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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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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搞举国哀悼 民间追责吁下台 

看清中共面目 
国人觉醒三退 

    当前越来越多人通过疫情看清了

中共的真面目：这个党在它的利益面

前，是不会拿人命当回事的；它坑害

的不只是这一代人，连后代都要被毒

害。觉醒的民众纷纷加入三退行列，

在海外退党网声明退出党、团、队。 

退党的张弛说：疫情事件让我了

解到中共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以假

治国，底层党员和老百姓只是中南坑

几个魔鬼的人肉盾牌和奴役专制对

象。希望广大民众不要被这个邪恶组

织绑架，早日摆脱独裁统治，还人民

法制和民主。 

秦儿写道：家父经历过大跃进、

文革，仍被洗脑，认为是党带来了发

展。事实是人民养育了它们！魔党让

人们黑白颠倒是非不分。通过此次恶

党瞒报疫情，抓捕吹哨人，用事实让

父亲了解，因此家父决定退党，本人

也退团。希望大家都平安度过此次邪

党制造的人祸瘟疫！  

退团 退队的彭小靓表示：知道

真相后，感到自己受到的教育就是个

谎言。从小教育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长大才知道自己是为权贵享受荣华

富贵而鞠躬尽瘁的韭菜。现在最大的

愿望就是脱离这个邪恶组织。期盼中

华民族人权自由民主社会的早日到来。 

江西南昌文西说：自从疫情爆发

以来，共产党使劲全力甩锅栽赃他

国，利用五毛水军抹黑欧美及西方国

家，意图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歪曲

讽刺成可笑和儿戏，把外国政府应对

疫情的做法定性为昏庸无能，以凸显

它一贯标榜自己的“英明伟大”，看

透它们的无赖嘴脸，声明退出共青团！ 

北京医务人员王天真：我的两个

同学是党员，她们的领导贪污受贿，

出了事让她们去背锅。目睹多年这些

龌龊的勾当，也看到了武汉抗疫归来

受到表彰的但已变成骨灰盒的同行，

我要退党，我不要变成牺牲品、骨灰

盒，希望早日迎来没有恶党的新中国。 

 

数据虚假 民众恐疫情再爆发 

2020 年 

4 月 
 

近期中共宣称，武汉新增确诊已

降至个位数，而武汉之外全国新增确

诊病例已经“清零”多日。但有武汉

医生透露：这些都是政治操作，官方

全面叫停了血清检测确诊方法，方舱

医院患者未经基本检测就被全部清

空，把所有病人都放回家，九成出院

患者带着病毒，这“非常可怕”。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

秉中进一步指出，当前官方数据是虚

假的，各地宣称病例零增长也是不可

能的，包含方舱出院者与隐蔽无症状

者，恐在一定时间造成第二轮疫情大

爆发。目前上海、辽宁等地都在启动

或兴建方舱医院。北京赶着复工的企

业，频传爆发群聚感染事件，只是消

息被严厉封锁。 

2 月底开始，各地响应中共高层

的指示，不仅推动复工复产，而且大

量“清零”数据，瘟疫形势一下好像

在中国得到扭转，同时，一些公共设

施陆续开放。然而，从海外各种报道

以及国内传出的消息看，疫情从未消

停过。比如： 

 ‧湖北省公告 4月8日“解封”， 但

武汉市政府4月3日却突然发出通知，

要求各区要继续强化封闭管理，并加 

 

强对重点人群的排查工作。 

‧北京出台新禁令，禁止湖北人回北

京、其他人进京要隔离 14 天的规定。 

 ‧3 月 27 日，江西九江警方阻止湖

北人入境，与湖北警方发生激烈冲突，

数千民众怒掀警车；多地亦有类似情

形，显示各地政府并不相信通报数据。 

‧3 月 28 日，文旅部向全国发出“紧

急通知”，急令全国已复工的 KTV、网

吧、电影院等场所，再次关闭。 

 ‧上海近日关闭了“三高”热门景点，

有其它景点也被再次关闭。网传江苏医

疗队紧急驰援上海，民间传出疫情已经

告急。 

 ‧目前两会延期、学生开学复课时间

不断推迟。因此，两会何时召开？跨省

流动的大学生何时返校，以及各地的中

小学何时开学复课，都成了判断疫情是

否出现转折的指标。  

  更多迹象显示出，中国的疫情正在

面临着更大爆发的可能性。有国内民众

指出，一言堂的媒体天天给我们洗脑，

不少人还信以为真，以为疫情真的结束

了。看到海外自由媒体的真实报道，才

明白中共一直在撒谎，那些歌功颂德的

文宣、粉饰太平的假新闻根本不能信，

更不可以对疫情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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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邪党不变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就

是这样处理危机的；它首先考虑的不是

民众死活，而是它的独裁统治安稳。不

查原因，不追责，继续打压言论自由、

掩盖疫情真相，公安还对武汉肺炎死者

的家属建微信群者施压……以上种种，

说明中共的哀悼只是作秀。他还强调，

中共道歉下台是很多疫情受害者的心

声，没有它在疫情初期的瞒报、迟报，

就不会有武汉肺炎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的大流行。他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绝对不会缺席。

这次疫情暴露了中共一贯的冷血和对

民众生命的漠视，民心的觉醒必将加速

中共的灭亡。 

 

    4 月 4 日清明节，中共搞所谓的

举国哀悼，默哀、降半旗、鸣笛，来

纪念在疫情中死去的人，但这一举动

并没有得到民间的谅解。网友们纷纷

对此回应：“它们今日所使用的、强

迫我们集体哀悼的权力，正是它们昨

日所使用的、杀死我们哀悼之人的同

一种权力。”“所有的事后汽笛长鸣，

都比不了事前的那一声哨响”“没有

无耻的 404，就没有悲鸣的四月四。”

“没有追责的哀悼都是伪善，灾难一

定会重复。”还有不少网友要求中共

下台谢罪。 

 北京一名维权律师向大纪元记者

表示：网友的说法代表很多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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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日，《人物》杂志刊载〈发

哨子的人〉，记录了武汉中心医院急

诊科医生艾芬的血泪陈述。她讲述自

己从吹哨到被噤声、武汉肺炎遭打压

的始末，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疫情发

展到不可控，及演变成一场人类灾害

的重大隐情。 

  谈及这段过程，艾芬在专访中数

次提起“后悔”这个词，她表示，后

悔当初被约谈后没有继续吹响哨声，

特别是眼看着同事们付出了巨大的

代价，病人一个个倒下，“早知道有今

天，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 

  原来包括李文亮等八位被警方

训诫、指责传谣的医生，他们在朋友

圈曝料的消息，就是依据艾芬医生发

布的截图。艾芬说，医院接待的第一

个病人的时间是去年 12 月 14 日，后

来从急诊科转至传染科，她从同事嘴

里第一次听到“冠状病毒”四个字。

之后，看到了一名患者感染不明肺炎

的 CT 报告，她意识到一个重大的人

传人的疫情正在发生，赶紧转给医生

同学，提醒注意。12 月 30 日，这份

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师圈，也就是在

这一天，武汉卫健委下达了封口令， 

 

隔天，医院当局亦下达文件，禁止医

生对外界谈论疫情相关信息。 

  艾芬说，当时她被医院纪委约

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

责，好像整个武汉市发展的大好局面

被我一个人破坏了，回来后我感觉整

个人心都垮了。”在实情遭严厉打压

下，许多同事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大

量病人无法得到救助。她说，如果信

息透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同行倒下

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死去。 

  近日，有官员披露，今年 1 月底

之前，湖北省有超过 3000 名医护人

员被感染，仅仅艾芬所在的医院，已

确诊的就有 200 多人，有多名医生已

殉职，多人濒危。艾芬医生的亲历，

让人们明白了这场疫情是如何从最

初的几个患者，扩大到不可计数，这

一切都是隐瞒疫情造成的，隐瞒到最

后，封城，封省，半个中国瘫痪，更

祸及全球。然而，中共至今仍继续炒

作“病毒源自海外”，甩锅给他国企

图卸责。目前，揭露疫情真相的调查

报道越来越多，全球都在酝酿着对中

共政权的追责和声讨，相信它将因自

己造下的人祸被推向历史的审判台。 

 

发哨人武汉医生道内情 

近期海外媒体陆续刊出了国内

民众的投书，讲述在这次疫情中感

染病毒后，接受了家人或朋友的叮

嘱，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转危为安、神奇康复的经历。 

  对此，多年从事细胞生物研究、

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理

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说：物质和精

神其实是一性的，这一生命现象，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为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研究显示，人的

思维活动是一个电化学过程，也就

是一个物质的运动过程。肉眼虽然

看不见，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物

质活动。而人的意识又有好坏善恶

之分，那么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放

射的是正的能量；恶念产生的微观

物质是负的能量。 

她进一步解释说：病毒与恶念

所产生的负能量微观物质具有同一 

性。由于病毒比细胞微观，必须是

更微观的带有正能量的粒子，才能

真正消灭病毒。 

  那么，为什么诚心念诵“法轮

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会好病呢？真

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具有强大的正

能量。人在真心念诵这九字真言时，

等于从宇宙中直接给自己的细胞灌

入极其微观的正能量。这种强大而

微观的能量，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

所以病毒瞬间就被杀死了。 

奥尔森女士表示，从媒体报道

的不少案例来看，因念诵九字真言

而康复的人，多半是法轮大法修炼

者的亲属或朋友。他们耳濡目染，

已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危难中能放

下成见、敞开心扉，用九字真言保

护自己，死亡的轨迹极快地就会被

逆转。愿有更多人在这场大瘟疫中

用这法宝解救自己、帮助他人。 

 

大疫当前 保命有良方 

人生感悟：救赎
与瘟疫一起到来 

历史上的每次瘟疫，几乎都是

无法解开的谜，雅典瘟疫、古罗马

瘟疫、欧洲黑死病，也包括中国历

代的大瘟疫等。瘟疫的发生，包括

散播的路向，似乎都有冥冥之中的

指挥，即使有先知预测，终是无法

避免。仪器仅能在可检测范围之内

研究病毒，通过现象按经验推测，

在表面空间抑制病毒的传播，多洗

手、戴口罩，甚至把全身都包起来。

但瘟疫的诡异几乎不可捉摸：有人

百般躲避防护，也难逃一死；有人

近距离接触、甚至与病亡者紧靠，

却完全不被感染。现在有科学家承

认，有些病毒很可能存在于人类探

测不到的空间，是更微观的物质。 

史载神医有回天之术，但即使

是神医神僧，也难医天下病，这又

是为什么呢？对瘟疫产生的原因，

《黄帝内经》记载：“人气不足，

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

邪鬼干人。”佛家讲疾疫劫，如果

人德行放逸，行不合法度之事，不

能守十善业，就会招来疾疫。道教

认为瘟疫是人亏天理造成的善恶报

应。在古代西方，瘟疫直接被认为

是神对人的惩罚。古埃及的三次瘟

疫，指向的是“没有摩西授记”的

国家；古罗马三次大瘟疫，指向的

是那些对基督徒的迫害者。 

当大多人无视道德的规范、仅

追求物质与享受、他人的痛苦与己

无关时，瘟疫打乱了这一切。所以

如果一个人想真正自救，须要进行

精神反思，不只是基于政治层面的

追究，更应该有个人的反省忏悔：

那些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件，

我是否曾经以工作为由主动或被动

参与过？为了自己与家庭得到好

处，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薪水，

我是否曾违背良心、助纣为虐？因

恐惧懦弱，我是否一直在甘当专制

谎言的同谋？而对那些敢于发声的

勇士，是否曾是我嘲笑讥讽的对象，

对他们的遭遇我是否曾麻木不仁？

请记住：与瘟疫一起到来的，还有

救赎，在灾难之中，神明会将我们

安定、将我们分别、将我们搭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