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夫卡式的”社会荒

诞，是指无论规则多么离

奇，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

豫地遵守。因为你遵守它，

事后才会付出代价，不遵

守它，立刻就会付出代价。

总之，你早晚会付出代价。

中共三年来一直肆意

夸大奥秘克戎毒害性，实

施清零政策，造成民生凋

敝、经济崩溃和大量次生

灾害。中共不深刻反思，

突然在毫无预警、准备不

足的情况下放开管控，引

发疫情爆发潮，挤兑医疗

资源。民众成为中共政策

的牺牲品。制造这种卡夫

卡式社会荒诞悲剧的罪魁

祸首正是中共。有小粉红

为中共喊冤，不是无脑就

是搅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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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被清算
江泽民不留骨灰

天赐良方
染疫者神奇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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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老人死亡率增多，儿童染疫

死亡的病例也不断曝光。网友发消息，

“一名13岁的男孩从发病到去世，不

到48小时，经历高烧、昏厥，不能自

主呼吸，脑死亡。送到燕达医院，北

京儿童医院抢救，最终没能留住孩子。”

还有微信群截图显示，北京一家

公司感染者全部是重症，有人发烧，

两器官发炎，吐黑血，血氧浓度只有

80，医生建议上呼吸机。

保政权是第一要务 百姓成代价
中共三年的严厉清零防疫政策，

引爆民间“白纸革命”，全国近百所大

学师生，手举白纸举行大规模抗议，

反对清零防疫，要求解除封控。抗议

民众喊出“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强

大的民意反弹迫使中共放开管控。

然而，由于国产疫苗效力低下，

加上没有完备的医疗保障系统，导致

疫情大爆发，感染人数激增，医院因

涌入太多病患而缺药停诊。外界评论，

中共始终是政治凌驾科学之上，动态

清零是政治，放开的实质原因是怕政

权垮台。进退失据，最终百姓成为政

策失败的代价。

北京市疫情大爆发，医疗系统几

近崩溃，染疫死亡病例不断曝光。传

殡仪馆遗体积存，来不及火化。

北京疫情爆发 老幼死亡病例曝光
12月13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工作人员在微博发布消息，“各位

同行，因这两天殡仪馆职工陆续阳性，

上班人员严重紧缺，又因北京市近期

死亡率上升，现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

在5至7天，遗体积存情况严重。为保

证本院的基本服务，请大家不要再给

我打电话，无空箱借用给大家。”

一位北京市民在微博披露，父亲

在家中过世，联系北京多家殡仪馆都

说没有冷库，无法存放。拉到王府医

院太平间，结果也说没地方，又给拉

回来。打电话报警，打热线电话都无果。

该市民抱怨：“这就是北京，人死

亡了没地方放都，我不能放在家里吧。”

近日，北京清华大学密集发布的

讣告，也引发舆论关注。有知情人士

公布清华内部校园网的多张“海报列

表”截图，自12月1日至10日共发

布11条讣告，平均每天超过一条，其

中绝大多数是离退休人员。

中共制造
卡夫卡式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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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疫情大爆发
传殡仪馆遗体积存 

专家：若疫情防御
失败 中共没有B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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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医
院药房明示“全
体药师带病上
岗”，吓坏许多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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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时报》说。“它来

得太快了，我们没有

时间准备。”

除了北京外，全

国其他地区也都在受

疫情冲击，包括广州在

内。中国问题专家章

家敦在19FortyFive

上发文说，一些人将全国的情况称

为中国的“核冬天”。在冬季，预

测有100万人染疫死亡。

北京丰台区的张女士说，她在

病毒检测阳性并有发烧反应后试图

去医院，曾多次试着叫救护车，但

紧急电话总是忙。她说，家附近的

一家药店已经没有发烧药了。

中共面临严峻考验
若防疫失败 没有B计划
章家敦说，共产党现在面临着

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之一。从疫

情一开始，中共就把对病例的控制

作为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考验，吹嘘

其应对病毒的能力证明了共产中国

比一般的民主、特别是美国民主更

中国恐面临一个
COVID-19“核冬天”
据外媒报道，全国各地的企业

和学校都出现了疫情。一些餐馆和

其他企业已经关闭，因为有太多的

员工生病。病人排队等候进入发热

门诊的时间甚至长达6个小时。社

交媒体上有民众抱怨说，一些医院

将那些被认为问题不严重、不需要

紧急治疗的病人拒之门外。

中共官媒已经在呼吁公众通过

在家里治疗轻微COVID-19病例，

以及推迟治疗不太严重的病症，以

减少120和医院压力。

但是由于中共政策转弯太急，

全国各地没有时间准备。“我们的

孩子发高烧，所有的药店都没有布

洛芬。”一位林姓的北京居民对《金

专家：若疫情防御失败
中共没有B计划

2022年12月16日

有优势。中共为了证明这一点，采

取了清零政策。只要存在一例病例，

整个城市地区都会被封锁。民众每

天都要接受多次检测。

章家敦指出，如果疫情防御失

败，共产党没有B计划。其采取的

疫情应对方式也显然是不可持续

的。极端防疫政策让民众终于开始

反抗。而承担了清零政策大部分费

用的市政府再也无力支付。

实际上，中共有近三年的时间

为“与病毒共存”做准备。但专家

认为，中共在这期间并没有注重加

强医院设施，为放松防控做准备。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

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黄延中认为，中

国本来在2年半前就应该开始准备

更多的重症监护床位和更好的疫苗

接种覆盖率，但中共却一心专注“清

零”政策，使得上述准备很少做。

美国杂志《大西洋》说，中

国的疫苗大部分是基于2020年版

本的化学灭活颗粒，不如外国的

mRNA配方有效和持久，特别是

针对Omicron变体。但中共决定

不从国外进口mRNA疫苗。

章家敦说，病毒在民众中蔓延，

随着中国继续关闭，经济继续受到

侵蚀，中共政权将耗尽资源，走向

终结。

感觉是，我们就像傻瓜一样。”

王文君告诉路透社记者，“在

它（中共）的控制下，它们的领

导下，我们怎么能过上好日子？”

专家表示，共产党已经失去

了信任和支持，它的胁迫、恐吓

和监禁也无济于事，白纸革命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正在失

去对它的恐惧，勇敢地走出来反

抗它。

章家敦说，中共面临的最危

险的危机是信心危机。两年来中

共政权一直通过宣传夸大病毒

的威力，而现在又突然试图说服

民众病毒是温和的。

“它怎么能变化得这么快？”

北京一居民对记者说，“给我的

专家：最危险的危机
是信心危机

大纪元

在没有一个清晰的
“与病毒共存”路线

图的情况下，中共仓促解
封，令全国出现药品紧张、
上医院难的紧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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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章家敦



称目前全世界已有30多个国家成

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它们成为

“转型正义”的重要载体，它们通

过调查、披露威权政府所犯下的罪

行，将真相公之于世，促成全民反

思与政府改革，避免历史重蹈覆辙。

人们要对过去政府违法和不正义行

为进行调查、矫正与赔偿。例如二

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去纳粹

化以及审判秘密警察的罪行。

在中国，成立真相委员会或类

似委员会的这一天为期并不遥远，

将对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暴行

进行反思，将中共所有的谎言曝光，

清算中共一百年来的罪恶，追究包

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共高官的罪责，

为所有遭受中共迫害、侮辱的人讨

回公道。

搞笑的是，中共居然堂而皇之

地说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中共党魁和高官其实是最为迷信

的。比如被中共视为“毛太阳”的

毛泽东，虽然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

天不怕地不怕，“无法无天”，但他

一生中却从没停止过抽签算命，而

且严格遵守命师之言。如他夺权后，

定下9月9日进京，警卫部队编号

12月11日，江泽民的骨灰在

长江入海口被撒入大海。中共高官

的骨灰撒入大海，早有前例，比如

1976年死去的周恩来和1997年

死去的邓小平。民间认为，中共高

官死后不给亲人留一丝念想，并非

是相信什么唯物主义，主要是生前

罪恶太大，害怕死后被清算，被挫

骨扬灰。

中共标榜的“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实则是一个“当面是人背

后是鬼”的魔鬼。1930年代他下

令杀了顾顺章一家十多口人，文革

中很多老干部被打倒，背后都有他

的签字。他曾看着毛泽东强奸自己

的干女儿孙维世而默不作声。或许

知道自己一生干了多少见不得光的

事情，周恩来死之前留下遗愿，抛

洒骨灰。

据说，非常诡异的是，在1月

11日周恩来尸体被拉到北京八宝

山火化那天，八宝山出现异象，上

百年泉涌的水井突然干枯，从此以

后再也没有流出泉水。

邓小平1989年下令开枪镇压

学生，导致上万学生被杀。这么多

学生的冤屈迄今仍未昭雪。不知邓

小平生前是否内心后悔过。

与周、邓相比，因镇压信仰“真、

善、忍”的法轮功并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而臭名昭著的江泽民，其罪

恶大如天，人神共愤，其犯下的反

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绝不

会随着其死去而烟消云散，绝不会

被中国人放过。

那么，江泽民等中共高官的罪

恶何时会被审判和清算？应该是在

中共解体后。

2015年，国内财新网曾刊登

《为什么需要真相委员会？》的文章，

怕被清算 江泽民不留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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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1，不回延安、不进故宫，就

是依从抽签算命的结果；后来毛泽

东曾到杭州灵隐寺抽得“威命不可

挡”的上签，才决意发动文革、扳

倒刘少奇。

无疑，中共宣传无神论的最大

目的就是愚民，因为只有把所有的

信仰、宗教消灭或者征服，然后再

把自己神化，才能实现精神和社会

层面上的一统天下。

中共党魁犯下的罪恶，死后又

怎能一了百了？古往今来许多史书

中记述的故事，都在告诉世人，人

的肉身被消灭了，骨灰荡然无存，

而生前作恶的元神在地狱中受苦的

例子比比皆是。

几年前，正见网一篇有功能的

修炼人在其文章中披露，中共原央

视播音员罗京，因为生前诋毁法轮

功，死后在地狱受完几遍地狱所有

的一千八百种酷刑后，被押入了无

生之门。无生之门，就是永受酷刑，

循环往复，永远不得再生了。

一个罗京如此，犯下滔天大恶

的江泽民焉知不是如此？其将在被

层层销毁后，最终进无生之门，永

远在痛苦中偿还其罪恶。

2022年12月16日 聚焦 3

2022年5月13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游行，庆贺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动解决好，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

麻烦时解决好。但是，江泽民对这

封信没有任何正面回应，相反，对

赵的软禁更加严厉。

1997年10月13日，赵紫阳又

给江泽民等七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写

信，指控对他的软禁是粗暴践踏法

制。他说：“自从（上一封）信发出

之后，我就被禁止会客、外出，完

全限制了我的自由，把我从半软禁

升级为完全的软禁了……我作为一

个党员，就某一问题向党的代表大

会提出建议，是正常行使党员的权

利，这是党章明文规定了的……我

不知道我究竟触犯了什么法律？”

他还说，“自从1989年6月以来，

我被非法软禁、半软禁已有八年之

久，不知这种被剥夺自由的日子还

要持续多久？这对我一个年近八十

岁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来说，无疑是

一个很大的伤害……我希望能够早

日解除对我的软禁，恢复我的人身

自由，使我不再在一种孤寂、抑郁

的情境中度过余年……”对于这封

赵紫阳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

的代表性人物。当年有个说法：“要

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为什么呢？1976年文革结束后，

安徽省的老百姓穷到没米吃；四川

省的老百姓穷到没粮吃。而万里和

赵紫阳分别到这两个省当省委第一

书记时，都搞“改革”，结果，两

个省的老百姓总算有饭吃了。

赵紫阳1980年至1987年任国

务院总理，1987年至1989年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他在上世纪80年代

主导经济体制改革，并作出了重大

贡献。但是，在1989年的学生民

主运动期间，赵紫阳因为反对邓小

平武力镇压学生，被撤销中共中央

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之后一直被软禁在家，直到2005

年1月17日去世。

而软禁赵紫阳16年的就是踏着

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

被软禁长达十六年
赵紫阳下台后，一直被软禁在

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的家中，

言行受到中共的严格限制。他曾多

次写信给中共党魁江泽民，要求解

除软禁，但都被江拒绝。

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

中谈到，1997年9月12日，中共

十五大前，应“六四”天安门广场

被杀学生母亲们的请求，他发出“致

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的一

封信”，敦促中共重新评价“六四”。

信中说，“六四”问题迟早要解

决，不论拖多久，人们都不会淡忘，

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

江泽民软禁赵紫阳十六年

4 百年真相 2022年12月16日

信，江泽民也没有任何回应。

对父亲的纪念
2005年1月16日早晨7点1分，

被软禁长达16年的赵紫阳在家中病

逝。2019年10月17日，是赵紫阳

百岁冥诞的日子，赵家子女在香港

《明报》发文纪念，他们写道：

“对于权力，先父与其他一些人

有不同的理解，他曾说：‘办不了事，

权有何用？’他认为，天下是大家

的，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他一生

临渊履冰，言行谨慎。但在泰山压

顶时，却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为什

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欠老百姓

太多，我们正在还债！’”

“今天，我们面临的，是思想的

退化、哲学的贫困；失去了龙腾虎

跃的深刻探索，看不见微弱闪烁的

智慧火花；既没有人道关怀的点滴

温暖，也没有动人心弦的丝毫感动。

这是百年未见的精神困局。”

“这些‘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但如此神速，如此彻底，亘古未闻。”

江的追悼会创数个“空前”
有网友总结江泽民的追悼会活

动时长一周，创造了数个“空前”：

评价空前，七个伟大；搬尸空前，

从上海到北京301医院到八宝山，

再到长江入海口；治丧空前，全网

退化到黑白无间道；官宣空前，每

小时一次。最后一个空前是最戏剧

性的：万民奔走相告，空前欢庆！

《江泽民其人》书中有一个情节，

江泽民生前问一个高僧自己什么时

候死，高僧回答，死在一个节日里，

江追问：哪个节日？高僧答：哪一

天死，那一天就是节日。 大纪元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santui.tuidang.org，声明“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1990年4月17日，赵紫阳在北京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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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接被传染 没用任何
治疗方法神奇康复
2022年5月上旬，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我

一邻居的妹妹小达在哈尔滨市开超

市，有两个顾客被确认是染疫人员，

而小达成了密接者。小达被120救

护车接走了，她吓得直哭。

到隔离点时，小达就出现了症

状，发烧、头痛、咳嗽、浑身疼，

但是小达没告诉别人，她想起我以

前跟她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想起

我告诉她念九字真言并“三退”就

能躲过危难，她就开始诚心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结果核酸

检查是阴性。小达更有信心了，就

一直坚持念。她还打电话告诉她三

个姐姐都帮助她念九字真言，还让

她姐姐找到我，让我求求大法师父

救救她。之后小达每次核酸检测都

是阴性，三四天后一切症状都没有

了，隔离14天回家。没用任何治

疗方法，神奇康复。

兄弟染疫全家隔离
念九字真言得救
肖爹80岁，他有5个儿女，都

在外工作，已是儿孙满堂。

天赐良方　染疫者神奇康复

2020年过年时，肖爹的儿女

都回家过年了，其中大儿子从武汉

回来。不久疫情越来越凶猛。我女

儿跟肖爹女儿肖缘认识，肖缘告诉

我女儿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前些天

他大哥染上武汉肺炎，转到县医院

去了，她弟弟也染上了。一家二人

染疫，全家人天天在一起吃饭、密

切接触，都感到恐慌。现在家里有

20人被送去镇上的一个宾馆隔离。

我女儿听后立即给我打电话，

我告诉女儿稳住心，快快叫他们一

家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九字真言只要真心诚念，威力无

比，就能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

女儿将我的话告诉了肖缘，并

让她转告住院的哥哥和弟弟叫他们

全家都念，念出声和默念都行。几

天后，肖缘的哥哥和弟弟康复出院，

只有弟媳妇还在隔离，其他人都回

家了。肖缘在电话里不停地对我女

儿说：“谢谢你妈妈告诉我们救命的

大法，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瘟疫不侵的
大家族
2022年3月份，新冠病毒肆

2

1

3
明慧网

虐我地，阳性病例每天四位数上升，

百姓惊呼超过当年的武汉。

我们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已经

做了“三退”，在这次疫情爆发中，

几十口人分散居住在这个城市的各

个小区，有的居住在高风险区，他

们很多都是志愿者，有的是市委、

市政府的干部，有的在公安部门工

作，有的在检察院部门工作，有的

在宣传部门工作。他们都在疫情的

一线做防疫工作，直接接触阳性患

者，可是，我们家族的几十口人都

没有一个染疫的。

我们家族中有一个是保供企业

的老板，手下有几百人的员工，他

手下的几个中层干部都通过我做了

“三退”。整个疫情爆发期间，这个

几百人的保供企业竟然没有一个染

疫的，疫情期间都正常生产。

疫情结束后，家族人在一起聚

会，他们都感叹：疫情如此严重，

家族人却没有一个“小阳人”，“三

退”真的保平安。

2022年5月13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活动。

因奥秘克戎具有高传
染性，目前染疫的人

群越来越多，在这关键时
刻，有些人因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症状
好转了，“三退”者密接不
染疫。很多实例证明，“九
字真言”“三退”就是避疫
祛病、逢凶化吉的最简单
但却最有效的天赐良方。

 法轮大法在长春
https://github.com/
yntd/changchunzx 



离。正在这时有人给她打电话，说

她那一组（混检10人一组）有阳性，

让她下去做抗体，她更害怕了，因

为她正在发烧。

我说：“你快念九字真言！”她

说一直在念。这时又有人给她打

电话说做核酸检测没药了，等一会

儿再做。她就不停地诚心念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她退烧了。

我和我的亲属大多都生活在河

北的一个地级市，由于新冠病毒的

泛滥和没有原则的封控，搞得人心

惶惶，生活一片混乱。特别是最近，

还在搞封城、封小区。

11月22日，全市又被封控了。

这时我小妹和她四岁的小儿子都开

始发烧，小妹浑身疼痛，她小儿子

烧到39°C。她12岁的大儿子就提

醒妈妈：“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因为他们平时一遇到困难

就会念九字真言，都能逢凶化吉，

遇难呈祥。

小妹就赶快念，一晚上都没停，

第二天就不发烧了。她小儿子虽然

还发烧，但不难受了，不哭也不闹

了。第二天他们做了自行检测，都

有了抗体，证明已经感染过新冠了。

这时三妹也开始发烧，浑身疼

的一晚上没睡觉，她认为自己也得

了新冠，因为封城前一天小妹还去

过她那儿。早晨三妹就给我打电话，

一边说一边哭，她怕被拉到方舱隔

孝顺小童提醒发烧的妈妈：快念法轮大法好

这时她购买的自行检测试剂也送到

了，她在家里做了自行检测，一测

是阴性，赶快把结果发到网上，也

不用再下去做核酸了。她不停地说：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救了我的家人，愿所

有看到此文的人都能诚心敬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都在大法

中受益，平安渡过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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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学专家董宇红曾经收集了

从2020年1月1日到5月31日报

告的36例武汉肺炎患者的改善案

例，整理了一份临床医学实证关于

诚念法轮功九字真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的研究报告。

报告发现，这36例患者总体

症状改善率为100%。其中，26例

症状康复，10例症状改善。11例

重症患者中，10例症状康复，1例

改善。重症且住ICU3例，2例完

全康复，1例改善。

报告作出结论：“通过系统回

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的

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经

过初步医学研究分析表明，诚心念

九字真言，对这些武汉肺炎病毒感

染者的病情具有显著、快速改善的

临床效果。”

“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

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

字真言能接通宇宙中正的能量。念

诵者心念越诚，越能调动宇宙和自

然界中正的因素，得到上天的护佑，

因而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身体

快速得到康复。在明慧网上有很多

这样的报道。

为何诚心敬念九字真言
是祛除疫病的良方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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