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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時刻 也是離光明最近的時刻 

困境中總有明路 機遇就在眼前 

願您抓緊珍貴契機 迎來美好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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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神无退死神来 去留一念定未来  

 

过去三年来，中共施行大规模核酸检

测、封锁隔离，在民生与经济、企业大衰落

之际，利用核酸、疫苗大发国难财。在整个

过程中，隐瞒疫情、删改数据、封锁信息、

使得国人无法获得对疫情的真实认知，也浪

费了大量民间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在世界

全面开放的压力下，中共又采取了另一个极

端“错施”，突然放弃一直自吹自擂的“动

态清零”，以最危险的方式全面开放，把毒

株抛向全社会，导致大批死亡和引发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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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疫情的传播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海外

多家媒体和卫生机构都证实了中共内部会议

关于感染率的传闻，20 天内有 2.5 亿人被感

染。国内外专家均有预测，高峰还未来临，

到时感染率会超过 60%，达 8-10 亿多人。

这也证明了国产疫苗没有效果，而且副作用

很大，背后都是利益集团的白手套。 

面临海啸般的感染、医疗系统的瘫痪、

甚至一药难求的严峻情况，普通百姓能怎么

办？除了常规的医救方法外，寻求自救无疑

是很多人的共同想法，谁去谁留可能悬于一

念间。首先不能再相信中共这个大灾星。

《九评共产党》早就深刻指出：共产党的任

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

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

问题上送掉小命。三年来的事实再一次验证

了这历史教训。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在 2020
年 3 月就撰文点出，灵丹妙药是向神真心忏

悔，远离中共邪党，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

向正面转向，这是救人的办法。全球三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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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主席易蓉近日指出，疫情反制了中

共、正在淘汰邪党份子与亲共者，民众须尽

快三退抹去邪党印记，以免在神清算这个邪

党之际，沦为它的陪葬品。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中，从来就有相

生相克之理，提升正气、消灭邪气是正道。

《黄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

医认为，人体有一种气叫“卫气”，保卫的

卫，属于人体的正气，运行在身体最表面，能抵

御外来的病邪、增强免疫功能。法轮功修炼者也

都知道，功是一种很细密的物质（这一点在科学

界已得到证实），而且很大一部份功运行在身体

表层，能抵御消弱病毒的入侵。三年以来，世界

各地很多民众也都采用过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转法轮》中讲到，物质与精神是一性

的，九字真言的正面精神力量，必会加强人体内

的正气。大难面前，人命关天。中国有句老话，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心诚则灵。能躲过劫

难就是大幸与福份，愿您与家人都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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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中心：废除毒誓 才能保平安 
 
    

 

 

 

 

 

在大陆各地出现的标语，真实的反映了民间的声音。 

 

 

 

 

 

 

 

急切三退的人可以把三退声明贴在公共场所，或

写在纸币上流通，同样有效，因为神看的是人心。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

易蓉近日再次指出，中共作

恶多端，祸国殃民，“天灭

中共”现在进行时，神要清

算这个红魔，广大中国人应

尽快退出中共组织。由于疫

情迅猛、同时不是每个人都

能突破网络封锁、登录退党

网站声明退出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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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众将退党、团、队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或写在钱币上 

    易蓉表示：做三退、抹去中共印记，是神给

人自救的一个机会，不管你年纪大小，还是已经

退休了，只要你曾经举着拳头发过誓说，要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那就是发了毒誓，如不废除，

毒誓应验之时就是给共产党当陪葬。无神论是中

共用来愚弄百姓的，而中共官员们却暗中烧香问

卜、动辄求助三教，你还死抱着中共吗？三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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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反复强调，“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目前

四亿多的民众退出了中共党团队，这是巨大的觉

醒，必将动摇中共的根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

的信心和鼓舞，大疫之下更多的人行动起来了。 

    

湖南的唐田施在声明中写道：我在一个小乡

镇生活，做油榨生意，接触了各样的人群。大家

都知道共产党的腐败，坏透了。三年来的封城，

把百姓搞得很惨。现在突然毫无准备的放开，造

成大量人员感染，很多人去世了。今日得知“天

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为此我坚决退出以前加

入的少先队，断绝与邪党的一切关系。 

北京的殡葬师侯猛写道，最近火化场爆满，

邪党要求保密、不让外传馆内情况。中共邪恶至

极，一定会遭天诛地灭。我发誓退出这邪灵附体

的外来邪教。北京的火化工孙卫国表示，殡仪馆

火化人数激增，翻墙了解真相后发现，中共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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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清零后又盲目放开，草菅人命、邪恶至极。

我要退出邪共，不做其陪葬。  

声明退团、退队的马越写道：本人被蒙骗，

稀里糊涂地入队入团，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看到了一幕幕人间惨剧，老无所养，少无所依，

死无所葬。且现在官医勾结，医院也横征暴敛，

社保强夺人们本来就少的可怜的血汗钱，殡葬与

民政部门串通一气，剥夺百姓最后的一点尊严。

中国人呐，可怜、可气，可悲、可叹，我无言以

表，事实已说明一切！特此声明退出少先队、共

青团！终有一天，老天会让邪党死无葬身之地！  

兴旺 福气 松山等 168 人在三退声明中表

示：上海市民在悼念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的集会

上，喊出了“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喊出了中国

人的心声，这应该响彻每个城市和乡村。这个外

来的马列主义邪党已经欺骗、毒害、压榨、奴役

我们中国人太久了。共产党下台应该成为每个中

国人关注的话题。我们声明，退出这个祸国殃民

的黑帮恶党，中国人不需要这个外来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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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字真言有奇效 避疫良方传四方 

 

诚念九字真言，已经成为很多民众在疫情期

间的自救方法。很多人投书海外《明慧网》，分

享大疫之下安然无恙的经历。一位体制内官员讲

述，2022 年 12 月份她周围人都阳了，她也中招

了，很难受。后来想起一位朋友告诉她的话，开

始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随后

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

上醒来，病状一扫而光，感觉很舒服，她赶紧给

朋友打电话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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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邵阳一家四口人都染疫，全家人通过诚

念九字真言很快就好了。唐山的一名学生在北京

实习时染上了病毒，觉得头发晕，浑身没劲，但

是仅一天、没吃药就痊愈了，而宿舍里有几位同

学染疫后，天天吃药也不好。他说：我每天都念

上千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位老人对法轮功学员说：中共不信神佛，

整天搞假恶斗，还扬言清零。它根本打不过瘟

神，就撒手不管了！百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都被病毒包围了。我家五口四人都阳了，只有我

这个快八十的人没事，因我每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还有人说，三年来我们全家天天诚

心念诵九字真言，全家人个个平安无恙。 

 

 

 

 

 
 

纽约长岛珠宝商盖德 

 

从 海 外 媒 体 报 导 看

到，诚念九字真言转危为

安、神奇康复的例子也不

少。纽约长岛的珠宝商盖

德去年 3 月感染了新冠病

毒，医生让她服退烧药、

回家自我隔离。期间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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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糟。好友跟她通电话时得知境况，叫她念“法

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会有帮助。盖德就开始反

复念，逐渐感觉新鲜空气进入肺里，能吸到气

了，持续念了几天，染疫的症状都消失了。盖德

说：我现在天天念诵这九个字。九字真言确实使

我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 

 

 

 

 

 

 

者，并不安全。过后的 11 天，她感到好像有蛇

和动物在她皮下和骨头里咬噬着，痛不欲生。就

在陷入绝境之时，荷兰的表外甥联系上了她，告

诉她赶快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或许能

获得很大帮助。绝望中的塞维姆赶紧学念这九个

中国字，让她惊喜的是，果真很快就恢复正常了。

重获新生的塞维姆说：我是这个奇迹的见证者。 

塞维姆是住在法国

的土耳其人，2020 年 3
月下旬，塞维姆被确诊

染疫。医生告诉她可以

在医院隔离 14 天。可她

决定回家，因为她觉得

医院有这么多被感染的患 
 

塞维姆（右）和她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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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童是美国德州越南裔中医师，疫情爆发近

一年时被染疫，入住重症病房，即使呼吸机最强

度运作，却仍呼吸困难，两天后病情进一步恶

化。这时他想起越南同乡医生曾经推荐的法轮

功。当时同乡还告诉他：遇到危难时，就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于是阮童开始念诵这九

字。很快体验到转机后，他决定回家打坐！第一

天他带着呼吸机、坐在床上炼法轮功的打坐功

法，两天后，他停用了呼吸机，而且能站起来炼

四套动功，不久就全面康复。他说：能从瘟神手

里安然脱身，让我终身难忘！ 

 2020 年 9 月发表的医学文章《新冠病毒疫

苗研发困境及出路之思考》，对九字真言的效果

做了研究，对象是来自六个国家的 36 名确诊患

者，其总体改善率为 100%。其中 11 例重症患者

中，10 例痊愈，1 例好转。对此，丹麦细胞生物

学者奥尔森女士说：病毒比细胞微观，要有更微

观的能量才能消灭它。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

量，当人诚心念诵时，等于给细胞灌入极微观强

大的正能量，它能穿透细胞消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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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大的中國民眾：共產黨的末
日就要到了。但是這個邪惡的黨（魔
教）在歷史上卻對眾生、對神佛犯下了
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這個惡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類的誰
對共產黨清算時，也一定不會放過
那些所謂堅定的邪惡黨徒。我們鄭重
聲明：所有參加過共產黨與共產黨其
他組織的(被邪惡打上獸的印記的)
人，趕快退出，抹去邪惡的印記。一
旦誰對這個魔教清算時，大紀元儲
存的記錄可以為聲明退出共產黨和
共產黨其他組織的人作證。  

天網恢恢，善惡分明；苦海有邊，
生死一念。曾被歷史上最邪惡的魔教
所欺騙的人，曾被邪惡打上獸的印記
的人，請抓住這稍縱即逝的良機！ 

大纪元郑重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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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心聲 熱點話題 

 

◆ 搞天天核酸、搞方舱建设、搞精准防控、搞

封楼封城、搞到处抓人…这些它们一个比一个积

极高效。而真正到了民众病了需要药的时候，它

们都沉默了装死没看见。——这就是制度优势。

“治大国若烙烧饼”：先摁死一面烙到烧糊了，

赶紧再翻一面摁死了继续烙，直到另一面烧糊为

止。而中间是永远不变的韭菜馅。 

◆ 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智商，与落后的欺骗方式之间的矛盾。我支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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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我支持清零共产党，清零流氓党，清零马列

邪教党！每个人都应该积极三退，因为我们曾立

下毒誓，要为这邪恶的中共献出生命，只有声明

三退，才可以抹去毒誓，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 中共采取的措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

极端，完全违背常识、违背常理，经过为期三年

的全民牺牲，终于从阳性清零变成了阴性清零。

有人做了个精辟总结：专业的事干得很扯淡，扯

淡的事干得很专业；好事干得千疮百孔，坏事干

得天衣无缝；清零时不考虑民生，放开时不考虑

人命！ 

◆ 三年有步骤的利用病毒得到各种大数据，赚

封控，核酸，疫苗，方舱钱，很有计划的展示从

保安到大白，居委，街道的权力，却突然没有任

举着拳头对着党旗宣誓时 额头就被打上了邪恶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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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计划的放松了之前宣传成恶魔的病毒，任由被

吓了三年的民众乱成一团……这是变相的报复，

用来掩盖之前的错误甚至罪恶。 

◆ 医院药店排长龙、网上疯抢，一切又回到三

年前，这三年没有在加强医疗设施和疫情认知上

做任何投入。留给人们的是谎言恐吓和数不清的

人间悲剧，无数方舱、铁板栅栏、测温仪、核酸

亭、防护服都被扫进垃圾堆。在掏空财政和医保

后，我党始乱终弃、负气撒手不管。怎么看它都

不像一个正经党，倒像个下山劫一把就跑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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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在大纪元退党网声明 

退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四亿六百多万 

     退出党、团、队途径 (可用化名) 

三退热线：001888-8928757  001416-3619895 
(若听到是空号，请勿挂掉，很快就能接通 ) 

反馈信箱：santui@comcast.net 
         发一封空白电邮，主题为 12345，即为 

办理三退，并提供《九评》、翻墙软件 

免翻墙 http://d.ucfd.cfd  http://t.tosoo.sbs/s  
安全浏览海外网站  上退党网 (可用火狐、IE等浏览器) 

免费下载《九评》电视片‧语音‧全文电子书 

( 连结不上时请多试几次，或间隔半小时后再试。) 

希望之声：海内外热点 名家谈 脱口秀 

从 6MHz–22MHz之间寻找清晰的短波频率(千赫) 

 

三退渠道 反馈服务  

愿您与家人都安好 

  国外乡亲祝福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