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国家卫健委医政

司司长焦雅辉日前接受

央视总台专访时说，“从

2022年中国奥密克戎临

床病例的分型情况来看，

普通型中出现肺炎的占比

较低，不到10%，大概

是8%左右。”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上海医疗界人士王女士9

日说，很多染疫康复者的

肺部已纤维化：“阳性之

后，肺炎的比例达8%，

假设14亿人群体免疫

70%（感染），现在很多

地方报出来的数字都不止

70%，按8%，那就是全

国有八千万人转肺炎。”

王女士说，“就是好

了之后，你的肺部已经纤

维化，生活无法自理。”

2023年1月13日 第75期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未
来

换器官的高官高占祥
与失踪的学生胡鑫宇

染疫的老父亲诚念
九字真言奇迹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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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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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到许多常用药物，包括布洛芬、抗

生素和抗病毒药片。当地政府没有提

供帮助，他只能提供板蓝根和连翘等

中药来缓解喉咙痛和发烧等症状。

症状严重者情况更糟。呼吸急促

的人只能去县里少数几家配备呼吸机

的大型医院，希望有一台可用。村里

没有救护车，因此家人必须想办法在

40分钟车程内赶到最近的医疗机构。

中国农村被疫情淹没 未来或更糟
云南省西盟县，丁敏81岁的祖

父在去年12月下旬感染了新冠病毒。

村诊所没有药物和治疗方法，家人开

车90分钟到普洱市寻找重症监护病

床，但他们在市里找不到空余的病床。

三天后祖父死了。丁敏的家人还在等

殡仪馆派车来接他祖父的遗体，而且

他们还不知道需要等多长时间。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

授陈曦评论说，很多人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北京和上海的疫情，好像这是中

国最坏的情况，但中国农村地区正在

发生着被病毒淹没的事情，但这些不

会出现在中共官方媒体中。

Omicron席卷了包括北京、上

海和广州在内的中国主要城市，使医

院、火葬场不堪重负，引发媒体广泛

报导。病毒也正在冲击较小的城市和

农村地区，由于缺乏医疗资源和老龄

化，严重疾病和死亡可能会更加普遍。

截至2020年底，中国农村每千

人拥有医护人员1.62人，而全国平

均水平为2.9名医生和3.3名护士，

农村医疗资源缺口巨大。

河南乡村诊所医生：村里每家
都有人来看病

在河南鹿邑县的一个村庄，王健

的诊所是当地唯一能获得基本医疗服

务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病人。”

王健对彭博社记者说，他的家人在这

个大约1000名居民的村庄经营诊所

50多年。“过去一周，村里几乎家家

户户都有人来治病。”他说。王健担

心过年期间返回家乡，疫情会变得更

糟，可能会带来更多病毒。

其他村子的医生也一样，即使是

轻症患者也难以照料。王表示无法采

中国人七成染疫
八千万转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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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蔓延 村镇诊所被病人淹没病毒蔓延 村镇诊所被病人淹没

疫情惨烈 专家：恐成
大跃进以来最大死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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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许多染疫病患在安徽省凤阳县人民医院的门厅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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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祥的对照是，今天的

（中共）政府基本上也放弃了提供

COVID-19统计数据。”劳森说。

中共卫健委12月下旬宣布停

止公布每天染疫数据和死亡数据，

改由疾控中心公布，这一举动使

民众对它更不信任。自12月7日

结束清零政策至12月底，中共官

方仅报告了10人死亡，这与火葬

场和医院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部位于英国的健康数据机

构Airfinity预测，中国疫情在1

月13日达首波峰值，单日染疫将

达370万人。该公司预计到2023

年4月底，中国将有170万人死亡。

日前，中国治疗新冠的药物极

其短缺，而本周中共医保局与美

国辉瑞药厂的谈判破裂，辉瑞药

未纳入医保目录。官方解释是辉

瑞的抗新冠药太贵。对此，网民

质问中共“核酸3年贵不贵？”

另外，面对疫情威胁，中共仍

拒绝接受欧美等国的援助，这与

毛泽东在大饥荒最严重时拒绝国

外粮食援助如出一辙，凸显中共

漠视生命的邪恶本质。

中共在毫无事先准备的情况

下，于12月7日突然取消防疫政

策。随后，全国疫情排山倒海而来，

火葬场和医院系统纷纷崩溃。专

家表示，中国民众恐面临自大跃

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汉学家、军事家本‧劳森1月

5日在《外交家》杂志的网路版上

发文说，2022年11月下旬，当

中国人民冒着坐牢危险，抗议中

共的“清零”政策时，全世界都

注意到了。在一个专门压制异议

的系统中，他们对中共合法性的

挑战是前所未有的。12月初，在

抗议活动停止或被镇压后，中共

政府取消了防疫限制，但同时也

“任意”降低了病毒的威胁等级。 

劳森说，这些事件代表了一

个“历史性转折点”。尽管中共过

去三年坚持实施昂贵的防疫政策，

但中国人民现在恐面临“自大跃

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1958年至1961年，毛泽东

政策导致了2000万或更多的人死

于饥荒，在混乱和悲剧之中，中

共决定不提供统计饥荒死亡数据。

专家：恐成大跃进以来最大死亡事件专家：恐成大跃进以来最大死亡事件

2023年1月13日

新唐人

外界：
真正的地狱还没来

虽然中共宣称，已经渡过

了疫情高峰，但不少一线城市

的医院和火葬场，仍在加班加

点地运作，专家也难以认同中

共的说词。

台湾成大临床医学所特聘

教授谢奇璋表示，“病毒是不可

能这样发展的”，一般预估中国

的疫情高峰，会在4月份达到，

之后才会慢慢下去，“真正的地

狱还没有来”。

前美国陆军病毒专家林晓

旭博士指出：“现在中国这次的

情况，很可能是几波病毒的高

峰，在很短时间一起来的。这

个就很可怕。人们刚被感染了

一种病毒，身体还没有恢复，

你又被再感染另一种病毒，那

真的是雪上加霜，这个后果就

非常的严重，所以重症率和死

亡率一定会飙升，这就是中国

政府荒唐的政策所带来的非常

致命的后果。”

大纪元

2022年12月31日，北京的一个火葬场外，送葬者相互安慰。

疫情疫情
惨烈惨烈

福 报观 察



中共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

席 高 占 祥 于2022年12月9日，

因病在北京死亡。日前，中共全

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常务

副主席朱永新在自己的公众号上

发文悼念他。文中提及“这些年

来……身上的脏器换了好多，他

戏称许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

网友质疑高官移植器官来源
这段话不但把高占祥身上的

秘密给抖了出来，而且事涉人体

器官移植这一敏感话题，很快引

发了网民的关注和热议。

网友@浣花溪杜甫 发推说，

“以前只听说有人换器官，但还很

少看到有名人公开这件事，现在

被人抖出来，大家都很诧异，而

且还说的是：许多零件都不是自

己的，许多零件，那会是谁谁谁的？

中国现在已经是器官移植第一大

国，可每年那么多器官移植，供

体从哪里来？谁能优先移植？

供体又不是药品，只要投入

科研就能生产，也不能从动物身

上获得，正规渠道是要有人捐赠。

但如果没有人捐赠，而某些人又

不想死，那要怎么办呢？中国近

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失踪，他

们为何失踪？又为何找不到？以

前的人口失踪多是拐卖妇女儿童，

现在很多成年男性也会失踪，这

个问题细思极恐。”

胡鑫宇失踪案
2022年10月14日傍晚，江

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致远中学15岁

的高一学生胡鑫宇在校园离奇失

联，此后没有在校内外监控中见

过他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他离开

换器官的高官高占祥与失踪的学生胡鑫宇换器官的高官高占祥与失踪的学生胡鑫宇

文 / 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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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致远高中学生胡鑫宇在学校离奇失踪逾二个月，警方称查无线索、不予立案。

部分来自获得中共批准和支持的

活摘人体器官，其中既有大量诸

如法轮功学员等受中共迫害团体

的人体器官，也有许多像胡鑫宇

这样离奇失踪的青少年的器官。

身上换了许多“零件”的高官

显然不止高占祥一人。他们换的

“零件”究竟是谁的器官？那些人

还活着吗？ 

中国疫情大爆发后，中共退

休高官扎堆病亡，近日，中共器

官移植专家再次举起手术刀，企

图用新冠肺移植为高官续命。1

月8日，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静瑜在微博上宣布，当天完成

了2023年无锡团队第一台双肺

移植，受者为新冠感染康复的肺

气肿呼吸衰竭患者。并称“在欧

美，目前新冠后期的肺移植越来

越多”。中国问题专家横河在接受

大纪元采访时表示，西方的移植

不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某种

移植多起来了，不是这样的，完

全是看配型的。就是说排队在配

型。中共是为自己的这种做法找

一个辩护而已。

校园的线索。2023年1月，胡

鑫宇失踪已80多天时，警方声称

“未发现胡鑫宇在校内被害、自杀、

发生意外的痕迹证据”“排除校内

人员犯罪可能”“可能是有厌学情

绪，自行出走了” “通过监控设

备生产商海康威视技术人员鉴定，

表明视频未被删减”。

警方似乎是在为校方洗白。一

个刚刚15岁的少年，没有接受过

任何反侦察能力的训练，即便是

他真的自行逃离学校，怎么可能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呢？

近年来，大陆一直有大量青少

年学生离奇失踪，大多杳无音讯。

网民质疑和活摘器官有关。网传

当地人爆料：一个具有罕见血型

的大官得了重病，胡鑫宇的血型

正好配上。

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恶
尽管这个说法目前还未得到

证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

是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与活摘人

体器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

中国被移植的人体器官有很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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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处

世理念是“天地人和”，古人认为，

“人和”是决定事物成败的首要因

素。如果能上下同心，在一定程

度上就能够改变命运。个人想做

什么，选择什么，上天不会强行

干涉，而人的行为却会影响自身

的未来。

中共鼓吹“斗争”哲学，
篡改传统文化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

没有那种狂妄的“人类战胜自然”

的想法。共产党来了，“人定胜天”

的含义才被变异，毛泽东喊出“与

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

无穷！”后，“人定胜天”成了中

共鼓动民心的政治口号，带给了

中国人无尽的灾难。

中共要“与天斗”，文革中三

教齐灭，中国人从此没有了信仰，

失去了善恶的标准。中共“与地

斗”，大跃进要亩产万斤，结果是

饿死4000万中国人，经济崩溃。

你知道“人定胜天”是什么意

思吗？大部分人会说就是“人类

一定能够战胜自然”。但是我们探

求一下这四个字的本义，会发现

它完全被现代人误读了。

古籍中“人定胜天”本义
中国在1000多年前就有了

“人定胜天”的说法，《逸周书·文

传》中讲“兵强胜人，人强胜天，

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联

系上下文，原文讲了这么一段意

思，周文王在继位的第九年，觉

的自己老了，要把他的执政理念

传给太子姬发，并代代相传。

文王对太子说，我厚德广施，

忠信慈爱，这是人君的行为。山

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

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

下渔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

杀怀胎的母兽，不砍未成材的树

木，不错过农事季节。这样各种

行业都不会失掉职业，农夫也不

会失掉农时，这叫作和德。文王说，

如此治理国家，有十年积蓄就可

以成为王，士兵强壮就能超越别

人，民心强大就能超越天命。

上述古文中出现的“人定胜

天”与现代人的理解大相径庭。

古人讲天人合一，文王不允许砍

伐树苗、捕杀怀胎的母兽，有着

如此仁爱之心的文王，怎么会教

育太子去“战胜自然”呢？

古人讲的“天”是指天意、命

运；古语中的“定”包含着安定、

平定的含义，不是表示程度的“一

“人定胜天”千年的含义 战胜病毒靠什么？“人定胜天”千年的含义 战胜病毒靠什么？

中共要“与人斗”，在1970

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尤其

1980年代开始的暴力执行，展开

了有组织、长期地对婴孩和胎儿

的血腥大屠杀。有资料统计，中

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40年中，

最少有8亿2800多万胎儿被屠杀。

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

中国社会的危机，中共不得不在

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妄想将来

能有更多的韭菜供它收割。

2022年5月上海封城期间，

一位上海市民回复大白的“我们

是最后一代”，表达了国人对中共

的无声抗议。

动态清零再现中共“战天
斗地”的失败

2019年底，中共病毒从武汉

爆发，传遍世界。中共要把病毒“清

零”，三年“动态清零”，经济凋敝，

民众失业。结果不仅没把病毒清

零，2022年12月7日中共全面

放开后，病毒又一次大爆发，传

染速度惊人，中共党员、专家密

集死亡。

有网友说：从古至今战胜瘟疫

的从来不是医院，而是人的善良。

由于瘟疫的能力超越了人类医学

的领域，所以每次都是完成任务

后自己消失的。希望所有人都能

知道这一点，但中共不愿意它死

后人民却还活着。

战天斗地的中共注定要被上

天淘汰，远离中共，才能得到神

的护佑。 文 / 齐禾

古籍中“人定胜天”讲的是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命运，并非无神论所说的“人类能战胜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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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讲“天人合一”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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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近期爆发疫情，一天，我

去一家卖快餐的摊上买两个花卷，

老板突然对我说：“谢谢你告诉我

的话，从那后我生意特别好。我

没有染疫，我们全家都没有染疫。”

前些天，在疫情大爆发前，一

次也是买花卷，我给他讲了法轮

功真相：“你看现在这个瘟疫，怎

么能平安？戴个口罩能解决问题

吗？解决不了啊，老天看人心，

人心放正了，不亏心，就会得到

上天的护佑。

你做买卖的，就得实在，不

能掺假。还有一件事，中共这个

组织不纯正啊，它一次次地搞运

动整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说打

倒就打倒，咱不能信它啊，得自

己分辨好和坏呀，把炼法轮功的

好人关监狱、活摘器官牟取暴利，

上天不会绕过它的，在它的队伍

里给它站队就是它的一份子，明

智的人都在选择退出，现在有四

亿人都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

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就做一

个老百姓。”

他说：“我就入过少先队，退

了吧。”我给他起了一个吉祥的化

名，他痛快地做了三退。我告诉

他记着常念“法轮大法好”，他答

应了。之后，本来冷清的生意越

来越好，好多摊主染疫不能做生

意，他却很健康，他天天念诵“法

轮大法好”，并把这个秘诀告诉了

家人，全家人都健康。

我再次光顾他的摊位，我都忘

了曾跟他说过真相，他听出声音

后，兴奋地告诉我他一家的经历，

表达他的感激之情。 明慧网

三退后　快餐老板全家躲过大疫

天安门
“自焚”真相

焦点访谈“自焚”录像截屏显示：
图 1、自焚者刘春玲身上的火被
扑灭时，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
部；图 2-3、刘春玲不自觉地双
手护头，随即倒地，被打弯的重
物从其脑部快速弹起；图 4、一
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
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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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除夕天安门发生了震
惊世界的“自焚”事件。大量
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
摄的，漏洞百出的，为进一步
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伪案。

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黑，两腿间
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
试验表明，用火烧雪碧瓶，5秒雪
碧瓶变软，7 秒收缩变形，10 秒
缩成小疙瘩并燃烧。可是，王进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却翠绿如新。

真 
相

无
界
浏
览

无
界
一
点
通

翻墙明真相
警察发誓退出中共组织

在全球退党网站上，每天都有

数万人贴出自己的“三退”声明（退

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其中

不乏中共体制内的警察。

翻墙才发现中共如此邪恶
1月4日，赵辉在退党声明中

说：我是一名乡镇民警，一直兢

兢业业为民服务。直到我翻墙才

发现，中共历史如此邪恶，六四，

法轮大法，疫情防控，都体现出

中共的邪恶残忍。并且中共欺上

瞒下，封锁消息，建立防火墙愚

弄百姓，真的是无耻至极。在此

我发誓退出这邪灵附体的中国共

产党，与马列外来邪教势不两立。

总被这个党骗 坚决不再做
党的奴役

当人真是不易，本来生活就

难，还总被这个党骗，核酸造假；

疫苗不好使；现在买药难，住院

难，火化更难，这叫什么社会吗？

活生生的现实真实的体会，让我

真正知道了活在当下，必须做自

己的主人！坚决不再做党的奴役

与陪葬品，编得再好听都是为党

服务，没有半点为老百姓服务的；

我们和党必须断交，彻底摧毁绑

架我们的枷锁，退出曾经加入过

的党团队组织，做个真诚的人。

还有一位叫冯舍然的青年，他

说他看到朋友的父母很多都因为

“中共病毒”离世，他内心很痛苦，

经常以泪洗面，所以，他决定彻

底退出邪党的少先队。 大纪元



弟弟叫了一辆车，好不容易

在一家很小的私人医院住下了，

每天打针吃药。他们可能以为住

院了就等于上了保险，便不念九

字真言了。前三天父亲没有发烧，

但越来越吃不下饭，12月30日

上午，弟弟又绝望地告诉我，父

亲一天没吃任何东西了，昨晚又

发烧，半昏迷状态。

弟弟还说这个小小私人医院

每天都在死人，有时候一天就死

十个人，他问我：“父亲是不是快

死了？”我问他：“是不是没有念

九字真言？”他说是。

我说：“诚念九字真言吧，只

11天前，弟弟来电话说父亲

不幸染疫。父亲已96岁，住在条

件很差的农村，生活自理，自己

种菜做饭。父亲突然染疫后浑身

疼痛难忍，肚子痛，大小便失禁，

叫120救护车，说没空来接，医

院也没有地方住。弟弟只好自己

去找车，可父亲已经从床上拉不

起来了，弟弟很绝望。

我在电话里告诉弟弟：给父亲

念救命符（半月前我送给弟媳妇

的）上的小故事，让父亲诚心默

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弟弟这样做了，第二天父

亲就能自己起床和吃饭了。

染疫的老父亲诚念九字真言奇迹生还

6 见证 2023年1月13日

明慧网

99.1%99.1%

总有效率总有效率

完全康复完全康复
有好转有好转

基本好转基本好转

58.5%58.5%

24.9%24.9%

15.7%15.7%

北京万例法轮功调查报告
法轮功传出后，因其祛病健

身的奇效家喻户晓，短短几年时

间修炼人数不断增多，在中共迫

害法轮功前，大陆有1亿人修炼。

1998年10月，医学界专家

调查了北京5个城区部分法轮功学

员，调查人数12731例，结果显

示，完全康复58.5%；基本好转

24.9%；有好转15.7%；祛病总

有效率为99.1%。法轮功在祛病

健身方面功效显著，是有利于人

们身心健康的好功法。

真 相 法轮功与健康

有大法师父能救他。”弟弟又重新

念救命符上的小故事，并让父亲

默念九字真言，神奇的事情再次

发生了。

12月31号早上，弟弟高兴地

说：“父亲没再发烧了，还自己起

床坐在凳子上吃饭了。”我说：“继

续诚念九字真言。”下午，弟弟说：

“父亲居然起来锻炼身体了，今天

精神更好了，昨天下午、晚上都

在睡觉，吃饭也多了，他还坚持

今天下午出院回家。”

不知道怎么感恩师父，穷尽

所有的感恩词语都无法表达其

一二！ 

医生：
回家买鞭炮放吧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神奇事层出不穷。

一百个里也遇不上一个这样的
三月中旬，我家亲属身体不

舒服，上丹东医院检查是卵巢癌。

真是晴天霹雳！我听说后，告诉

他们俩口子：都诚心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会出现奇迹。

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修炼法轮大法

后的身心变化，非常相信，并求

我也帮他们念。我说好。几天后，

他们去沈阳医院做手术前的检查，

医生发现癌细胞不见了，都是血

和脓。医生告诉亲属说：“回家买

鞭炮放吧，一百个里也没遇上一

个这样的。”他们乐坏了！

一家人诚念九字真言得福报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得了肾

癌，术后几年又得了肠癌。除此

之外，她还有糖尿病、肺部多发

结节，很是痛苦。

我见到她时，给她讲了法轮功

真相，她非常相信，回到家念了

一晚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二天到医院测血糖：正常。后

来她到医院复查胸CT，肺部病变

明显减少，仅剩下几个结节，医

生对她说：像你这样的病人都走

了，你还好好的。她更加坚信九

字真言，她丈夫也跟着念。

她弟弟在外打工，弟媳一人在

老家种着70亩地，她每天干完活

不管多累，每晚坚持念100遍“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然后倒头

就睡，第二天又是精神百倍，一

点也不累了。

她母亲得了病，乡镇医院及县

医院检查都说是肺癌，一家人吓

坏了，她让母亲回家天天念九字

真言。再检查时变成炎症，输液

一周，复查明显吸收了。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