称之为“疠气”。“疠

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含有病毒成分

的微观物质。用修炼界的话说，那就

是微观下的阴性物质。要想驱逐这些

夺命的负面物质，得用超常的能力。

在诀不在药
在电影《大明劫》中记录了这样

一段历史。明末大瘟疫流行，明朝将

军孙传庭临危受命，起用民间郎中吴

又可。吴又可配置了中药“达原饮”，

病人服用后疫情很快销声匿迹。吴又

可后来著成《瘟疫论》一书。

“达原饮”真的那么管用吗？吴

又可治愈瘟疫的绝招其实在诀而不在

药。“达原饮”就是普通药而已，加

上药引子才能化平常为神奇。如果你

能遇到民间高人，或一定境界的修炼

人，他们会告诉你，吴又可是道家一

门修行的人，那个药引子是那一法门

的口诀。患者诚心念诵“口诀”，就

是呼唤那一门的护法神保护，护法神

就会给他授记。这个授记是一道符令，

瘟神见到就会逾越此人不再为难。再

弱的免疫力也能峰回路转，摆脱瘟疫。

有人可能会问：吴又可的口诀是

啥？公开出来，加上“达原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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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专家访武汉病毒研究所 调查还是走秀？

2020年12月5日，台湾法轮功学员排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插图：绘制  善玉



奇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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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中  炼法轮功令他神奇康复

诚念“法轮大法好”化险为夷

我老家在湖北，离武汉很近。我

早年离家在外地工作。2020年2月

中旬，和堂弟通电话，他的声音有气

无力，十分低沉。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我问他怎么了，他怕我担心，说

没事。我不相信他说的话，打电话给

他一个好朋友，弟弟果然生病了，医

生为他做了CT，肺部有阴影，但体

温正常。不知是当时核酸试剂少，还

是县城做不了，或是不想有太多的确

诊病例，总之，医生没给做核酸检查，

让他回家隔离。

弟弟老实内向，不愿与人多话，

就回家了。他非常害怕，那时当地已

出现不少病例，他看的又是呼吸科，

2021年1月13日那天

天气特别冷。下午三点

多，广东茂名某市一

女士雪梅（化名），

40多岁，下午三点

多钟在家洗澡，由

于门窗关闭严，一

氧化碳煤气中毒，

晕倒在地一个多小时

才被家婆发现。当时雪

梅已经全身僵硬，眼睛上

翻，呼吸停止。雪梅家婆看到后，

吓得晕过去十几分钟才醒过来大哭。

邻居听到哭声后，过来了解情况，

马上打120救护车，然后给他们亲人

打电话。雪梅的亲人中，有一个是修

炼法轮功的，告诉大家不要慌，并在

雪梅的耳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李洪志师父救我。”同时也

告诉其他的亲人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不停地念。

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几分钟后，

雪梅就有了知觉，并开始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师父救我。”

亲人们也继续不断地念。

 雪梅和亲人念了一

个多小时后，雪梅的

身体完全恢复正常，

人完全清醒了。医

院检查一切正常。

医生感到非常

惊讶，说：“真是奇

迹。这段时间一氧化

碳中毒有好几例，有的

死，有的昏迷，有的几天

才抢救过来。怎么你好得这么

快？”雪梅告诉医生，我是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才好得这么快的。

雪梅的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面对不

解的医生和护士，讲法轮功祛病健身

的奇效，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大部

分医生和护士都默默地听着。

雪梅住院第二天，医生要求她做

其他检查，雪梅要出院，说我没有事

的。医生不肯，对雪梅说：“那你签字，

以后我们不负责任。”雪梅签字后出

院了。出院第二天雪梅就去上班了。

现在雪梅生活、工作一切正常。

并在CT室检查了半天，那都是感染

病人去的地方。弟弟一回到家中，就

上楼关在房间不出来了，饭是我婶送

到门口放着，他自己出来取。

后来我跟叔叔通话得知，弟弟人

日渐消瘦，脸色发黑。我叔和婶还有

弟媳都急坏了。

我感到事情的严重，马上给弟弟

打电话，告诉他：“你现在什么也别

想，听我以前给你的录音（即师父的

讲法），炼功，尽量多炼。”这回他很

听话，按照我说的做了。

第二天我又打电话问他，他说：

“炼了，非常舒服。”并问我：“你这么

多年都没吃药吗？”我说：“是呀，以

前我身体什么样你也知道，肺不好，

肝也坏了，还有许多病。天天吃药打

针，不但没治好，且越治越严重。现

在20多年没上医院，好好的。”他笑了，

看到了希望。

那段时间他天天炼功，听师父讲

法。一天比一天好了。叔叔也开心地

说：“是好了，前些天，他脸色很难看，

现在好多了，吃饭也正常了，脸上有

了笑容，有时还唱歌呢，心中的一块

石头总算落地了。”

前些日子跟弟弟一家在视频上见

面，弟弟笑容满面，谈笑风生，看上

去很健康。叔叔也说弟弟现在身体好

多了，原来总感冒，现在都不感冒了。

电话监控厉害，不便多说。我说：“你

要坚持炼呀。”他说坚持着呢。

我代表全家感恩大法师父！感恩

法轮大法！

99.1%

总有效率

完全康复
有好转

基本好转

58.5%

24.9%

15.7%

北京万例法轮功调查报告
法轮功传出后，因其祛病健

身的奇效家喻户晓，短短几年时

间修炼人数不断增多，在中共迫

害法轮功前，大陆有一亿人修炼。

1998年10月，医学界专家调

查了北京5个城区部分法轮功学

员，调查人数12731例，结果显

示，完全康复58.5%；基本好转

24.9%；有好转15.7%；法轮功

祛病总有效率为99.1%。法轮功

在祛病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

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真 相 法轮功与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