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

示，2023年1月2日夜间，

中国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

民众打破中共禁令，在跨

年活动中燃放烟花爆竹，

而警察出动抓捕民众,警

民发生冲突，最后警车被

人们掀翻。

除鹿邑县外，“烟花

革命”还在河南太康、郑

州、许昌，山东、河北、

江苏、广西等多地爆发。

旅美时政评论人士陈

破空表示，在中共一党专

政、遍地是灾的国家，民

众能冲破中共的“烟花封

锁”实属不易，说明中国

民众现在已经不再把中共

当回事，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这也算是一场“烟花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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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中共
高官病亡人数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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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字真言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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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人满为患，因没有床位，太多的

病人在马路边上吸氧。还有很多患者

躺在急诊室的地上输氧。

“上海静默三个月的代价白费了”
日前一篇“魔都学爸”发表的文

章《上海两千万人静默三个月的代价，

白白浪费了》在网络流传。

文章说，2000万人的特大都市，

静默三个月，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

有过这样的情况。其直接经济损失超

过万亿，对长三角产业链的间接影响

更要放大数倍。

文章还说，这次放开如此决绝、

义无反顾，然而从政府、到医疗部门、

再到民众，都显得手忙脚乱！其中包

括民众心理准备不足；基础药物准备

不足；医疗资源准备不足；顶层方案

设计不足。

中共无论清零还是放开，出发点

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是为了民众

的健康和生活。中共追求“人定胜天”，

必然招来天谴。

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在一年里经历

两次劫难，在上半年经过三个月的清

零封控后，如今又因中共突然放开弄

得措手不及。据文汇报报道，2022

年12月至今，随着染疫者持续飙升

和重症高峰的出现，上海的三级医疗

体系迎来史无前例的“最艰难时刻”。

上海病人路边吸氧 尸体堆满大堂  
12月30日一则网传消息，疑似

一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

院的医护人员发帖文说，“此时此刻，

我所在的医院，去世的人已经排队堆

放到了急诊大堂，他们一排排，首尾

相接地躺在进门处，躺在电梯旁，躺

在你手边。在这嘈杂混乱的环境里，

你不仔细看，也分不清身旁躺着的是

吊针的人还是已经过世的人。” 

“死者为大，我就仅以文字记录这

注定加载史册的上海冬天了。”“医院

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每一个走进急

诊大堂的人：‘我们已经崩溃了’。” 

1月4日多则视频显示，上海的

新年期间
中国爆烟花革命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大纪元

重症高峰出现 上海各大医院
迎来“最艰难时刻”

八宝山日烧千具遗体
北京大举赶建火化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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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

2023年1月4日，上海一家医院急诊室里的染疫病人。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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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中表示，北京大兴殡仪馆的

火化炉都烧塌了，各个殡仪馆都

在扩建火化炉。

尽管全市殡仪馆都在加班加

点，但仍有大量遗体无法及时处

理。北京许多遗体仍停放在医院

太平间、医院和殡仪馆的露天停

车场，甚至市民家中。殡仪馆火

化排期要等一周、两周，除非家

属动用特权、托关系或者在黑市

花费数万人民币找人安排“插队”。

不仅北京，目前全国许多大城

北京疫情严重，市民仍在大量

死亡。八宝山殡仪馆被曝一天烧

上千遗体，全市十几家殡仪馆不

够用。有视频显示，北京正在大

举赶建简易火化炉。

1月2日，网上传出两段视频，

显示工人们正在建造一排铁皮建

筑，建筑内电焊火花四射。一名

北京口音的男子介绍，这是在赶

建烧人的大炉。此人还有些幸灾

乐祸地说“14亿人先烧8亿”，暗

示此轮疫情中国人死亡人数众多。

此外，一名中共正部级退休

外交官员的儿子在网上写的帖文，

说他动用特权将染疫去世的父亲

拉到八宝山殡仪馆时，听到工作

人员耳语，说该殡仪馆主管向市

政府保证一天火化1000具尸体。

而2018年全北京市平均每天只火

化不到300具遗体。

除了规模最大的八宝山殡仪

馆和东郊殡仪馆，北京市还有大

约十家殡仪馆。如果都开足马力，

每天火化的尸体数量惊人。

12月下旬就传出北京市开始

加建火化炉的消息。日前有疑似

北京殡仪馆工作人员在网传对话

八宝山日烧千具遗体 北京大举赶建火化炉

2023年1月6日

市殡葬系统超负荷，河北一家殡

葬用品厂的尸袋已断货。许多农

村地区也丧事密集，棺材脱销。

推特上网友透露，目前北京日

平均死亡人数是8000人，最高的

一天——12月21日死了10700

人，死者从20岁到90岁的都有。

中共鼓吹制度优势，吹嘘清零

政策比美国和欧洲更人道，在疫

情海啸面前，中共又改写新冠死

亡标准，导致民众对中共再也没

有了信任。 新唐人

中共掩盖死亡数据，北京及各地的殡仪馆超负荷运转。

世卫要求中方专家
提供真实的数据和信息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

成员玛丽安 · 库普曼斯表示，他们

只看到了中国病例中被测序的“极

小部分”，不到700个，她呼吁建

立一个全球监测网络来跟踪病毒。

库普曼斯接受采访时说，中共官

方的一些数据，如住院人数，“不

太可信”。

1月3日，世卫召开病毒演化

技术咨询小组闭门线上会议，邀

请中国科学家做报告。世卫希望

中共官方顶级专家能够对中国的

疫情情况给出一个“更现实的”

报告，因为国际上对病毒在中国

快速传播越发感到担忧。

根据GISAID数据库，中共

没有提供关于当前变种的最新信

息。大流行病三年来，拥有14亿

人口的中国总共只提交了667个

Omicron序列，而只有4亿人口

的美国提交了近200万个序列。

缺乏中国可靠的数据已经破

坏了各国对中国处理疫情的信心。

目前，包括美国和法国在内的十

几个国家已经宣布，他们要求对

来自中国的航空旅客进行飞行前

或飞行后检测。 希望之声

2022年12月31日，北京某医院内的场景。（AP - Ng Han Guan）



中国大陆目前正饱受新冠病

毒肆虐，中共高官及其家属的死

亡消息频传，而且在中共前党魁

江泽民死后的病亡人数迅速飙升。

因本文篇幅有限，以下仅列举

在2022年疫情海啸中已知离世的

部分中共将军、高官案例。

高 占 祥，是中

共文化部常务副

部 长， 于2022年

12月9日 病 死 北

京。有官员发文悼

念时，提到他生前换了多个器官，

被质疑曝光中共高官靠活摘器官

续命的黑幕。

蹇先佛，原中共电力工业部副

部长，2022年12月30日晚因肺

部感染在北京去世。蹇先佛是萧

克之妻，中共元帅贺龙第二任妻

子蹇先任的胞妹。

王新兰，中共已故上将萧华的

妻子、原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于2022年12月30日去世。

李景，中共原副总参谋长、上

将，据媒体报道，李景于2022年

12月30日在北京301医院去世。

范子侠，是已故少将郭成柱的

妻子，于2022年12月30日去世。

覃 新 国，他是

中共已故少将覃国

翰的儿子，报道说

他于2022年12月

29日在广西桂林丽

狮下路干休所家中去世。

陈癸尊，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12月29日在南昌病亡。

陈癸尊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江西省原副省长。

厉志成，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12月28日在南昌去世。

2022年12月中共高官病亡人数暴增

大纪元

2023年1月6日 聚焦 3

2022年12月18日，灵车进入北京一家火葬场。(Getty Images)

家中去世，其遗体于2022年12

月28日在广州火化。据《星岛日

报》报导，黎子流及其妻均于12

月15日染疫，其妻在他火化之日

离世。

朱治宏，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12月20日在南昌去世。

朱治宏是中共江西省政协原主席、

党组书记。

刘 吉，是中共

原国家体委副主

任，据国家体育总

局离退休干部局消

息，刘吉因病医治

无效于2022年12月19日去世。

上面这些人也许不全是真心

跟随中共，但如果生前给邪党站

台，最后也没有认清邪党，没有

退出中共组织，这是非常可悲的。

目前在中国爆发的瘟疫是针

对中共来的。大疫之下保平安的

方法是：赶快了解真相，与红魔

划清界限，在退党网站（tuidang.

com）上真心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三退），用真名、化名都可以，

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

生 2020 年 3 月 在《 理 性 》

一 文 中 警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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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厉志成是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省工商联原会长。

黎 明，是中共

冶金工业部原副部

长、党组副书记，

原宝钢集团董事

长。据中国宝武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讣告，黎

明于2022年12月26日在上海

华东医院去世。

王少峰，因“肺炎合并呼吸

衰竭抢救无效”，于2022年12月

23日病故。

黎子流，广州市原市长，于

2022年12月25日突发心脏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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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人们的

态度都是谦卑的，要对上天反省

自己的过错，帝王要下“罪己诏”，

通过平反冤狱、减轻徭赋、行德

政、施仁义来弥补过失。在美国，

总统就职也要手按《圣经》起誓，

意味着上帝在上。只有中共才会

狂妄地战天斗地，并以斗争为乐，

从不承认自己的罪错，反而掩盖

真相、迫害敢说真话的人，视百

姓生命如草芥。

目前，国内一至三线城市的殡

仪馆都已爆满。中共从“应检尽检、

应封尽封”的极端清零，到现在 

“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

的极端躺平，中共制造的是骇人

听闻的人祸悲剧。

与天斗一败涂地
中共的各种“抗疫”做法，

与中共一贯的“与天斗，其乐无

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

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紧密相关。

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历史。

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人

斗人”的全民运动；邓小平对手

无寸铁的学生开枪；江泽民喊出

“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三个月

内消灭法轮功”；习近平鼓动“敢

于斗争，勇于斗争”，“战狼外交”

斗翻了众多与其交好的欧美大国。

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如此渺小

卑微。中共何曾战胜过上天和大

自然？中共的大跃进，“亩产万斤”

最终变成没人相信的笑谈以及饿

殍遍野、人吃人的惨剧， 3000

万～ 4500万人被饿死。堪称“固

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的三峡大坝，现在连二十年一遇

的洪水也难以应付。充分体现中

共“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清零政

策，意图通过封城来消灭瘟疫病

毒，三年之后到头来回到了原点，

被民众讽刺“连失败都失败得如

此失败”，中国成为病毒最猖獗、

世界最大的疫情悲剧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敬

畏天地神明，皇帝也只能称为“天

子”。帝王登基后，要行祭天之礼，

体现出对天的尊崇。面对大瘟疫，

中共与天斗自取灭亡 现在还乐吗

与天斗行将灭亡 如何自救
中共是一个狂妄、残暴的政

党。它通过政治运动摧毁传统文

化，宣扬无神论、进化论，宣扬

斗争哲学和“人定胜天”。中共必

定面临上天的惩罚。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对于这次瘟疫，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大师明确指出，“它是来淘

汰邪党份子的”，“神要开始铲除

它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面对海啸般的瘟疫，面对国内

愤怒的民怨和国际的压力，风雨

飘摇、行将崩溃的中共还感觉“与

天斗，其乐无穷”吗？

目前大量中共体制内的高官、

名人、党员染疫离世。这是上天

淘汰中共的信号，也是对那些中

共官员、为中共站队的人的警示。

逝者不幸地成为中共战天斗地的

牺牲品，其他人不应只是同情、

惋惜与悲痛，更应该醒悟并把握

平安走过劫难的机会。 大纪元

中国大陆疫情海啸般袭来，各地医院人满为患，不堪重负。因染疫而死亡的人数众多。

特 稿

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大瘟

疫中，出路何在？李洪志大

师明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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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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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的宣传画，鼓吹“人定胜天”。中共从1957年开始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
没有人再敢提出反对意见，在政治高压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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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疫情肆虐，大量民众染

疫、死亡，医院、火葬场崩溃，

国内越来越多的人们幡然醒悟，

看清邪党本质，退出其党、团、

队组织（三退），祈求得到神佛的

救赎。

大疫下幡然醒悟 求神救赎
河南省三门峡市杨华民从小

因家庭成分遭受中共的迫害，他

家中的老人在土改和文革中相继

被迫害致死。他自己为了摆脱家

庭的阴影，“一生兢兢业业，为家

庭奉献了一生”，本想安度晚年，

却遭遇疫情。

“中共邪党释放骇人的病毒，

使全世界生灵涂炭。”他说，自己

的免疫系统被中共三年的封控彻

底毁坏了。中共又不顾科学及现

实毫无计划地解封，他全家人都

染上了病毒。

他发高烧后呼吸困难，被医

院诊断出白肺。“或许时日无多，”

他说，“我一生虽并未作恶，却被

中共邪党所累。现在希望解除与

邪党的捆绑，郑重宣布退出中共

所有组织（包括共青团、少先队）！

希望得到神的原谅和救赎！”

国内青年小焦说，“看看今天

大陆基本上每户人家都有阳性，

这是上天大淘汰开始了，如果还

不三退真的就太愚蠢了！向神忏

悔，祈祷神给一个重生的机会！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郑重

声明“退出邪共的任何组织，不

当邪共的陪葬品”。

认清中共邪恶至极的本性
声明人侯猛是北京东郊殡仪

馆的殡葬师，他说：“最近中共邪

党放开后火化场爆满，还保密不

让外传馆内情况。中共邪恶至极，

可恨至极，我相信共匪一定会被

天诛地灭。我发誓退出这邪灵附

体的外来邪教共产党。”

声明人谢晓红的朋友的亲人

死了，在家四天，找不到人来收

尸。“（而）他们封城（时）就有人，

太邪恶了！在这里，我和我的亲

人，谢伯林，谢淑芳正式退出中

共的党、团组织。”

辽宁鞍山市苏浩智看到中共

三年的封城，把老百姓的经济搞

垮了。“现在突然放开，又害死了

很多中老年人！小时候年少无知，

加入了少先队，现在要断绝与共

产邪灵和邪党的一切关系！！！”

署名为“天缘”的三退勇士是

某县银行办公室主任，说“明白

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在疫情上都

是造假、骗人的。”

大学生谭成成表示，“在疫情

发生之初，机缘巧合下翻墙看到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使人十分悲

愤，本人在此声明退出共青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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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亮说自己受共产党毒害

多年，曾幻想共产邪党会拯救这

个民族和国家，经过疫情后，他

明白了：“它（中共）是害人的恶

魔，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

我决定退出共产邪党的一切邪恶

组织，抹去思想中一切毒素，有

一个正常人的思维，从而有一个

美好的未来。”

疫情凶险，存在危机也蕴含着

生机，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分清正

邪，珍惜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和未

来，抓紧时间三退。

疫情劫难中大陆民众三退 求神救赎

“三退”保平安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

退”，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或者用翻墙软件登录退

党 网 站：santui.tuidang.org，
声明“三退”。如今，已有超
过4亿中国人“三退”。

2022年7月21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华盛顿DC举行游行，呼吁中国人三退。



兴地大声说：“这次躲过了一劫啊，

九字真言，我会一直念下去的！”

姐夫三退后 立即脱险
圣诞节期间我得知，姐夫又

染疫住院了。姐夫的心脏附近部

位长了肿瘤，又有痛风、高血糖

等长年疾病，家里人很怕他感染

病毒。我姐说，在吸氧的情况下，

血氧值只能达到90，肺部已经感

染，医生束手无策。

我想起来，姐夫是中共党员，

在中共的军工厂上班，邪党风气

很浓。我赶紧告诉姐夫，为什么

说共产党邪恶，法轮大法是高德

大法，瘟疫是冲着共产党来的，

讲完后正式问他：“你退出党、团、

队，好不好？”他点头回答说：

“好！”这时他突然来了一阵猛喘，

几分钟后，他像换了个人似的，

虽然还在喘，但气色恢复了正常，

他说：“感觉好多了。”现在他的身

体正在康复中。

祈盼面临大疫危险的中国人

都能接受这福音，劫难中诚念九

字真言，三退保平安。

我是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名法

轮功学员，最近国内家中两位亲

人先后染疫，在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后，化险为夷。

念九字真言 86岁父亲退烧
2022年12月15日，在四川

的86岁老父亲发高烧至39.2度，

我姐给社区医院打电话，社区医

院说让自己物理降温。姐姐想方

设法找到一位中医，熬了中药让

父亲当茶饮。

我赶紧告诉父亲念九字真言。

以前他不太信，没想到这一次，

父亲马上说：我念。接着就大声

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他

只念出八个字，忘了最后“好”字）。

就没有力气说话了。

我一夜牵挂父亲，到清晨，迫

不及待拨通视频，看见父亲虽然

躺在床上，但眼睛特别有神，也

不喘了。我姐说，当天半夜父亲

退了烧，体温降到36.9度。

父亲念九字真言时，是晚上九

点左右。第二天白天，他已经坐

在沙发上看电视了。视频中他高

亲眼见证九字真言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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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师，名张道陵，东

汉天师道（正一道）的创始

人。东汉末年，瘟疫横行，

张道陵帮人们治瘟疫，方法

很有效。

张道陵让染疫的人把一

生所犯错误一一记下来，写

好后扔到水中，向神明发誓

不再做错事和坏事，如果再

犯就让自己生命终结。人们

按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

了，百姓们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

的后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

几十万人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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