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继

续在中国蔓延，殡仪馆

“人满为患”。而中共从未

公布染疫致死人数。某地

一殡仪馆服务大厅贴出写

有“本人承诺，逝者……

非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去

世，若有隐瞒，愿负一切

责任”的提醒。

据网友曝光北京东郊

殡仪馆的紧急通知，该殡

仪馆严禁任何人接受任何

媒体或组织的采访；严禁

议论、解答或透露涉馆数

据、工作运行等情况；严

禁拍摄、编辑或以短信、

微信等媒介形式转发工作

情况。如有违反，严肃处

理。落款日期是12月19

日。网民质疑中共隐瞒疫

情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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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被降级
新冠死亡在上升

疫情中念九字真言
平安渡过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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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攀升。当局试图在疫情严重性上

欺骗民众。

目前爆发的疫情，让民众很难不

联想到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的情况。

当时中共封杀了“吹哨人”李文亮的

警告。疫情彻底在武汉爆发后，官方

继续试图打消民众担忧。当局对疫情

的信息垄断引起了公众的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反驳“白肺”

和原始毒株传言的卫健委官员焦雅辉

在2020年也曾告诉过民众不需要担

心新冠肺炎。

2020年2月4日，焦雅辉曾在

一场记者会上说：“我们这一次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绝大多数患

者还是轻症，这一点请大家不要因为

今天谈的都是重症患者就认为我们的

患者当中都是重症的病人，产生一些

恐慌或者是恐惧，这一点是我想给大

家传递的信号。”

在那之后，新冠病毒传向世界并

造成全球大流行，已造成超过665万

人死亡。民众称目前官方的说法是在

亲自洗白白肺。

中国多个城市正先后面对新冠病

毒感染高峰，并且大量出现白肺现象。

在疫情中苦苦挣扎的民众，对此深感

忧虑。然而中共专家日前极力撇清“白

肺”现象与武汉原始病毒、疫苗、新

冠病毒的关系，遭民众驳斥。

12月27日，中国卫健委医政司

司长焦雅辉在记者会上解释说：“现在

出现的所谓的‘白肺’与武汉当时的

原始毒株和疫苗接种是没有关系的。”

北京和武汉的地方官员也在同一

天针对原始毒株回归的传言进行了所

谓的辟谣。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潘

阳表示，北京尚没有发现原始毒株、

德尔塔等非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流行。

微博上，不少网民认为焦雅辉的

言论反证了传言是真实的：“反向理解

就对了”“懂了，传言是真的”“此地

无银三百两”。一位博主写道：“真的

吗？怎么那么不信。”

中国“放开”后也不再强制要求

民众进行新冠检测，12月25日，中

国卫健委宣布将停止公布每日感染数

据。民众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感染

逝者家属须承诺：
非因新冠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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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越辟谣 民众越不相信

举国体制
一药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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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肺”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之一。“白肺”是指肺部白化，是肺部受到
严重感染的表现之一，许多2020年初武汉新冠患者身上都被检测到“白肺”。



2 热点

政府不给力 民众自发捐药
与此同时，在缺乏医疗资源的

农村地区也传出药品不足的问题。

有中国民众因此在网上发起“农

村退烧救助行动”，号召每人捐助

两盒退烧药给农村老人，并呼吁

官方向农村免费发放退烧药。

互联网地址显示位于云南的

发起团队表示，农村老人因药局

遭抢药、断药，因此“买药难”，

加上很多农村老人感冒发烧时不

会立即就诊，也不会上网求救，

是“被这个时代彻底遗忘的人群”。

拍脑袋决策 中共收放皆成灾
中国是布洛芬生产大国，但

疫情大流行的当下，中国人却“一

药难求”，民众得靠自救。

四类药品，即退烧、止咳、

抗病毒、抗生素药物，新冠疫情

爆发以来，一直被中国政府严格

管制销售和使用。药厂被迫减产，

药店也长期缺货。中共切断下游

需求，导致上游产能受到重创。

医药媒体“赛柏蓝”引用消息

人士透露，尽管上个月防疫政策

有松动迹象，但生产四类药品的

药企并未接到明确通知可以恢复

甚至扩大生产，因此药企保持观

望态势，导致存货、备货不足。

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医院院

长”日前撰文称，“中国布洛芬生

产企业特别多，达500多家，不

要说500多家，就是200家，提

前一个月告诉他们，也能人人一

盒。”文章中质问：“作为一个工业

大国，疫情持续3年，全国从南

到北缺少感冒药，着实让人费解。”

举国体制 一药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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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外援的举国体制
早在12月14日，美国白宫

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曾表示，

若中国请求援助，美国愿意帮助

中国应对。然而中国外交部在12

月15日拒绝了这份好意，强调中

国可以“靠自己”，“我们有举国

体制优势，一定能顺利度过疫情

高峰。”

中共担心国产疫苗质量不行

在国际上丢脸和所谓举国体制的

溃败，在党国颜面和百姓性命前，

选择了漠视生命。

面对民众“抢药难”，有网民

在微博上说自己网购的退烧药被

快递挖洞偷走，并上传印有药局

名称纸盒遭挖洞的照片。

查看淘宝网发现，有许多民众

在药局商品页留下好评指“包装

没有注明药品，给个赞”，布洛芬

缓释胶囊的贩卖页面也是“每天

限时开抢，每人限购一盒”，暗示

药品抢购热潮。

家住深圳福田区的高女士告

诉记者，目前她所在的小区附近，

最为短缺的是退烧药和感冒药。

物流注明“药品”
恐被挖洞偷走

新唐人

希望之声

她说：“药房缺退烧药，市民们缺

少退烧药，包括必理通、扑热息痛、

布洛芬、泰诺都没有。维C泡腾片、

999感冒冲剂都没有。中药跟感

冒相关的，也没有。”

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说，相关

药品在民众抢购的风潮下，价格

越来越高，政策“忽右忽左、朝

令夕改，变成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疫情三年了，早就应该配足

各种各样的药品，怎么会缺药呢？

这说明了他们压根没考虑到这些

事情。”

中国疫情爆发后药品及快筛试剂严重短缺。



都一窝一窝的感染，哪有人去测

核酸。”

各地大量新冠死亡 肺部现
白色浊斑纤维化

中国各地近期死亡人数大增，

殡仪馆内尸体无处存放。12月25

日，上海市宝兴殡仪馆业务大厅

内，数百人排队等候办理殡葬手

续，人龙排到门外大街上。北京

玉泉营附近一家冻肉仓库被用来

储存1.5万具尸体，网传北京市

委书记到现场视察被当场吓哭。

一位网民说，“北京病理同事

对他说了几句，很吓人的消息，

通报这次疫情里边混有很多原始

毒株，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出

现了很多中青年的大白肺，因为

没做核酸测序，不知道是否原始

毒株。”

时评员王赫表示，目前中国

出现很多白肺现象，很可能出现

病毒变种，非常不合适全面放开。

而中共给病毒降级，是对中国老

百姓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国际社

会的不负责任。

近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

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并且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

自2023年1月8日起打开国门。

这一系列动作，中共似乎告诉外

界，新冠病毒已经完全被党战胜

了。事实是这样的吗？

北方地区九成人已被病毒感染
河北石家庄医生张亮告诉记

者，新冠感染者人数庞大，在当

地已达到百分之八九十，比接种

疫苗的速度还快。

山东青岛通报至少50万人感

染。青岛居民约翰告诉记者，实

际感染人数应不止50万人。他说：

“远远超过50万，这个疫情数字

变化太快了，就像洪水一样，没

想到这么快，青岛感染人数我觉

得有100万了。我家附近就是医

院，本来医院外面停有车用来拉

病死的人，平时都闲着，现在排

着队拉人。我们全家都感染了。”

大连十里堡街道居民王女士

说，当地只要一个人感染，就会

传染给全家：“俺家前面三对夫妻，

新冠病毒被降级 新冠死亡在上升

大纪元

北京、河北等地近期传出

大量新冠死亡病例，不少患者

出现“白肺”，即肺部出现不同

程度的白色浊斑纤维化。有疾

控中心人员说，这很可能是奥

密克戎和德尔塔变异株同时存

在，造成较大的破坏性。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表示，

尚未收到中国的新染疫住院数

据，希望派人前往中国提供协

助，均被中国婉拒。美国则担

忧中国疫情可能威胁全球公共

安全，多次提出向中国提供疫

苗等援助，也遭中方婉拒。韩

国则宣布，将加强对中国入境

者的防疫管理，只要体温超过

37.3度，就得和同行人员接受

PCR（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有专家表示，中国疫情传

播速度惊人，20天内高达2.48

亿人。随着中共打开国门，中

共2020年1月将武汉病毒随

客流量撒向全球的悲剧是否会

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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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殡仪馆外，近千人排队等候。（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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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担忧
中国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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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曾为中共前党魁江

泽民和前总理李鹏在首都人民大

会堂公演。

疫情下离世的红色“导演”
“作家”“剧作家”
12月24日，《外来媳妇本地

郎》官方微博称，该剧第一代导

演陆晓光去世。陆晓光是中共党

员。值得注意的是，陆晓光剧组

曾几次上演诽谤法轮功的节目。

12月21日，河南著名剧作家

杨林“因病医治无效”在河南焦

作死亡，终年60岁。杨林曾创作

中共红色话剧《红旗渠》等。

疫情下离世的中共专家、
学者、院士
12月23日，“蒋华良先生治

丧工作小组”发布讣告称，著名

药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共

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中国民

主同盟盟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

物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华良

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

23日在上海病亡，终年57岁。

近日国内疫情如海啸，表现出

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病毒如

同长了眼睛一般，直奔中共知名

党员和体制内的名人而来，大量

的死者中包括中共退休高官、文

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学术

界中共专家，以及大量各界中共

“优秀党员”等等。

疫情下离世的中共退休
高官和体制内名人
据《中经在线》报导，12月

19日，中共党员、原国家体委副

主任刘吉染疫死亡。刘吉当年曾

经主持编撰《画说“三个代表”》，

并到各大机构宣讲江泽民的“三

个代表”300多场。

12月15日，中共党员、前《人

民日报》记者杨良化去世。1999

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

杨良化采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科

痞何祚庥诬蔑法轮功的文章。

疫情下离世的红色艺术家
储兰兰1983年5月生于安徽，

曾拍摄过新京剧电视剧、电影及

京剧舞台剧等。她曾演绎中共红

色剧目《红色娘子军》。储兰兰的

一名徒弟在哀悼中称“惊悉她因

某流行性肺炎并发症香消玉殒”。

据《北京日报》报导，原中国

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国家一

级演员张目于12月25日在北京

病亡。张目曾主演《白毛女》《小

二黑结婚》等多部知名歌剧作品，

曾在大型歌剧《韦拔群》中扮演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

12月11日，东北的著名二

人转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孙文学

病死。孙文学是吉林省四平市人，

为何中共专家、名人扎堆染疫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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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华良曾经因为领导团队研

究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

制新冠病毒，引发过争议，被外

界指学术造假。

12月2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

院信息艺术设计系吴冠英教授去

世。吴冠英是2008年北京残疾人

奥运会吉祥物“福牛乐乐”的设

计者，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

祥物“福娃”的设计者之一。

疫情下离世的各界“中共
优秀党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育

家”胡钧，因病医治无效，于12

月20日在北京去世。胡是马列教

育专家，官方称其为“中共优秀

党员”。

中共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

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数

量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汪同三因病

于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讣告

称汪为中共“优秀党员”。

……

结语——瘟疫有眼
篇幅有限，仅列举了部分在疫

情海啸中离世的中共知名党员和

红色名人。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于2020年在《理性》一文中警示：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而

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希望仍未退出中共党、团、队

组织的朋友能够从这场灾难中反

思，并找到那些在疫情下离世的

人们不幸的根源，从而为自己和

家人在这紧急关头做出最安全的

选择。 文 / 李正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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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中共权贵
阶层病亡



2022年12月30日 真相 5

新冠病毒在中国再次大面积

爆发，疫情如海啸，十万紧急。

大疫中，导致这场持续不断的瘟

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出路何在？

每个人都急切想得到避疫良方。

事实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

志先生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

疫情爆发之初，李洪志先生于

2020年3月份在《理性》一文中

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其实瘟疫本

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

力大了而来的。”

李洪志先生明示：“目前‘中

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

是有目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

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

走在一起的人的。”“那么怎么办？

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

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

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都会

被淘汰。”

李洪志先生还开示说：“人应

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

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

这才是灵丹妙药。”

瘟疫大爆发　世人见证了
大法的神奇
最近，我们地区瘟疫大爆发，

我周围的人几乎都阳了，家里的

人，孩子和孙子也都阳了。孙子

网课都停了，因为老师也阳了。

死了很多人，殡仪馆都装不下了。

孩子单位的同事全阳了，他们

问我孩子：你妈咋样啊，70来岁

了！孩子笑着说：我妈一点事也没

有，老太太也没打

疫苗，这几天全是

她照顾我们。同事

们说：啊，太神奇了，

这么说法轮功就是

神奇。因为我曾经

被中共绑架过，他

们知道我是炼功人。

大家七嘴八舌，

有的骂恶党，有的

赞叹大法，有一个

女同事大声说：按

理说老人最危险，医

院里死的老人很多，

可人家炼法轮功的

就是没事儿，这就

证明法轮大法说的

都是真的，要不然共产党这么打压，

人家怎么就是不放弃呢，法轮大

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孩子跟我学这个事，我挺欣

慰，这件事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

神奇。孩子和孙子都认同大法好，

他们很快就康复了。

坚持念九字真言　疫情中
全家得救
今年夏天的一天上午，我在香

港的一个繁华闹市，向来往的民

众派发明慧周报，我一边派发一

边讲：“大家好！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退党保平安、身体好！”

这时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年

轻妈妈走到我前面说：“阿姨啊，

法轮功是好的！我们真的知道，

在今年，2022年3、4月的时候，

香港曾有过每天有5～ 6万人得

武汉肺炎，我先生上班中了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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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传给我细仔，细仔又传给我、

我又传给我二仔、我二仔又传给

我大仔，当时全家五个人，个个

都头晕、肚痛、全身发冷，盖很

多被子都不行，我叫全家念九字

真言。最初我先生不信，我坚持

叫他念。这样全家人都坚持念九

字真言，师父救了我们，如果没

有师父救我们，我们全家都死了。

感谢师父！”

我说：“你要把这个经历讲给

别人听呀，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真

相，得到健康身体。”她说：“有，

我见到认识的人都讲，我已经给

很多人讲了。”

疫情中念九字真言
平安渡过劫难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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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孩子打的电话，她都没时间接。

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想睡

一会，到处都是咳嗽声，难以入睡。

我给女儿打电话时，她非常激

动地说：“妈妈我受不了了，快要

崩溃了！我们病区感染的人数太

多了，领导们都阳性了，都被隔

离了。全病区只剩我一个人没被

感染，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时，不被感染，也被累死了。这

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看不到头了。”

我知道女儿没被感染，是因为

大法师父保护着她。我发信息给

她说，事情再严重，也得调整好

自己的情绪，我平时给你说的九

字真言，没事就念，就能救你的命，

能改变你的环境。因我想到电话

可能会被监控，没直接说出“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几个字。

女儿回复说，好吧。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有一天，

2022年10月，我们这里疫

情来得很凶猛，传播速度非常快，

全市大面积爆发。当时还有动态

清零，16日全市就处于封控状态。

女儿是在大医院工作的，也

是这波疫情波及人数最多的医院

之一，每个科室、病区都有感染，

整个医院就被封控了。第一批，

就拉走隔离了150人，接着第二

批、第三批……波及面非常广。

女儿所在的是一个大病区，医

护、病人很多，感染的人也就更多。

那里后来就直接改为方舱病区了。

医院被封控的那天，女儿值的

正是夜班，她连换洗的衣服都没

有，就不许回家了。她家里还有

两个孩子和70多岁的婆婆。

在封控期间，女儿一直工作

在一线，没日没夜地连续十几天

工作。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

衣，里面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全病区只有女儿一人未染疫

6 见证 2022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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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长不小心把阳性病人的核酸

棉棒放在了女儿的核酸试管里（医

院里是一人一管），上面贴着女儿

的名字。当护士长发现放错的时

候，试管已经被拿走化验了，可

化验结果却是阴性。女儿同事们

都很惊奇，感觉不可思议！

再后来，医院从别的病区抽

调人员支援女儿的病区，把女儿

所在的方舱医疗队撤了出来，还

安排了一个好的酒店。环境好，

条件也不错，每天只上四个小时

的班，回来就可以休息。女儿身

体恢复得很快。女儿给我打电话，

高兴地说：“妈妈，您说的是真的，

现在我没事了，您放心吧。”

老伴一听，可高兴了。他知道

女儿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九字真言出现的奇迹，也知道

是师父救了她，也连说：“奇迹！

奇迹呀！”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传出后，以净化人心和祛病健

身的显著奇效，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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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大瘟疫

古罗马历史上有过三

次大瘟疫。公元64年，

尼禄残酷迫害基督教，第

二年大瘟疫爆发，三年后

尼禄自杀。161年，奥勒

留·安东尼在全国铲除基

督教。166年，肆虐16

年的“安东尼瘟疫”降临。

249年，德休斯发起对基

督徒的迫害。第三次大瘟

疫夺去2500万人的生命。

古罗马迫害正信，三

次大瘟疫约6000万人死

亡。而基督徒在艰难中崛

起，迎来了一个全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