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纪元获得的内部文

件显示，南京市从12月

中旬开始进入死亡高峰。

为了处理和掩盖大量染疫

死亡人数，南京市专门成

立了由民政局局长任组长

的遗体处置专班，增加冷

柜、运输车辆数量。对外

则保密，禁止殡葬从业人

员透露真实死亡数据。

在一份题为“南京市

更新”的内部文件中，统

计了自2022年12月1日

至2023年1月2日的火

化遗体数量。文件显示，

死亡高峰从12月18日开

始，到12月底和1月初

达到了高峰，最高时达到

761具（2023年1月2

日），是平时的6～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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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证实 更多迹象
指向“三年疫亡四亿”

瘟疫肆虐 大陆民众
纷纷“三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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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了，也不怕了。特别是家里死了人

的都在骂。”

疫情海啸 中共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疫情海啸下，中共不

顾百姓失去亲朋好友的悲伤情感，坚

持举办了春晚，但是意外频出，不仅

一众演员染疫导致节目大删减，更意

外爆冷门。在小品《坑》中，一个“不

担当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

袖子在一边看”的中共“躺平式干部”

登场，引发热议。中纪委随即踏上一

脚，发文批评“躺平式干部”坑己又

害人。

袁红冰表示，现在官员躺平是普

遍现象，不少地方官员被降薪，连过

年都少发工资。据消息人士称，60%

的县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强制官员

购买政府发的长期债券。

袁红冰表示：“现在基本上这些基

层官员都是躺平摆烂啊，怠政啊。因

为他发不了全工资嘛。”“可以讲共产

党的政权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危

险过的。就是只要有一个震动，他的

整个大厦就有可能垮台。”

中共官方日前声称疫情高峰已

过。但著名法学家袁红冰通过内部渠

道了解到，在过去两个月中国因为疫

情原因多死了380万人，民怨官怨同

时爆发。

两月疫亡380万 官员公开在骂
袁红冰说：“不是说这两个多月死

亡了300万，是说这两个月因为染疫，

多死了380万。真的很可怕，从来没

有过这个数字。大饥荒那是两年半吧，

总共饿死了4000万呢，那也不会是

一个月就死380万啊。”

继中共卫健委发布近6万例的死

亡数字后，21日，又公布13日至19

日，中国在医院死亡病例12,658例，

但再次受到舆论质疑。赵紫阳前幕僚

鲍彤之女鲍简，18日发推表示，中

共老干部大量死亡，名字在八宝山公

墓“上墙”要排队一至两年。

法学家袁红冰引述消息人士透

露，中国第二波疫情后，许多中共高

官密集死亡，民怨官怨同时爆发。

袁红冰说：“据北京的一些朋友

讲，很多官员现在吃饭的时候就公开

死亡是去年6倍
中共要求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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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月疫亡380万 官员躺平两月疫亡380万 官员躺平

《为什么会有人类》石破
天惊 震憾圣经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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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多家殡仪馆的调查和数据分析，上海目前每天至少火化2640具遗体，是正常年份
的近10倍。图为2023年1月9日上海一家医院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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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有什么等等，但至少在我的

经历中，从来没有人如此清晰地

向我描绘过这个世界。”

李大师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是
有神的

楼新跃说，李大师开宗明义

地告诉世人：这个世界是有神的。

“李大师开宗明义地讲，诸神佛让

他来转告世人——这是基于一个

有神论的基础。人的身体死掉之

后，你的灵魂是存在的。所以你

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做善事的，你

才能积累功德，你才能在你的来

生，在灵魂转世的时候有个更好

的出路。”

“而且他对整个世界的过程的

论述，又是符合科学的，是一个

科学的世界观。他说宇宙有‘成

住坏灭’的过程，人有‘生老病

老’的过程，这些都符合所有人

的常识，被大家公认的符合我们

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认知。在某种

程度上他既符合科学，又进一步

黄历中国新年前夕，法轮功创

始人李洪志大师授权大纪元、新

唐人电视台发表《为什么会有人

类》一文，如石破天惊，在华人

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纽约华人

企业家、对《圣经》有过深入研

究的学者楼新跃日前接受大纪元

采访时表示，李洪志大师此文是

“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对全人类意义重大
楼新跃表示：

“我认为这是人类

思想史上非常重

要的、对人类具

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大家都读《圣

经》，很多人也都知道中国过去

的神话，很多人也读佛教的经书。

但是据我了解，在所有的经典或

者文化的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

像李洪志大师讲的这么清楚——

整个宇宙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样

一个构成、人类的起源等等。我

们知道过去有所谓的十八层地狱，

2023年1月27日

大纪元

1月20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上刊登《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
并同时授权大纪元、新唐人、干净世界发表该文，大陆人可翻墙登录这些网站阅读。

阐释了整个世界的大的结构层次。

李大师把这个世界讲的这么清楚，

我很震撼。”

这篇文章是“弥赛亚出现”的
历史大事

楼新跃说，李洪志大师在中

国瘟疫流行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

“是为了救人。”

作为研究《圣经》的学者，楼

新跃觉得，李大师可以和基督教

中传说的“弥赛亚”相比。“他和

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层级的。我们

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明中出现的、

世界上公认的对几大文明做出重

大贡献的人物，比如基督、孔子、

老子、佛祖释迦牟尼等。实际上

我想李大师在这时候出现，他说

这些话，基本就是‘弥赛亚’这

样历史的大事件的出现。”楼新跃

表示，有宗教学者做过研究，有

人说西方的“弥赛亚”和东方的“弥

勒”是同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

这篇文章让我重新思考世界
楼新跃说，读了这篇文章后，

他的整个三观都改变了。“这篇文

章让我重新思考这个世界，他改

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他说，“更坚定了自己应该

做一个好人，坚持做好事的信念。”

楼新跃说，这些年他一直在

反思自己的行为，虽然他不修炼

法轮功，但是有一些法轮功的朋

友。楼新跃读完《为什么会有人类》

之后，他第一时间转发给他的朋

友们，“原来李大师只对法轮功的

修炼人讲法，而现在李大师对全

人类讲话，我觉得李大师在这个

时候想救更多的人。”

“这是对整个人类，无论中西、

无论族裔的全人类的大事，大家

都应该读这篇文章。”

《为什么会有人类》石破天惊《为什么会有人类》石破天惊
震憾圣经研究者震憾圣经研究者



日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

师开示，中国三年疫情死亡人数

四亿多。不少学者经过整理各类

数据，均相信李洪志大师对中国

疫情死亡人数的揭示，真实不虚。

教育家披露：萨斯让整个村
消失了

“李洪志先生揭示中国疫情死

亡四亿多人，令人震惊。据我所知，

之前全球所有的媒体，没有报导

过中国有这么严重的疫情。有一

些会独立思考的、有智慧的人因

此去查询、收集各种数据，结果

证实了李先生的话。”具有公共卫

生背景的旅美教育家陈彦玲说。

她解释说，许多学者从中国

殡仪馆的数量、处理尸体的能力，

从中国存有的身份证数量，以及

各种的人口统计来推算中国疫情

死亡人数。比如今年7月上海公安

局外泄中国人口9.7亿数据，与

中共官方所说的14.5亿人口相差

4亿多。考虑到可能存在数千万没

有登记的黑户口，有3亿多的缺口。

后来尤其年底，疫情海啸，死亡

人数井喷，中国三年疫情死亡四

亿多，完全是有可能的。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还

开示说，上次萨斯出现的时候，

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

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

制、三胎制。

陈彦玲表示，对此深信不疑，

并为此披露了一位台商的亲身经

历：台商聘用的工人在萨斯期间，

发现家乡村庄整个消失了。

陈彦玲说曾经在往香港的飞

机上碰到一个台商，对方在广东

有一家规模比较大的工厂。萨斯

学者证实 更多迹象指向“三年疫亡四亿”学者证实 更多迹象指向“三年疫亡四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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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5日，上海患者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路透社)

地方招商引资，常常虚报人口吸

引外资，结果外资去开展项目时

招聘不到人等等。在应付计划生

育的时候，就要少报人口数，超

生的不给户口（黑户），或者几个

人一个身份。”

大纪元曾报导，2019年末四

川巴中市通江县常住人口67.06

万，2020年10个月内人口减少

14.87万，比例为22.2%。对此，

易先生认为在大灾难死亡数据方

面，低层官员只会大幅缩水，因

为一来死亡人数多了会影响官员

的前途，二来，官员们能更多冒

领死者的养老金。

据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

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12.8

亿，而非中共人口普查数据所说

的14.1亿。1959-1961年大饥

荒期间，中共销毁了真实死亡数

据和记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及

被披露的中共文件均显示，大饥

荒或致超过四千万中国人非正常

死亡。中国真实的疫情死亡真相

数据将来必定被曝光或泄漏，中

共的谎言注定要被戳穿。

期间，这位台商给员工们发钱，

让他们回老家养好病再回来上班。

过了几天，一个员工打电话向台

商哭诉：我回不了家，我到了老

家找不到村子了，整个村子不存

在了，人都消失了。台商就收留

了他，工人又回到广东打工了。

陈彦玲表示，这绝不是个案，

萨斯期间中国人死亡的真相也一

定十分惊人。

旅美企业家揭示 中共“按需
统计”人口数量

旅美企业家易先生（化名）

非常熟悉中共体制内的运作方式，

他揭露了中国统计人口的数字乱

象。他说，“中共的全国人口普查

也好，地方人口统计也好，数字

都是很随意的。”

“尤其在村镇低层，几乎都在

虚报人口数字。村官可以有好多

个身份证，有的高达十多份；这

样既方便他出国旅游或者外逃，

也可以领取更多的社会福利；许

多贫困地区尽量多报人口，可以

从国家拿更多补贴或财政援助；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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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比如刘少奇、邓小平、彭真、

林彪等。其中，邓小平在文革中

两次被打倒，对江青深恶痛绝。

1980年8月，意大利女记者法拉

奇在北京采访邓小平时问：“对江

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

打多少分？”邓说：“江青这个人

坏透了”，“零分以下”。

江青整的人还有毛泽东看不

顺眼的文艺界领导，以及知道江

青30年代上海滩风流底细的人，

甚至还有她身边的工作人员。

江青凭什么整这些人呢？凭

她是毛泽东的妻子。

中央文革小组文艺口的负责

人金敬迈，曾一不小心得罪江青，

被关进秦城监狱七年。他在《好

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一书中，

对江青的评价非常生动。

江青经常讲，她一是共产党

员，二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

三是毛泽东的老婆。

金敬迈说：“八亿人民都懂得：

她是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的。

黎民百姓懂，当官的也懂，而且

1991年6月4日，中共党媒

“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江青在保

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

日凌晨，在北京居住地自杀身亡。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江青

处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是红

得发紫的“文革旗手”。她为什么

悲剧收场？

江青与毛泽东的婚姻
毛泽东一生有四个妻子：第

一个妻子罗一秀，结婚三年后去

世；第二个妻子杨开慧受毛牵连，

被国民党军官何键下令处决，但

在杨死前，毛就娶了第三个妻子

贺子珍；后来与贺子珍还没有离

婚，1938年11月，45岁的毛又

与24岁的江青结婚。

江青嫁给毛之前，已是情场老

手。她15岁嫁给济南富家子弟裴

明伦；18岁在青岛与富家子弟俞

启威（黄敬）同居；22岁在上海

与著名编剧唐纳结婚，不久又闹

翻，先后跟俞启威、著名导演章

泯同居，导致章泯离婚，唐纳在

济南、上海两次自杀未遂。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上

海滩最大的绯闻。

这样的江青，与毛泽东彼此

彼此，一拍即合。到了文革时期，

俩人更是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

被称为“遗臭万年的大戏”。

江青的罪行
在1966年至1976年文革期

间，江青的罪行，简单地说就是

整人。她首先整的是毛泽东的“政

第一夫人变秦城囚徒 江青自杀之谜第一夫人变秦城囚徒 江青自杀之谜
官越大、地位越高、说话越算数

的官，懂得的越具体……她的可

怕，她的碰不得、沾不得、惹不起，

在于她‘第三’才是个什么什么。”

江青被抓捕、被判死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时隔不到一个月，1976年10月

6日，江青等“四人帮”，被毛泽

东生前亲自选定的“你办事，我

放心”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

1981年1月25日， 江青被

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之后被投入秦城

监狱。从始至终，江青不承认自

己犯罪。

在最后的陈述中，江青说：“现

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

丑化毛泽东主席……我就是毛主

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

怕你们打。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

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

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

江青自杀
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

身亡，终年77岁。2012年，秦

城监狱前监管处处长何殿奎向媒

体披露，江青是吃安眠药自杀。

他说，江青1984年“保外就

医”，但她只是搬到了秦城监狱内

一个由战犯洗衣房改建的小院中。

“江青至死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

毛泽东、江青在文革中的所作

所为，皆源于中共老祖宗马克思

的阶级斗争论。最终，毛泽东也

成了“反革命家属”。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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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相

百
真



2023年1月27日 真相 5

在中国大陆瘟疫蔓延，大量人

口染疫，甚至病亡的情况下，有很

多人明白了瘟疫出现的根源在中

共，因而发表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

的中共党团队等组织。截至2023

年1月20日，退党网站上累计声

明三退人数已有4.7亿。

亲人染疫病重 对神佛立誓
远离中共
来自内蒙包头市的张剑锋先

生说：“本人年轻时曾经受中共蒙

蔽加入邪党。工作多年，亲眼目

睹中共邪党伤天害理，作恶多端，

但是为了一家老小一直隐忍。直

到现在老母亲因为中共释放病毒

祸乱人类而住进医院，性命堪忧。

而今对于以往对于中共做恶默不

作声的态度追悔莫及。在此对上苍

起誓退出中共邪党一切组织。中

共必亡，邪党必亡！”

“中共摆烂式开放（原文这样

写的）导致我父亲染疫，如今入

住ICU，救命药物无处购买。”来

自中国大陆的民众范九龄在声明

中写道，“本人范九龄与父亲范吉

祥在此对神佛立誓，退出红卫兵、

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及所有一切

不明真相时加入的邪党组织。远

离中共，远离邪恶。”

见证大量身边人死亡
毅然“三退”保平安

“中共邪党是一个毫无人性的

最大的邪恶组织，它们拿中国人

民的性命不当回事，随意地虐杀。

现在的大疫情，在它们的邪恶政策

下，谎言欺骗下，大量的善良民

众染疫死亡，邪党政府却躺平了，

使瘟疫传遍全国。这个中共恶魔

党是危害全人类的最大的邪教组

织，天灭中共是必然，善良的人

赶快‘三退’保平安。”来自北京

的吴阳先生说。

“此时此刻，大难当前，中共

国尸横遍野。”大陆内蒙古的王伟

先生说，“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

头，本人郑重声明退出有史以来最

邪恶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及其下

属的共青团少先队！希望能够平

安渡过此劫，也祝愿中国人民早日

迎来光明，粉碎中共毒瘤的统治！”

 “超忙”的火葬场和地狱
般的中国现状
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是一个

60万人口的小县。这里的杨来财

等25人在声明中写道，“这里的火

葬场极其拥挤，没有殡葬车，很多

人用自己的昌河车拉死人火化，而

当地（政府）一直不报。到处‘阳’，

看来瘟疫是天灭中共的一个表现。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我们25

人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组织，

所有誓言全部作废，退党保平安。”

来自北京的声明人徐志安说：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瘟疫肆虐 大陆民众纷纷“三退”保平安

“不管清零还是放开都是要人民的

命！现在医院里、殡仪馆里遍地

的死尸，火葬场24小时冒出的滚

滚浓烟和地上丢弃的未烧化的人

骨，排队等候火化的车辆……此情

此景，这如果不是地狱的话，那

还有什么是地狱？”

他还说，“我不是旁观者，我

只是幸存者。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

前，如果还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那不是没脑子就是没良心！是为

虎作伥、助纣为虐！我今天正式声

明：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国共青团、

少先队！”

这场疫情是冲着中共而来，为

了不让更多的人遭遇不幸，大家

要记得赶紧呼朋唤友翻墙“三退”，

不能翻墙的可以自己写个字条贴

到外面，过后有机会再去网上补

个“三退”声明也行。用真名化

名都可以，声明退出曾加入的共

产党的党、团、队组织，远离灾难。

神佛看人心，人心一念，天地皆知。

愿所有人都为自己选择个美好

的未来！愿所有人都有个美好的

未来！

2019年10月12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行了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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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怎么办呢。

这时他想起我们告诉他的：遇

到什么危难，念九字真言就能显

神奇！他心里就开始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结果到晚上就

好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他什

么症状也没有了。他很感慨：念

九字真言真好使！

大姐夫很善良，在我们因为修

炼大法被迫害时，大姐、大姐夫

也尽力帮助我们。他也早就三退

了。在前几天，我们给他拿了《天

赐洪福》《江泽民的三大罪状》等

真相资料，他都看了。因为他对

大法的态度，他真是受益得福报

了！危难时候敬念九字真言，就

能受到大法护佑。

大姐夫来我们家说起一件事，

很是感慨。他说前几天大姐因为

阑尾炎天天去医院打针，大姐夫

陪着去。这期间正是疫情严重时

期，医院里人很多，打针的人一

个人挨着一个人坐，很多人都染

疫了。

那天上午大姐打上后，就让

大姐夫先回家。大姐夫在往回走

的时候，突然感到浑身难受、酸

痛，骨头节都疼，他当时想：是

不是阳了？因为现在听到这种情

况太多了，他的亲朋好友很多都

染疫了，他的妹妹全家、两个亲家、

两个儿子全家等等都染疫了。他

很费力地往家走，心想：我不能

倒下，家里还有病人呢，我要倒下，

大姐夫疑染疫　念九字真言当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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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名三退
戏曲老师始终未染疫

去年我给一位戏曲老师讲真

相、劝三退，我说起个化名，老

师说：“就用真名退，声明退出共

青团少先队，你做这个事多好呀！

老师支持你，真相在人心。”我告

诉老师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九字真言能保平安。他点头。

今年中共病毒肆虐，这位老师

每天照顾发烧40度的家人好几天，

他始终没有被感染，单位大部份

人都阳了，可这位老师始终没事。

这位老师平常上课闲聊、写文

章时，总是举文革等中共很多迫

害好人例子，听的人就能自己得

出结论说中共不好。有时警察穿

便衣来听他的课，我都替他捏把

汗，可老师仅以礼待之，没有任

何恐惧。他私下说：我的这些话

他们就是录下来，写下来，也不

会抓到把柄。我有时讲中共干的

坏事，老师告诫我不要像“愤青”，

说事实就可以，好似兵法，知己

知彼，百战百胜。

世人真的从内心认识中共的

恶毒和邪恶本性，选择退出中共

邪恶组织，就能避邪、不被中共

病毒感染和毒害。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