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北京卫健委继续称当日病例清零。

北京卫健委已连续一个来月通报

本地病例“清零”，除了28日两例境

外输入病例。中共官媒没有报导当地

疫情的任何消息，官方只是声称当地

本土病例持续“清零”。但是否真正“清

零”，外界无从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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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美的武汉肺炎感染及死亡

人数持续下降，但有研究机构预测，

未来几个月，变种病毒的传播可能会

引发又一波感染激增。

英国B.1.1.7变种病毒蔓延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

所的研究报告认为，变种病毒感染病

例的持续增加，尤其是英国B.1.1.7

变种病毒的广泛传播，很可能导致又

一波感染高峰。报告说，虽然全美范

围内B.1.1.7变种病毒目前可能只

占不到20%的感染病例，但到4月

下旬，这一数字可能会跃升至8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此前警

告说，英国B.1.1.7变种病毒2021

年初将在全美快速蔓延，并很可能在

3月份成为全美流行的主要武汉肺炎

病毒变种。

而英国变种也出现了E484K位

点的突变。英国公共卫生部近日发出

警告，在B.1.1.7变种病毒样本中检

测到了E484K变异的毒株。

南非的卫生专家已经发现，当地

的武汉肺炎病毒变种具有很高的再感

染率，如果新变种病毒占据疫情的主

导地位，那么曾经感染了武汉肺炎的

人，再感染的可能性依然“非常高”。

印度已发现240种变异毒株
据“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

社2月21日报导，印度权威医学研究

和临床机构——全印医学科学研究所

主任古雷利亚受访时披露，在印度国

内已发现了多达240种新型变种毒

株。他说，近日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发

现的新变异毒株，可能具有更高的传

染力和危险性。他表示，要达成群体

免疫，需要至少80%的人产生抗体，

但目前新的变种毒株不断出现，某些

毒株甚至具有了“免疫逃逸”机制，

可能让体内已经具备抗体或已接种疫

苗的人再次感染病毒。要达成群体免

疫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

欧洲疫情：两新变种威胁最大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主任汉斯·亨

利·克鲁格博士说，冠状病毒正在继

续以很高的速度在欧洲传播，其中两

个变种毒株威胁最大。

克鲁格在世卫新闻发布会上说，

整个欧洲的病毒传播正在放缓，连续

第二周报告的新病例数不到100万，

不足2020年底新增病例数的一半，

但仍比去年5月高出10倍，并且大多

数国家/地区的社区传播水平仍然很

高，因此需要谨慎行事。

变种毒株不断翻新，给全球抗击

疫情的前途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研究：数月内变种病毒或再引疫情高峰

寻找真相 远离瘟疫

两会前北京疑再爆疫情

简   讯

中共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网友发

布的视频显示，2月27日，北京大兴

经济开发区办公大楼突然被叫停办

公，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到大楼外

采样，而且整个楼区被防疫人员封锁，

禁止人员出行。这是继2月26日荣

京丽都小区突然被封闭管控后，大兴

区发生的又一起疑似突发疫情事件。

2月27日, 北京市顺义区古城村

也被突然封锁，所有人员不得外出。

原始的武汉肺炎疫情在减缓，但变种病毒传染性更强，更让人担忧。



疫情蔓延一年多来，不断有质疑

国产疫苗的声音传出；而日前一份内

部文件显示，官方下发密件通知并预

警疫苗接种的各种异常反应。

疫苗异常反应预警通知
2020年12月23日，国务院下

发了《关于印发新冠病毒疫苗常见疑

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救治技术方案的

通知》。

2020年12月29日，广西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下发

了类似的通知《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

治区新冠病毒疫苗常见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救治技术方案的通知》。

该通知标注“此件不予公开”，里

面罗列了多个国产疫苗接种后可能会

发生的异常反应。如可能发生急性过

敏、晕厥、抽搐、群体性癔症，甚至

呼吸、心跳骤停等严重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

在“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类型”

一节中提到，一般反应主要有发热和

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不适、

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等综合症状。

之前，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前免疫专家陶黎纳在网上贴出国产疫

苗的说明书，披露接种后副作用多达

73种，从常见的头痛、发热、疲劳到

视力减退、丧失味觉，甚至严重的尿

失禁等。他直呼这是“世界上最不安

全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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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大陆两款武汉肺炎疫

苗附条件上市。据疫苗研发机构称，

这两款疫苗有效性仅有70%左右。这

两款疫苗分别是：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简称“国药中生”）武汉生物制品研

究所的武汉肺炎灭活疫苗（Vero细

胞），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CanSino 

Biologics）的重组武汉肺炎疫苗。

国药中生武汉研究所根据对后期

大陆两款新疫苗上市  保护效力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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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疫苗危险  官方内部预警流出

临床试验的分析，其所研发的灭活疫

苗抵御武汉肺炎的功效为72.51%。

康希诺同一天也称，其与中共军事科

学院联合开发的重组疫苗，对所有染

疫症状的总体保护效力超过65%。

去年底，中共最先批准了国药中

生疫苗上市；其后，科兴生物研发的

疫苗（Corona Vac）也获批上市。

不过1月中旬，巴西临床研究的后期

动   态

在遭到官方施压后，陶黎纳改口

并道歉。

广西柳州成立疫苗诊断专家组
2020年12月24日，广西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下发的《关

于成立自治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医疗

救治和调查诊断专家组的通知》显示：

柳州为了疫苗接种还成立了疫苗接种

医疗救治专家组和调查诊断专家组。

专家组主要由急诊、神经内科、

心脑血管、重症、呼吸、免疫、儿科、

检验、感染性疾病、精神、微生物、皮

肤、护理、流行病学等专业专家组成。

调查诊断专家组负责全区的疫苗

疑似严重异常反应病例或事件的流行

病学调查、诊断及对应急处置工作进

行技术指导等。组长是广西卫健委疾

控处处长陆庆林、广西疾控中心主任

林玫。

中共当局显然在为大规模接种疫

苗后，病患可能出现的各类异常反应

做准备。而从这些通知如临大敌的情

况来看，这种严重反应的比例恐怕并

不像当局所宣称的那么低。

十多年来，经历多次疫苗丑闻及

医药乱象后，大陆疫苗品质备受质疑。

目前，中国在疫苗接种方面进展缓慢。

大陆民众对接种疫苗并不积极，甚至

出现了中共官员及医护人员拒绝接种

的现象。

测试显示，科兴疫苗的有效率仅为

50.38%，比此前公布的初步结果低

了近30个百分点。

新疫苗效果如何，尚等待验证。

广西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于2020年12月29日下发《关于印发广西壮族
自治区新冠病毒疫苗常见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救治技术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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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年，东光县突发大瘟疫。

廖氏在梦中看到有一百多个人站在他

家的门前。其中一人上前对他说：“疫

鬼马上就要到了，请您给我们做十几

杆纸旗，一百多把用银箔裱糊的木头

刀，做好后用火烧掉，我们将要与疫

鬼决一死战，以报答全村人修建义塚

之恩。”

廖氏生性善良，好行善事，很快

就按照梦中那人说的去做了。

几天后的晚上，人们听见村子四

周刀剑格斗的呼喊声，直到天亮才停

止。结果，全村在这场瘟疫的肆虐中

无一人感染。

远离共产无神论是最好的
避疫方式

人类社会走入20世纪后，共产

主义主导的无神论反神思想和“假、

大、空”的斗争哲学，把整个人类拉

入道德沦丧与信仰崩溃的漩涡。共产

邪灵在西方极左思潮里找到了适合的

生存空间，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迷恋超

过了对基督的信仰；在中国，中共建

立的一套洗脑体制已经把中国人变成

为什么说“天无绝人之路”？
大疫当前，一年间海外武汉肺炎

死亡人数已高达230万。但是有句话

说“天无绝人之路”，您知道这句话

的真正涵义吗？

不少现代人理解为困难中谋事

的决心与意志，强调功成之人力，而

忽视了“天”与“人”之间的对应关

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无绝人之

路”，“天”有“顺天”和“逆天”之分，

天是不会和人作对的，只有人才会冒

犯天，自掘坟墓。

财迷心窍  毁佛像遭报
清代周思仁的《安士全书》记载：

康熙初年的苏郡地区有一家香铺，早

年用了三金请来一尊檀香观音像。后

来，铺家的人私下里商量着要把观音

像磨碎了，做成檀香，高价卖出。有

个佣工怕神佛降罪，直言劝阻。香铺

东家女婿呵斥佣工说：“你就是个佣

工，听从吩咐吧。”

第二天，有一个六岁儿童，随父

在街上行走，路过香铺。小孩忽然问

父亲说：“那家屋上，为什么用大红封

条封住了？”父亲看不见有封条，就

以为小孩在乱说。当天晚上，香铺发

生火灾，全家人都烧死了。奇异的是，

大火没有延及左邻右舍。

那个女婿想从楼上屋孔中钻出逃

生，却被一物拦住，被大火生吞。而

阻止毁坏观音像的佣工，却在当天早

晨意外地被另外一家香铺请去帮工，

幸免于难。

村民积德  善行免疫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

笔记》中记载了一则在瘟疫中逃生的

故事。

据纪晓岚岳父马周箓讲述：东光

县（今河北沧州一带）南乡有个姓廖

的人，想建造一个收葬无主尸体的义

塚，于是开始募捐。村民们觉得这是

善事，互相帮衬着做成了这件事。这

件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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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请翻墙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物欲、金钱和权力的奴隶。1999年，

中共发动对法轮功正信的迫害，加剧

了整个社会、法制、道德与信仰体系

的坍塌。

然而，有一群人却在逆流而上。

2020年11月7日，明慧网刊登

了一则题为《百姓：咱这里的天灾人

祸少》的故事：

一位法轮功学员在农贸市场劝一

位时尚女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女士开心地说她家人早都退了！并乐

呵呵地说：“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少！”

这位学员又跟一位男士聊起“三

退保平安”，男士说他也退了。学员说：

“你发现没有，咱这里的天灾人祸很

少，周围县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武汉肺

炎疫情发生，唯有咱这里没有。”男

士说：“是。”学员说：“就是因为咱这

里‘三退’的人多，知道大法好的人

多。”男士赞成地说：“对！对！对！”

目前，武汉肺炎病毒发生多种突

变，感染速度惊人。顺天、逆天一念

之差，生死大不同。古今中外诸多预

言都说到了末劫之时人类将有大劫。

但天无绝人之路，那些还在迫害法轮

功和推波助澜者，须立即悬崖勒马，

真心向上天忏悔，抓紧弥补罪过，方

有一线生机。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请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声明“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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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能转运  恶能招灾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

这样一段故事：

族祖雷阳公说，过去有一个人碰

到了小鬼，他们很谈得来。这人问小

鬼：“人间的定数能变么？”小鬼说：

“能变。大善能变，大恶能变。”这人

又问：“谁来定？谁来变？”小鬼说：

“是本人自己定，自己变。鬼神没有

这个权。”

这人又问：“报应怎么有的灵验？

有的不灵验？”小鬼说：“人间以一生

论善或恶，祸福也以一生来论定。在

地府论善或恶，则兼顾前生，论祸或

福，则兼顾后生，所以，有时就不能

一事一报应。”

纪晓岚的记录是道听途说，还是

确有其事？小鬼说的话可信吗？命中

注定的劫难灾祸，真的会因善恶而改

变吗？

先请看辽西农民的故事。

张放（化名），男，今年63岁，

是辽宁西部一个乡村的农民。

2020年7月12日早上，他家正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1992

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

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

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

民的爱戴和尊敬。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准备吃早饭，张放和他妻子说，他脑

袋迷糊，恶心。说着，他身体开始大

量排汗，脸色发白，出现脑梗症状。

可是第二天，他能干活了，好人一个，

啥事也没有。

其实，这期间他一直在念“法轮

大法好”。他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他。

他非常激动，还哭了好几次，还给师

父磕了三个头。

张放的妻子是修炼法轮大法的，

他一直很支持妻子学大法，还曾多次

帮助村里的大法弟子送真相材料。他

还自己开着三轮车，载着几位大法弟

子，到各村发真相资料。

因为他善待修炼者，帮助传真相，

原本脑梗重症的命运得到了改变。他

迅速康复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再看湖南省溆浦县委书记蒙汉的

遭遇。

蒙汉，湖南溆浦县委书记。2020

年7月8日，蒙汉突发急症，抢救无

效死亡。

2020年5月，蒙汉指使“610”

（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和公安10

多人，将63岁的法轮功学员毛燕平

和61岁的杨兰英绑架到拘留所，非

法关押15天。

蒙汉之所以能够当上县委书记，

也可能是他就有这个福分，有这个好

命。但是蒙汉不知道从善惜福，他被

中共宣传欺骗，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

学员，结果遭致急症早亡的恶报，也

是他咎由自取啊。

苍天在上，神目如电，人间私语，

天闻惊雷。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

举手投足，也在勾画着自己的人生轨

迹，改变着自己的未来前程。从这个

角度来说，人的命运，真的掌握在自

己的手里啊。

虽然现在法轮功还在被打压；虽

然修炼者还在被迫害，但是神佛无处

不在，记录着每个人的心理和行为。

那些在暴政下帮助修炼者的人，是善

者，也在得福报；那些在苦难中对修

炼者落井下石者，是恶人，也在受惩

罚。这就是：人在做，天在看，神在判。

绘画   《诚念“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送福报》 /绘制  善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