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大五毛司马南在

社媒发文透露，95岁的中

科院院士何祚庥最近几次

住院，又感染了新冠病毒，

症状非常严重。他的子女

症状比他更严重。何祚庥

说，“怕是过不去这关了。”

何祚庥是前政法委书

记罗干的连襟，两人被指

策划了1999年中共镇压

法轮功之前的一系列相关

事件。何祚庥负责污蔑法

轮功，挑起矛盾；罗干负

责安排警察引法轮功学员

到北京上访，把法轮功学

员引去中南海，从而震动

整个领导层，为江泽民搞

镇压制造口实。没有何祚

庥、罗干们制造事端，江

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想法就

很难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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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条被删除的微博帖子中写道，他

就职的火葬场每天有多达22次火葬，

而在12月之前大约是每天四到五次。

在沈阳，一家殡葬服务公司的工

作人员说，死者尸体最多要搁置五天，

因为火葬场“尸满为患”。

中共定义“新冠死亡”掩盖真相
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在12月

2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只有因新冠病

毒导致的肺炎、呼吸衰竭而死亡的，

才能归类为新冠死亡。

这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欧美国

家将任何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但

可能死于其他疾病的患者都列为新冠

死亡数据。这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尊重，

也是国家在如何防疫研究工作方面的

基础性数据，换句话说，即便是失败

了的防疫，也得知道失败在哪里。

而国外的封控也不是中共的封门

封户，而是限制人员聚集；国外的开

放也不是中共的直接躺平，民众是有

充足的医疗资源保障的。中共鼓吹的

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其本质上是

反人类优势。

国内12月7日突然放开管控，导

致疫情大爆发，各大城市火葬场不堪

重负，竭力处理大量的尸体。12月20

日，中共自定义“新冠死亡”，缩水死

亡范围，借此掩盖死亡恐怖真相。

各地火葬场不堪重负
12月20日，北京、重庆、广州和

河北等地城市的火葬场员工告诉记者，

他们比平时忙得多，其中一个火葬场

报告称，放置遗体的空间已用完。

媒体报导，在北京最大的八宝山

殡仪馆，也是处理中共高级官员和领

导人遗体的殡仪馆，周日每分钟可以

看到几辆灵车进入，而私家车的停车

场也已满员。

在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重庆，一

个火葬场的员工告诉记者，他们已经

没有足够空间来存放尸体。

广州市一家火葬场也表示：“比往

年忙了三四倍，我们每天要火化四十

多具尸体，而以前只有十几具。”“整

个广州都是这样。我们一直在接电话。”

一名工作人员说。

河北一家火葬场的一名工作人员

科痞何祚庥染疫
症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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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激增 中共定义“新冠
死亡”掩盖真相

北京官员：月初疫情就已
失控 大量退休高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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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9日，北京一家火葬场外正在排队的灵车。



2 热点

但还是在前几天去世，死亡证明上

的死因写的是“尿道感染”，死后

也是等了5天才火化。

他说，作为政法官员，他手中

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可以

说北京城不到1%的人能做到他这

种程度，但他的至亲依然遭遇这种

惨祸。这让他瞬间醒悟，他甚至无

力保护自己的亲人。对中共把疫情

爆发的责任推给“白纸运动”，他

感到非常愤怒。

他表示，北京医疗系统早已超

过了它的承载能力，许多高级别的

退休官员都得不到有效治疗。据他

12月19日，自由亚洲电台刊

出对一名北京政法系统官员的采访

报导。这名官员表示，北京疫情并

不是在“白纸运动”之后才爆发，

早在中共二十大期间，北京的各大

医院的院内感染就已非常严重，到

本月初已经完全失控，但这一切都

被官方严密封锁。

他说，当时还处于“动态清零”

阶段，没有上级命令，医院不敢报

告有院内感染，甚至都不能按照染

疫治疗病人。感染的病人有被诊断

为“尿道感染”的，有被诊断为“无

名发热”的，反正就不能说是染疫。

当时北京市卫健委和各医院唯一做

的事情，就是以“防疫”为由阻止

病人出院，并限制医护人员回家。

一直到官宣江泽民去世后，有

关北京的感染资料才逐渐对外公

开，但这时候已有大量的老年感染

者死亡或者病危。北京的医疗资源

在官方“放开”前就已崩溃。

这位政法官员有一位直系亲属

在医院疗养，因为他“有关系”，

所以他的亲属得以私下检测查出阳

性，之后辗转多家北京最好的医院，

北京官员：月初疫情就已失控 大量退休
高官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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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至少六名厅级以上的老人在

医院里因耽误治疗死亡。普通人死

得就更多了。

诸多资料显示，北京等地早在

12月7日官方“新十条”出台之前，

疫情就已爆发。世界卫生组织的官

员也直言，并非中共“放开”导致

疫情爆发，而是中共已经意识到“清

零”无法阻止病毒蔓延。

12月7日后中共突然“躺平”，

无疑给病毒更迅速地扩散提供了条

件。中国民众纷纷斥责中共从一个

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无视民

众的生命安全。

“第二，是谁出的馊主意，让

整个社会全面开放，一点缓冲都没

有，一个台阶不给，直接从直升机

上跳下去，连降落伞都不给？”

该男子表示，第三个就是想问，

“如果一个城市的最最基础的外卖、

快递、安保、保洁、医护这些人员

全面倒下的时候”，包括商超、公

共交通人员全部都阳性了，“这个

城市怎么运转？怎么不让民众陷入

12月18日“赵兰健”网友发

布视频显示，一名疑似“朝阳群

众”的男子说，“我今天三问卫健委，

第一，是谁出的主意，让我们在寒

风中排队几小时去做核酸？一会儿

把亭子撤了，一会儿挪社区里，一

会儿扔外边，是谁出的这馊主意？” 

北京“朝阳群众”
三问卫健委

大纪元

大纪元

恐慌？你有对策吗？” 

“你12月7日之前干什么去

了？”头一天病毒可怕到把人封家

里，第二天就没事了，轻症变感冒

了，“这是病毒变了还是你们变了

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北京“朝阳群众”是中共控制

民间的编外特务组织，中共政策出

尔反尔，朝阳群众也按耐不住反水

了，中共已经失尽民心。

北京朝阳医院发热门诊12月10日爆满的情况。



北京单日在家身亡者2700人
12月17日，北京网红“霹雳

大婷”发视频讲述自己在医院的恐

怖经历。她说自己连续5天高烧，

12月16日，她去了医院发热门诊。

“你知道发热门诊里边什么景

吗？就是一群老头、老太太……有

部分年轻人，大家在那坐着等号，

号码排到396号。有一个老头急了，

说‘我从早上9点钟已经到下午2

点钟了，我药还没有开到手’。”

“你知道医院什么状态吗？所

有的工作人员在门口守卫的就已经

开始闭眼打瞌睡，明显已经过度

劳累，每一个医生基本上都是阳着

给你在做检测。然后到我抽血的时

候……一个非常年轻的医生，她一

边咳嗽着，一边手抖着给我抽静脉

血。我说‘姑娘，你是阳了吗’，她说，

‘我阳了5天了，从第一天到现在

一直在工作。’”

“大婷”说，每一个患者排号

要排三到四个小时，然后排到你了，

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每个药只能

给你开一盒。医生给她开了一盒莲

花清瘟。“大婷”说，她需要布洛

芬和感冒冲剂，医生说没有。至于

北京染疫人数飙升，全市医疗

系统几近崩溃。12月18日，北京

女子杜女士在抖音发视频哭述说，

她爸感染了，12月17日，他们跑

了三家医院，她爸也没能住进医院。

一个个的老人都在等床位
杜女士说，“第一家是朝阳医

院，想在那输个液，四个小时还

未必排得上……我们实在是等不起

了，去了华信医院。我爸到华信医

院（等候）这段时间，死了六个人。

到了医院都是在排着队，住不进去

医院，实在没办法，我们回来了。”

杜女士表示，回去后，他们找

各种关系，询问哪家医院可以接收

病人。当晚10点多，她又去了一

趟华信医院给他爸开药。

她说：“我在急诊里边，看见几

个老人，说白了，那就是在等死，

到死也未必能排到他们进医院住上

病床。然后，我又去了民航医院，

碰见一个大叔。他说，‘我们就来

输个液，我们是从垂杨柳医院过来

的，输不上液。’民航这儿的氧气

也没有了。”

杜女士继续说：“我把我爸的情

况跟民航医院的人说了一下。医生

说，‘你这属于重症，我们这接不了，

别说我骗你，你自个儿去那屋看看

还有床吗，你甭说有床吗，你看还

有站的地儿吗。你去朝阳医院排着

吧。我们这今天才死了十多个，也

就空出十多个床，排不上。’

“我想救我爸没有机会，一个

个的老人都在等床位。那些在网上

秀自己症状有多轻的，你知道……

不知道，有些老人的肺会变白，他

的肺会溃烂，他等不到医生，等不

到床位。”

北京疫情失控 两女子讲述医院悲惨情景

大纪元

没有的原因，“大婷”称，北京发

通告，称给北京下发了350万元（人

民币）的物资，其中就有药品和物

资，而北京有2180万人口，假如

100万人生病，每个人只能花3块

钱买药，药店卖吗？医院卖吗？

她说，“你说有多少人买不到

药啊。昨天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人生

与死之间就是一秒钟的时间……就

感觉生活当中所有的困难、所有的

烦恼、所有的痛苦都不是事儿。

“再就是你看着救护车，10分

钟一辆，10分钟一辆。然后每个

人都赶紧把人往医院里推……医生

一边抢救基础病人，一边抢救阳性

病人，整个医院一团乱。”

据北京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医

院停尸房“一个格塞进两具遗体”，

有的医院太平间地面上还堆放着

30具尸体。仅12月17日，北京

在家身亡的就有2700多人。

时评员陈破空表示，中国从三

年极端封控到全面放开，呈现的景

象，竟然是从灾难到灾难、从人祸

到人祸。中共所谓的防疫抗疫，对

于中国人民，就是从一场大劫难到

另一场大劫难。

2022年12月23日 聚焦 3

近日，两位北京女子讲述自己在医院看到恐怖场景。（视频截图） 



产党员人数高达数百万人，仅次于

中苏两国。但1965年至1966年

间，军方开始镇压及屠杀大批共产

党员，其中牵连大量华裔，许多华

人因被当成共产党员而遭处决，这

次事件被称为“九三〇事件”。并

由此造成多次排华潮。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印尼反共

大屠杀并非针对华人，而是出于对

共产党的厌恶与担忧，再加上印共

与中共的亲密关系，当地华人就被

视为共产党员，从而成为清洗的目

标。准确的说，印尼“九三〇事件”

是针对共产党的一次大清洗行动。

东盟建立初衷就为反共
事实上，东盟是在美苏争霸

的冷战背景下成立，中国也曾大

力在东南亚各国扶植共产党势力，

1967年东盟创立时，最初的5个

缔约国都面临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威

胁，东盟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

联手反共。近年，中国共产党领导

印尼持续重刑打击共产主义，

在国会即将通过的印尼新版《刑法》

中规定，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

义者，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

印尼新刑法重判宣传
共产主义者

据媒体报导，印尼国会本周正

在审读新版《刑法》草案，草案内

容包括，任何人以口头或书面形式

传播或弘扬共产主义、马列主义，

包括通过任何媒体传播，将面临最

高4年刑期；若上述行为造成社会

骚乱或财产损失，最高可判刑7年，

若造成人员受伤及死亡，可判刑

12至15年。

从网络整体民意来看，印尼人

虽然担心此条款可能被滥用，作为

罪名来打击异议人士，但就严打共

产主义而言，很少有反对意见。

印尼总统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

理教授赖剑文表示，印尼对共产主

义的打击力度世界罕见，印尼目前

几乎不存在共产主义者了，新刑法

草案中对共产主义的宣传者的处罚

比以往更严厉，极有可能会在国会

顺利通过。

报导说，印尼和马来西亚至今

仍严厉禁止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

锤子、红旗等图样。印尼社交媒体

上，近年有人惊呼流行歌曲中带

“komunisme”（共产主义）的字眼，

都可能被人炒作后遭到警方处罚。

印尼“九三〇事件”
历史资料显示，印尼曾在

1960年代的共产主义高峰期，共

印尼新刑法：宣传共产主义者最高15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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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中国，虽然加强了与东盟各国

经贸关系，但东盟多国仍在打击共

产主义活动。

2013年9月，马来西亚共产

党前总书记陈平在泰国去世，曾遭

到马来西亚政府多次拒绝，其骨灰

直到2019年11月才被准许送回马

来西亚。此事一个月后，马来西亚

高级退休警官联合会就组织3000

名退休警察上街集会，要求政府打

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根据1989

年和解协议，马来西亚共产党在放

下武器后不得再宣扬共产主义。

“中共必将被抛弃”
现旅居美国洛杉矶的四川省作

家葵阳认为，共产主义在人类近百

年历史中带来了千万人的伤害，在

东南亚的柬埔寨就有近四分之一人

口被共产党屠杀，对中国的危害则

更大了。印尼这次讲究了程序正义，

通过立法来警示共产主义的罪行。

如果美国政界也能对共产主义的危

害形成这样的认识，将对国际联手

严打共产主义更有力道。

原在北京的大学任教、现旅居

美国的向莉，也有多年被中共打压

而流亡海外的痛苦经历，她表示，

东南亚多国知道中共的邪恶，随着

中国的经济的下行和垮塌，中共必

将被抛弃，这只是时间问题。

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

的社会毒瘤，象病毒一样所到之处

用谎言和暴力制造惨绝人寰的死

亡、斗争、愚昧和落后。如今到了

全世界要把共产邪教扫进历史的垃

圾堆的时候了。 文 / 乔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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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新版《刑法》草案，以4年刑罚起步，
重罚网上及线下传播共产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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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很幸运的人，他们

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他们说，有九字真言心

里很踏实，因为自己拥有了战胜疫

情的法宝。

中国有句老话叫“心诚则灵”。

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大法，指导修

炼人按照“真、善、忍”宇宙特性

去修炼，现已洪传100多个国家，

受到各国民众的欢迎。而中共宣扬

的是无神论、“假恶斗”，从三反、

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大学

生，再到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中共迫害死大批中国人，

引发人怨天怒。只有摆脱中共的束

缚，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诚心敬

念这九字真言，就能够躲过大灾难，

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湖南妇女：九字真言让我
渡过难关

在2020年疫情刚爆发时，一

位湖南妇女接到法轮功学员电话，

听到保命有良方，就激动地连连说

道：“我已经加入你们了！” 学员细

问怎么回事？她说不久前自己出现

严重的胸闷气短发烧症状，但得不

到检测及医院收治。就在身体非常

难受的时刻，她接到了法轮功学员

疫情中请牢记法轮大法好 平安渡过难关

的救命电话。

她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帮助我渡过了难关，现在身体已经

完全好了，太神奇了！” 她说的“已

经加入你们了”，意思是她相信法

轮大法真的好。现在她每天早晨起

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反复念诵九

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法轮功学员问她是否把这个美

好讯息跟朋友分享了，她说：“他们

全都知道了，都退了！” 这时候一

位男士凑过来，大声连喊两次：“法

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女的又说：

“我们现在感觉活着有信心了！” 

外孙的烧退了
2020年，我和老伴为给女儿

带小外孙，从东北来到广州生活。

三月初，小外孙一天比一天没

精神，不爱动，也不爱说话，不笑

了。一吃东西，就喊嗓子痛。我找

了点药给他吃了。再后来，小外孙

就不能吃东西了，整天闭着眼睛哭，

身体发热，咽喉都肿满了。

附近医院都关了，大医院得预

约，真着急呀！老伴出去也买不到

药，我当时上火，嘴里都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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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冷静下来，一下想起来了，

几年前，在东北老家时，炼法轮功

的大嫂跟我说：“危难时刻，就诚心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

有神佛保佑你的。”我怎么把这么

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

我抱着小外孙，和老伴诚心念

起“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

下午1点多开始，没吃饭，没睡觉，

连口水都没喝，虔诚地念，一直念

到第二天早上7点多，小外孙好了！

不发烧了，下地玩了，要喝水，吃

东西了。

我和老伴非常感动，泪水不停

地往下流，太神奇了，这是真正的

佛法啊！

中共讲战天斗地，但碰上天灾

人祸却毫无办法，而法轮大法的九

字真言却能保您平安，此言真实不

虚。如果遇到法轮功学员送给您护

身符，请千万不要拒绝，也不要错

过选择“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的机会。

2022年10月2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参加纽约布鲁克林游行活动。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
再次在中国失控蔓

延，很多城市在疫情下出
现严重医疗挤兑，各大医
院患者爆满，医生哀叹救
不过来。百姓的恐慌情绪
越来越重，很多人在惊慌
中祈求上苍，希望能保佑
自己和家人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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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咱没别的办法，你就诚心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求师父

救你平安渡过这一难吧。

这次他听话了，坐起来，双手

合十，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

我也跟他一起默念。大约过了十分

钟，我让他躺下睡，告诉他一会儿

可能要出汗，他说现在就出汗了。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真高兴，

我说那是你诚心念了九字真言，师

父管你了。这一夜他出了通身的大

汗，第二天，看着人挺精神，好了。

到晚上睡觉，又出了通身的大汗，

味道刺鼻的难闻。我告诉丈夫，你

身体里不知有多少脏东西，师父给

你清理出来了。

我儿子看到他爸爸身体有这样

的变化，还觉得不可思议，他一连

问了三遍：是真的吗？你是念九字

真言就好了？我丈夫回答了三次说

“是的”。我儿子由衷地说：怪不得

你们坚持自己的信仰，其中必有道

理。丈夫亲身体会了大法的美好与

神奇，儿子也心服口服。

2021年11月份，河北省疫情

严重，我地各村的村口封了，各家

大门都被用铁丝拧住，叫作居家隔

离。就在这时，我丈夫感觉浑身发

冷，发烧了，当晚早早就躺下了。

我丈夫一直不相信炼法轮功能

祛病健身。我修炼法轮功后疾病痊

愈，都是他亲眼所见，但他以为那

是偶然的，有些病不吃药扛一扛就

能好。现在他烧得这么难受，家里

又没有药，很容易出危险，如果第

二天医护人员上门来做核酸检测，

发现他发烧，立刻就会把他拉走。

我把他叫起来，告诉他现在的

疫情重 丈夫退烧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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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患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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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专家奥尔森女

士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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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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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颗粒大约是细胞的千分之一，

可以穿梭于构成细胞的粒子之间。

它没有自己的代谢系统，必须寄生

在活细胞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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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可以感染几乎一切细胞。人类在细

胞层面上制造的任何药物，都无法

专家：为什么九字真言
能解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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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它。目前没有药物和疫苗可以

治愈新冠肺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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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

病毒再邪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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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者必须真诚念诵，才能消灭体内积

累的不好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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