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8日，武汉市大

量退休市民打着雨伞冒雨

游行，他们聚集在武汉市

政府门前，表达对医保改

革政策的不满，并提出如

本月底问题不解决，“全

市退休人员要求罢免市长

不作为！罢免市医保局长

涉贪之嫌！”

武汉市近日推出医保

新方案规定，个人帐户

每月减少203元，全年

2436元不翼而飞，且门

诊实际可报销金额只有

1300元。新方案波及武

汉200万退休人员，医

保和医疗费用报销大幅缩

减，立即引发民众不满。

网友评论称，中共穷

到了开抢老人看病钱的份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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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被疑摘取器官
知情人曝更多黑幕

三年多死4亿人
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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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数字一直都是一个谜，但从北京

一地看，平时待遇优厚的老干部、专

家、院士一个接一个地发讣告，可想

中共在掩盖巨量染疫死亡数据。

中国工程院官网披露，中国工

程院上月半个月死16位院士，今年

一月又死12位，而2019一年死14

位，2021年一年死13位。2021年

底院士共971人，平均年龄74岁多，

享受部级医疗待遇，一个半月死了

2.9%，相当于正常两年的比例，增

幅1000%。

其他学术机构，包括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发布的讣告数量在12月底

和1月初也出现了类似的飙升。

日前，北京市民政局前所未有地

不发布第四季度殡葬火化遗体数据，

引发外界猜测。

端传媒日前实地采访北京某医院

的一名急诊科医生，这名医生讲述，

感染高峰时，他一天开出十几份死亡

证明。遗体在抢救室里等待着逐个接

走，医护时常在遗体旁走来走去。医

院的太平间遗体已经放不下了，有些

就只好搁到院子里。

疫情海啸下北京死了多少人至今

仍是一个谜。社交媒体上近日有网友

说，由于北京去世的老人太多，他们

村很多在北京做护工的没了工作。

老人去世多，拉低就业率
今日头条上经常发表文章的网友

“赵启君”近日发文讲述，他的老家

是甘肃庆阳，村里很多人在北京医院

做护工，照顾老年病人。虽然辛苦，

但收益不错。

“很多人用挣的钱在老家盖了新

房、买了小车。一般年后正月初六他

们动身去北京。”他说，但今年元宵

节都到了，他发现很多人还在家，问

他们为啥还没去，他们说今年找不上

活，好多老人去世了，北京医院护工

的需求量锐减。村里人长吁短叹。

网友称：“真不知道新冠去世了多

少老人，竟然影响了我们村的就业！

看着村里人着急发愁的样子，我心里

也是五味杂陈，不知道说什么好。”

死亡人数
由于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真实的

武汉近万退休人
市政府门前抗议

简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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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人

北京老人去世太多北京老人去世太多
传外地“护工”集体失业传外地“护工”集体失业

旅加大陆富豪：李大师
指明重回天国之路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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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4日，一家医院急诊室处理患者。(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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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中华民族重回归神
“今天佛法在中国已经到了一

个末法时代，而且被共产党毁坏

得惨不忍睹，假如没有李洪志大

师转世来到这里，受神佛的委托

来救度世人，来讲正法的话，我

们试问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

明尚可存续否？”

朱传和提出上述提问，并且提

到“我们在认清邪党的同时，更

应该多看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像，

你会发现李洪志大师不只给个人

指明自我救赎之道，还给整个民

族指出救赎之路。”“而且你从中

更加清楚地认清共产党邪恶的本

质、毁坏人的本质、魔王的本质。”

中共自从窃取政权后，大肆在

中国推行无神论，朱传和批评说，

“这非常可笑，也非常愚蠢，它连

自己从哪里来都不知道，竟然能

够去宣扬无神，这导致我们现在

的中国，处于一个无神论的统治

状态下，背离了神的道，那么势

必受到神的惩罚。”

朱传和盛赞李洪志大师功德

2023年1月20日， 法轮功

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为什么

会有人类》一文，石破天惊，在

海内外引起广泛反响。原大陆商

人、旅加华人朱传和拜读后，被

深深的震撼，极力推荐大家都来

读一读李大师此文。

原籍山东的朱传和，曾是一家

十亿资产公司的老板，因不黯中共

体制的潜规则，遭遇5次牢狱之灾

的迫害，倾家荡产，2008年带着

家人离开中国，移居加拿大。

朱传和在新唐人媒体上阅读

了《为什么会有人类》，感慨万分。

幸遇李大师指引回天路
朱传和说，李

洪志大师揭示了三

界、宇宙与人类的

起源，“人在欲界，

也就是最低层次当中，人受很多

苦，也可能人会产生一些不理解

或烦恼，李大师给大家解释了这

个困难（的起源），因为只有在这

种苦中，才能修炼，才能提升，

才能消业，才能重回天国。”

朱传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

信仰路上寻寻觅觅。日前，他在

朋友的推荐下，看了三遍李洪志

大师的传法录像（在falundafa.

org网站免费下载），然后又看了

多遍《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

感悟李大师道出了天机。

“在苦中，在乱世中，通过修

炼大法，本着‘真、善、忍’的

宇宙正理和法则，就能得到提升，

超出三界回到法界，甚至继续提

升，就能重回天国，这一点非常

非常地了不起！”“可以说句句天

机，功德无量，核心是在救人！”

旅加大陆富豪：李大师指明重回天国之路旅加大陆富豪：李大师指明重回天国之路

无量，“李大师理应受到我们的追

随、尊敬，中华民族在他的带领下，

才能重新复兴，走向辉煌。”

宇宙末后 李大师释天机
朱传和还体悟到，李洪志大

师不只是要救人类、救中华民族，

还为了挽救宇宙众生，“他说我们

整个的宇宙处在一个灭的时代，

那么他拯救的就不光是人类，拯

救的是宇宙众生。”

“地球处在一个灭的时代，很

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遥远

的事情，不是的，宇宙的产生是

在一刹那，毁灭也是在一刹那，

所以这是一个天机，这是我们自

我救赎的最佳的一个时机，也就

是正像李洪志大师在《为什么会

有人类》当中的阐述，现在天门

已经打开，在李洪志大师的指引

下，我们赶快进行自我救赎。”

朱传和极力呼吁所有同胞乃

至其他国家的人，去了解大法，

修炼大法，完成自己的修炼，能

够重回天国之路。 大纪元

李洪志大师面向全人类发表

《为什么会有人类》

翻墙访问明慧网、大纪元
干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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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本以为106天在

破案，其实他们一直都在作案。”

知情人曝更多黑幕
深圳艺术家王先生透露，据他

了解，中共的公检法司全部参与

了活摘器官。

深圳艺术家王先生对记者说

了一段他的经历：“2013年4月份，

我从深圳和朋友驾车前往内蒙古

旅行。因当时全国各地正在传活

体摘取人体器官，说实话，我当

江西中学生胡鑫宇失踪106

天后，尸体离奇出现，疑点重重，

但江西警方认定胡鑫宇属自杀身

亡。民间普遍认为胡鑫宇因被盗

卖活体器官，而刻意被中共官方

掩盖死亡真相。

江西警方黑历史被曝光
胡鑫宇案件江西新闻发布会

上，江西警方发言人、省公安厅

副厅长胡满松的“黑历史”被网

友曝光。

2012年胡满松担任江西赣

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

与多名“610”人员，参与迫害

法轮功学员，被明慧网曝光，被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通

告追查。“610”是听令于中共的

法外机构，主要负责迫害法轮功，

深度介入非法关押、虐杀、活摘

法轮功学员器官。

时评员唐靖远分析：“这个胡

满松很有可能涉嫌参与过活摘器

官的罪行，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巨

大嫌疑人，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就

是干这种事的，犯这种罪行的人。”

大纪元

时也是将信将疑。在乌兰察布市，

与内蒙朋友吃饭期间，我们认识

了当地公安局副局长，聊在兴头

上，我就问他，‘活体摘取人体器

官这事是真的吗？’局长犹豫了一

下,说：‘这件事情是真的，中国

的公检法和医院全部参与了，这

个在内部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早已经是产业链运作了。’”

王先生听后非常震惊，情绪很

低落，几天后就回到了深圳。

王先生还提到：“有一次我们

一群朋友在深圳梧桐山上去吃走

地鸡，差不多有10人。当时喝

了一点酒，我问一位朋友：‘你是

在劳教所工作过的警官，你说现

在全国传的活摘人体器官是真的

吗？’这位朋友听后情绪失控，他

嚎啕大哭说,‘兄弟，你说的这都

是真的！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干了？

心理压力太大了！中国的公检法

劳教所全参与了呀。’在场的朋友，

当时都无比震惊。”

王先生披露，这位朋友曾是湖

南某市劳教所干警，其父是市政

法委书记。

胡鑫宇被疑摘取器官 知情人曝更多黑幕胡鑫宇被疑摘取器官 知情人曝更多黑幕

网爆胡鑫宇“上吊”过程 外媒：中共政府身陷信任危机（网络图片合成）

国家犯罪：这个星球
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旅美时事评论员横河对新

唐人记者表示：“活摘器官移植

成为大规模的产业，是1999

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这件

骇人听闻的罪行于2006年初

被曝光，当时人们不相信。”

据公开资料，2000年以

来，中国器官移植业经历了爆

炸式增长，中国一、两家医院

施行的肝移植数量就与全美国

约6000例肝移植年均总量相当。

数十家国际机构经过大量独立调

查，仅2000年至2016年，中国

器官移植数量达150万例。

这种罪行持续至今。横河说，

2015年中共谎称停止使用死囚器

官，然后建立一套新的器官捐献

和分配系统。之后，中共的器官

移植数量大跃进。2022年，中共

正式将器官移植合法化，每个人

都成了潜在的受害者。

中国的器官移植是由中共主

导的国家犯罪，群体灭绝性犯罪。



2023年新年前后两个月，新

冠病毒爆发之际，至少十名中共

军医病亡，几乎全是中共党员，

其中包括工程院院士、原南京军

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黎

介寿涉嫌参与活摘器官。

工程院院士、原南京军区南京
总医院副院长黎介寿病亡

中共东部战区总医院1月31

日发布讣告：中共党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原南京军区南京总医

院副院长黎介寿，于2023年1月

30日在南京病逝，终年98岁。

黎介寿及其所在南京军区南

京总医院因涉嫌参与活摘器官，

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简称“追查国际”）列入追查名单。

黎介寿是开创“亚洲人同种异体

小肠移植”的第一人，2003年4月，

他进行了亚洲首例人的同种异体

肝及肝肠联合移植手术。

“追查国际”于2014年9月

27日发表报告，公布了第一批中

十名军医接连病亡 黎介寿涉活摘罪恶遭报十名军医接连病亡 黎介寿涉活摘罪恶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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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屯的罪恶》，油画

新冠疫情在中国肆虐，

2022年12月起，中国出现大

量人员病亡情况，多数是中共

党员或为中共站台人员。包括

病亡的中共军医，也几乎全为

中共党员。值得关注的是，中

共军队医院系统深度参与了活

摘器官的罪恶。

2012年5月29日，“追查

国际”发布了关于中共军队、

武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揭

露了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

陆军队医院普遍开展了超常数

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器官

供体来源的获得异常充足且迅

速。由于军队医院自成系统，

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管，实

际的器官移植数量远大于能确

认的来源。

报告还揭示了时任中央军

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

“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

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真实

存在，江利用国家机器（包括

军队和武警）全面系统地对法

轮功实施了群体灭绝。

国大陆228家医院共1814名涉

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的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名单中

包括黎介寿。

黎介寿兄弟三人均为院士、
军医

黎介寿大哥黎鳌1994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9年9月

21日去世。

黎介寿的胞弟黎磊石2010年

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楼身亡。

黎磊石曾任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

长、解放军肾病研究所所长，被

称为中国肾移植始作俑者，涉嫌

参与大量活摘器官手术。据中国

军网报导，黎磊石的肾移植中心

仅在2004年就做了1,000例以

上的肾移植手术，平均每天3台

手术以上。

公开发布的讣告显示，2022

年12月至2023年1月，包括原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副院长黎介

寿在内，至少十名中共军医病亡。

大纪元

福 报链 接

中共军医系统
涉嫌参与活摘罪行



2023年2月10日 真相 5

由于中共极力掩盖、一贯撒弥

天大谎，这场瘟疫中国到底有多少

人丧生，对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

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

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三年多来

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

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

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

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

超过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

天来算，4亿÷1095天÷38774

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

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一般说来，

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

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

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

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

要算上城市，乡下一个村可能半

个月或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

因此，在中共严密封锁消息的

情况下，三年死四亿人对国内民

众来说，并不会造成太明显的感

觉。三年的时间跨度和广大的地

域，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

释了。看看现在中国各地实际情

况，很多城市火葬场排长龙，火化

人数是正常时期的几倍、几十倍！

很多乡村一个月就死了20多人。

关于这场瘟疫的来源，李大师

在2020年3月发表的《理性》一

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

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

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中共建政后，不断发动政治运

动——肃反、土改、反右、文革、

六四、迫害法轮功，造成8000万 文/理思

三年多死四亿人 如何自救？

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善恶有报，共

产党早已罪恶滔天，面临天谴。

如何避开疫劫？李大师告诫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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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师讲出瘟疫的来源、目的，

是为了救活着的人。对大家来说，

了解法轮功真相，真心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诚心敬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会遇难

呈祥，平安渡过劫难。

疫情灾难中
中国民众踊跃三退

疫情灾难中，越来越多的中国

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表示

要坚决退出其党、团、队组织。

“中共就是来毁灭人类的红魔”
1月23日，赵田、王光等94

人集体发表声明说：“共产党宣扬

唯物论，说人的思想是外部世界

的反映，这种说法等于是否定了

人自己先天的善良本性，再加上

无神论、进化论两个歪理邪说，

实际上把人导向行尸走肉和衣冠

禽兽。所以共产党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邪教，就是来毁灭人的，而

且是从生命的根本毁灭人。我们

声明退出中共这个邪教组织，共

产党就是来毁灭人类的红魔。”

殡仪馆工作人员声明退党
2月1日，江西省吉安市的刘

卫明发表声明说：“我是吉安市殡

仪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最近殡仪

馆火化人数剧增，尸体堆积如山，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习近平盲目

放开的政策，通过这件事我体会

到了中共的邪恶至极。在此郑重

宣誓退出这个邪灵附体祸国殃民

的中国共产党，做一个堂堂正正

的中国人。”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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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戴上护身符，孩子对我说：我

身上带着的什么都不值钱，就是

大法值钱，什么都不重要，就是

大法重要。

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分数不

高，可是却被当地一所大学录取

了，比他分数高的同学都去了外

地，而且还是三本。我的孩子毕

业后去了国外又找到了工作，而

且是一份连名校大学生都没被录

取的大企业工作。

孩子在大学期间，有一次准

备和同学去旅游，去车站和同学

们集合后，因为一个同学起晚了，

没赶上车，所以没去成。下午就

听说他们要去旅游的地方出现了

新冠病毒。后来他们又选择了另

一个城市旅游，旅游回来的第二

天，那个城市也出现了新冠并封

了城。孩子对我说，师父多好啊，

有新冠的地方都让我错过去了。

家人念九字真言　疫情中平安
2022年12月下旬，大瘟疫

突然降临我们本地，几乎人人都

被染疫，一家一家的。街上不见

人影，天灰茫茫的，真凄凉呀！

孙子从学校回来也咳嗽了，还

在大陆这波疫情中，很多明真

相、三退的人，要么幸运地没有

染疫，要么症状轻，很快康复。

疫情间 同事夫妻安然无恙
我有一位同事，与我朝夕相处

近30年，我们情同姐妹，经常感

叹我们俩这一生的缘份。我修炼

法轮大法，同事也经常看大法真

相资料，我有时也阅读大法书给

她听。他们夫妻俩都早已做了“三

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只是因为惧怕邪党打压，始终不

敢真正走入大法修炼。

如今我的同事快退休了，她丈

夫劝她退休后跟着我好好修炼法

轮功。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期间，

她丈夫所在的公司除他一人外，

全都阳了。而她每年这个季节都

要感冒，还挺严重，可今年却安

然无恙，没出现任何症状，连她

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孩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教他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孩

子每天都念九字真言。我还给孩

当今世间有奇迹 上天呵护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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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低烧，于是我和他一起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两天后孙子不太咳嗽了，也不低

烧了，只是嗓子痛了两天。

两天后，女儿也低烧了，不太

舒服，她就坚持念九字真言，家

务活、做饭样样不落，不几天就

恢复正常，照常出去买菜了。

二儿子一直认同大法好，他

们单位200多人，这次疫情中大

部分都倒下了，不能上班，只剩

下三四个人还能照常上班。二儿

子一直默念九字真言，正常上班，

该干啥干啥，啥事没有，连领导

都佩服。

外孙女在外地上班，她是单

位唯一出满勤的，她一直默念九

字真言。她说：“我有两天不舒服，

默念九字真言后就好了。”

上网预约
免费学功

请翻墙访问 https://chinese.
learnfalungong.com

目前有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

日文、瑞典文等20种语言教功。

联系邮箱：
contact_ch@LearnFalunGong.
com

更多真相，请翻墙访问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大纪元www.epochtimes.com
干净世界www.ganjingworld.com

获取翻墙软件的更多方法：

无界软件 https://git.io/vFI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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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邮箱发信给

ziyoumen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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