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0日，中共卫

健委声称疫情已进入“低

流行水平”，同日，世卫

组织表示，COVID-19

依旧维持全球最高的警戒

级别。谭德塞说，单周染

疫死亡人数去年10月降

到1万人以下，但12月

初再度升高。1月中旬获

报的染疫死亡人数直逼4

万，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中

国，且中国真正的死亡病

例“绝对还要高出许多”。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

会旗下网站在1月27日

刊文称，人们在前往湖北

省农村的沿途上看到很多

用帐篷搭起的灵堂。许多

农村老人因疫情在家中过

世，连做法事的道士都忙

不过来。

2023年2月3日 第78期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未
来

日本华人：
弃无神论可见天机

诚念九字真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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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202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如果中国（中共）在医药研发、

扩大ICU床位以及招聘和培训医务人

员方面花费7300多亿元人民币，那

么目前的医疗系统就不会如此崩溃。”

周医生说。

《华盛顿邮报》曾援引美国外交

关系委员会的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

员黄严忠（Yanzhong Huang）的

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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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用于做上述准

备工作的资源减少。

中共日前声称此波疫情接近尾

声。但大纪元1月22日报导，熟悉

中共内情的美籍华人程先生披露，“一

个在中央卫健委分管人口监测工作

的朋友说：党员已经走掉了（去世）

10%。”程先生还披露，一个出入境

管理局的官员说，北京至少有20万

具尸体还没有火化。

多地居民在互联网上曝光说，人

们不是在忙着过年，而在忙着奔丧。

中共在2022年12月7日突然解

封，导致全国各地爆发疫情海啸。南

方一家公立医院的周医生告诉《南华

早报》，医疗资源的短缺“与我在医

疗领域多年以来所见过的任何情况都

不一样”，他说，“我们在一周内签发

了近80份死亡证明，但我们通常每

月只签发一两份。我们甚至用完了死

亡证明的专用纸，不得不写临时用的

副本。” 

中共突然放弃“清零”，周医生

和同事们感到困惑：“我们的医院一

团糟，我们不知道接收的病人具体是

怎么个情况。”“我们在这三年里（新

冠疫情大流行的三年）没有建立起能

够防御新冠病毒的医疗系统。”在过

去三年实施“清零”政策期间，中共

没有投资加强医疗系统，而是将巨额

资金耗费在建立方舱医院和核酸检测

上。从而导致防疫政策放开后，医疗

系统崩溃。

根据民生证券2022年5月的一

份报告，中共去年在方舱医院上估计

花费了254亿元人民币，再加上核酸

检测点的总费用7393亿元，比卢森

中国死亡病例
“绝对还高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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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案一天一个说法
无人相信中共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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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8日，COVID疫情大爆发期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病床上一名患者
已经死亡。



2 热点

这些报告出来，然后他们“背着

家属签字认可，认可完然后就火

化，他们就想这样干”。 

宋祖德最后说，“如果他们这

样干成功的话，那以后会有多少

个孩子会成为小胡呢！” 

自由媒体人黄子茵1月30日

告诉大纪元，近年来年轻少年失

踪案频传，民间质疑是遭活摘器

官的声浪高涨，再加上日前中共

文化部副部长、中共文联原党组

书记高占祥死亡，有官员发文悼

念时披露，高占祥生前换了很多

器官，泄露中共高官靠活摘器官

随着胡鑫宇案更多细节曝光，

谜团却越滚越大，真相扑朔迷离。

警方1月29日通报称，胡鑫宇的

遗体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被发现，

消息一出，全网唏嘘，无人相信。

1月30日，媒体又说，遗体是在

储粮仓库发现的。

2月1日，网传大陆知名娱乐

界评论人宋祖德发声，称胡鑫宇

失踪当天就被杀害，其器官直送

上海移植，受体方出资几个亿。 

2月1日推特帐户“Gancheng 

Wang”发布视频，视频中疑似

宋祖德表示，自己了解到，“小胡

的零件在10月14号当天晚上，

他们就开车，开了一辆很好的车，

直接送到了上海”，直接送到医院

手术台上，而且“买零件的人出

的价格非常高，几个亿呢！” 

宋祖德表示，这帮人从一个小

胡身上就赚几个亿，“如果一个小

胡他们得逞了，将来还会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事发生，他们会肆无

忌惮，胆子会越来越大！”视频中

有另外一个男子表示，尸检报告

和录音笔解析结果都出来了，他

们现在“在争分夺秒抢时间，加

班加点干这个活”。宋祖德表示，

2023年2月3日

左：胡鑫宇妈妈哭诉儿子在学校遇害；右：胡鑫宇所在学校频发失踪案。

续命的黑幕。

海外律师吴邵平认为，大陆

这波疫情死亡了非常多的老年人，

死亡人数非常巨大，不排除中共

利用胡鑫宇案件转移公众对于疫

情问题的追问。

但外界普遍认为，无论是疫情

死亡人数，或胡鑫宇的死讯公布，

都呈现相同的情况：中共无论说

什么，百姓都不再相信官方的话

语。中共已经丧失了公信力，进

入了一种塔西佗陷阱，海外同样

如此。中共的信用已经破产，没

人再相信它了。

胡鑫宇案一天一个说法 无人相信中共说辞胡鑫宇案一天一个说法 无人相信中共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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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取消生育登记和结婚限制 舆论翻车

四川卫健委网站1月30日消

息称，将取消生育登记数量限制、

取消结婚的限制条件等，消息一

出，登微博热搜，被网友骂翻。

大陆网民纷纷热议：“翻译一

下就是不结婚也可以生，想生就

生。”“好家伙，为了促进生育率，

可以脸都不要了。”“开始不择手

段了……”“这下利好小三了，领

导的小三可以随便生了，一夫一

妻名存实亡。”“那小三岂不是啥

愁都没有了，可以上户口，可以

分财产？”

时评员王赫表示，中国人口规

模急剧缩小，对中华民族的永续

发展造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中

共把中国几千年来非常强健的、

能够茁壮成长的人口结构彻底破

坏掉了，使中国掉进了人口深渊，

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困境会逐

渐显现出来的。中国整个社会非

常畸形，各方面的社会矛盾、整

个社会运行状态都已经到了极限，

这个就是一个火山口，随时可能

爆炸。”目前中共不择手段刺激生

育，是乱上加乱。

乱 象

大纪元



2023年1月20日， 法 轮 功

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为什么

会有人类》，一些在日本的华人读

后反响热烈,公司职员蒋语读了

李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后，

感触颇深。她说：“或许现在这时

刻是到了最后了，李洪志先生在

开示天机，拯救人类。”

她相信李洪志大师所说的“人

的理是反的”，她说：“人为了得

到利益，不觉得伤害他人是错的，

反而认为是没有办法的事。人都

不想吃苦只想享受，这样下去人

就有灾难，就如现在的疫情。”

抛弃无神论才能看到天机
蒋语表示她相信，人在这个世

界生活，是要承担因果所造的业

力。可人不相信有灵魂，尤其中

国人被中共的无神论洗脑，觉得

就这一世，做坏事就做了，死了

就死了，没有我了。一味地往前抢。

李大师的文章是在点醒人，人是

神造的，对人是有要求准则的。

“法轮功创始人一直都对他的

弟子讲，这次直截了当地（经由

大纪元）把预示说出来，是在启

悟我们，既使再艰难的环境也要

保持善良，有感恩之心，才有返

回去的希望。”她说。

回想在国内被中共洗脑的情

形，蒋语说：“在中国，从学生开

始就不让你独立思考。因为所有

的能让人们思考的东西都被中共

给屏蔽了，每天的学习，所看到

的信息都是中共安排好的，它想

让你看什么才能看什么，让你听

什么才能听什么。这就是中共给

我们设定好的固定的思维模式。”

蒋语相信李洪志大师说的人

日本华人：弃无神论可见天机日本华人：弃无神论可见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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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海内外华人拜读文章后，认为李洪志大师为人类揭示了人生的意义和目的。

以及安排这一切的意义。人类的

科学在大自然和神的安排面前不

值一提，就像现在没有任何一个

科学家可以解释SARS为何突然

传播开又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可以预

测，新冠是否会彻底结束还是永

远伴随人类。”

李济心说：“我认为SARS和

新冠都是神给人类的警告，如果

人类不能像李大师所讲的那样，

保持善良，感恩，做一个好人，

遇到问题只是在科技上寻求办法，

人类还会遇到更大的灾难。李大

师正是在更大的灾难来临之前救

度众生，再给人类一个得救的机

会。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认真读

到李大师的文章，并好好想想自

己应该何去何从。”

是有灵魂的，是不灭的、会转生的。

蒋语说，“这篇文章破除了无神论，

如果站在无神论的角度是看不到

天机的，抛弃无神论才明白、才

知道生命的来源及归宿。”“李大

师在点醒人们，要保持善良，做

个好人。文章中说，三界的门已

经打开，那就意味着留给人的机

会也不多了，最后的时刻要分清

善恶，人不是在这地球上永存的，

要回家，天上的家。”

高级工程师：深受震撼
日本IT业界的高级工程师李

济心说：“读了李大师的文章，深

受震撼，对宇宙和生命有了全新

的认识，并且能深刻地感受到李

大师救度众生的急切的心情。”

他表示，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

长，对宇宙和生命了解越来越多，

也就一直在想，能有一个恰好适

合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是有多么

巧合，以人类弱小的身体从原始

社会发展到现在是多么幸运。“李

大师的文章清楚地揭示出来，原

来这一切都是神巧妙地安排好的，

新唐人

“三退”保平安

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或翻墙登录退党网站：santui.
tuidang.org，声明“三退”。

法轮功创始人发表
《为什么会有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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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神了！一个胡同就我和妻
子没事”

我有个邻居，儿子在外地上

班，家里就夫妻二人。妻子很善

良，认同大法，丈夫是大车司机，

明白真相，有时在胡同公开喊：“法

轮大法好！”过年给他们台历，他

俩高高兴兴地收下；有时忘了给

送，就找我们要。后来因拆迁，

我们分开好几年了。

2023年1月9日，因为参加

葬礼，我跟他俩相遇。男的悄悄

地告诉我说：“真神了，一个胡同

就我和妻子没事。”我说：“这就是

明白真相的福报。”

念九字真言　新冠白肺康复
我妹妹不久前感染了新冠，肺

部三分之一转白肺，送医院急诊

室时昏迷，又无法住院就诊，急

得儿女哭泣。

妹妹清醒一点后，想起我平时

不断告诉她急难时一定要诚心敬

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她就不断地念，不断地念。

现在，她恢复得很好。

妹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事，我

也很高兴。她还说，儿女们告诉她，

当时她在的急诊室，五分钟内就

死了三个人，好恐怖。她感恩师

父救度之恩！

诚念九字真言是走出瘟疫的灵丹

明慧网

“三退”的警察
给我敬军礼

顽固的丈夫很快退烧了
我的丈夫是体制内的一名官

员，当他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之

后，彻底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

去年有一天我丈夫身体难受，

血压升高了，很长时间不好，我

从母亲家拿来一本真相小册子，

在我的劝说下，他拿起小册子进

了卧室看了起来。第二天他的血

压神奇地恢复了正常，而且再没

有出现异常。

12月份疫情大爆发以后，一

天早上他出现了发烧的症状，38

度多。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吧，保证不会出

现问题。”他没吱声。我又说：“那

我读法，你听吧。”我拿起《转法

轮》读起来。刚刚读到第四页，

他说：“我想吃饭。”起身去厨房吃

饭了。吃完饭他说不冷了，一量

体温36.4度，完全恢复了正常。

他自己也说：“这么神奇啊！”

我家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能上

明慧网和动态网，现在只要打开

电脑，他就能看一个多小时，对

大法的态度完全转变了。

那天我回家经过一个十字路

口。发现那坐着一个年老警察，

夕阳下一身的疲惫，满脸的无望。

我过去和他搭话，我们聊了起

来。他谈到过去某些中共高官被

害死的事。我接着他的话说，中

共不只杀害了那些出生入死为其

打天下的人，也害死了8000万无

辜民众，特别是对法轮功修炼群

体的迫害更是惨无人道……

他先是默默地听，继而专注地

听。我就继续讲法轮大法弘传世

界的真相，告诉他退出中共才能

保平安，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他说：我是名交通协警，57

岁，入过团、队，都退了吧。

我又给了他大法真相资料，

说：“给家里亲人看看，让他们都

能明真相，保平安吧！”他有些激

动，猛地站起来，挺直身子，恭

敬地给我敬了个军礼。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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