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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1 月底，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退党、团、队人数已超过 

 三亿五千万 

疫情当前话自救 
参与抗治萨斯等多次疫情的专家

指出，此次疫情比当年的萨斯严重很多

倍。专家预计，感染人数将数以万计，

而且将在大城市呈爆发状。现在很多人

选择闭门不出，医护也告诫人们要戴口

罩、勤洗手。简单防护诚然重要，但根

本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武汉肺炎可以

隐形传播，病毒潜伏期可长达 14 天，

有可能在完全不知情中被感染，然后又

传给其他人，可以说几乎防不胜防。 

面对可怕的疫情，面对着生死存

亡，真的没办法了吗？其实在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就有相生相克的理，

面对瘟疫病毒，必有克制的办法。《黄

帝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

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认为，人体内

有一种气叫“卫气”，保卫的卫，属于

人体的正气，运行在身体的最表面，保

护身体免受外在病邪的伤害，同时具有

免疫功能。所以加强正气是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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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大一部份功是在身体表层，这样

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身体不受细菌、

病毒的入侵。 

还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

诚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转法轮》中讲到，物质与精神是

一性的。九字吉言的正面精神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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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诚心敬念九

字吉言而躲过劫难，是您的大幸与福

份。愿您与您的家人都平安健康! 

   

                                  

 

 

 
 

 

 

 

 

 

 

 

 
 
 
 
 
 
 
 
 
 
 
 
 
 
 
 
 
 
 
 
 
 

 

 

 

 

 
 

 

 

 

 

 
   

隱瞞疫情  封殺民情  中共釀禍害全民 

2020 年 

2 月 
 

民情激愤  弃幻想 怒三退   

武汉肺炎疫情快速扩散，感染及

死亡人数越来越多，令民众人人自

危。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

沦陷，危险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

上。尽管在海内外各界呼吁拯救生命

的巨大压力下，中共被迫将其发布的

确诊和死亡病例人数提升，但真实的

疫情及患者处境，比当局宣传的要严

重和恶劣许多倍。 

    回顾整个事态发展，造成疫情迅

速蔓延的根源，是中共以政治挂帅、

舆论维稳所致，是一场政策性的灾

难。疫情早在去年 12 月之前就已爆

发，但中共一再忽悠民众，宣称疫情

可防可控，不存在人传人的问题，造

成在 1 月 23 日仓促封城之前，绝大

多数武汉人仍被蒙在鼓里，酿成大

祸。一时间民情激愤，谴责之声不绝

于耳，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变相杀人。

有医生崩溃哭诉：“政府让我们自生 

自灭，什么物资都没有，千万、千万

不要相信政府，全部都要靠自己。”

如今不断从武汉以及其它各地传出

视频和图文，显示医院人满为患，有

病人在医院或街头直接倒毙，令人极

度心寒，医院犹如生化危机现场，状

况骇人。 

尽管如此，中共持续封杀民众的

知情权，自 1 月 26 日起开始了新一

轮的“封口”行动。微信、微博开始

封锁与中共不同调的有关武汉肺炎

的信息，甚至要求所有在微博上发布

求救信息的网民，必须实名认证，否

则求救信息一律删除。对于绝大多数

中国人而言，“封口”相当于剥夺了

最后一点知情权和话语权。而对被封

城的各地民众而言，这意味着许多已

经或可能被感染的人，不但要在缺医

无药的环境下挣扎煎熬，甚至连绝路

求生的自救努力，也可能被中共掐断。 

 

更令人担忧的是，过年返乡潮已过，之

前很多火车站均未有任何防疫措施。不

难想象，在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流动之

后，在未来一两个月，瘟疫很可能在全

国范围爆发，而中共的态度最终引发的

灾难性后果，极有可能使它面临执政危

机的爆发点。性命攸关，呼吁大家赶紧

了解真实疫情，了解被中共封锁的真实

讯息。 (本刊附有免翻墙网址) 

 

目前大量民众亲历了中共隐瞒

疫情、草菅人命，导致病毒传播全国

乃至世界，死亡和感染人数飙升、局

势失控的惨状。他们感到极度失望、

愤怒，纷纷利用各种途径在海外退党

网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 

声明人天佑宣布退出共青团、少

先队。他表示：几十年来，对中共恶

行深恶痛绝，加上这次武汉肺炎大爆

发，它一直隐藏真相，草菅人命，让

我对它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湖北的羊羊在退队声明中指出：

这次的疫情是天灾加人祸造成的！官

员们为了政绩隐瞒实情，在关键时刻

还每天歌舞升平，空喊和谐，他们的

行为令人作呕…！天灭中共！ 

段明、段红表示：中共几十年来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人神共愤。现在大面积爆发病毒，官

方还隐瞒疫情，天灾加人祸。我俩在

这里声明：退出少先队及一切邪恶组 

织，天灭中共时，与我无关。 

北京的许燕子在三退声明中说：

审视在疫情肆虐时中共政权的种种

行径，我对它不再抱幻想！我在这里

郑重地发出我的心声：彻底退出中共

邪党的一切组织，去掉它强加给我生

命中的邪恶印记！虽然我不是党员，

但我也入过队、入过团，也曾经相信

它。但无情事实告诉我，它真的是撒

谎成性、害人无数！它要从根儿上害

我们，我才不要被它残害呢！ 

署名“求生”的民众写道：我是

在武汉打工的，现在出现了发热咳

嗽，腹泻 2 天了，去医院找不到医生，

只好在药店里买些药物治疗，也不知

道是不是得了传染病，看到很多的病

人在痛苦中也没有医生给治疗。我不

甘心这样死去，就给一个同学打了电

话，他听到亲戚说，退出党、团、队

能保平安，详细的也不敢在电话里

说。这里已经无法上网，只能委托我

的同学帮我发表退团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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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确诊病例和

死亡数字都在急速攀升，人们已经不

再相信官方通报的数字。民间估计，

当前感染的数目，至少是官方数字的

百倍。一月底北京开始停运部分铁

路，离彻底封城又近了一步。而天津

启动了战时机制，实行军事化管理。

这场大瘟疫，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

量的，中共也在面对着人民的拷问。

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场夺走无数

生命的瘟疫，中共罪责难逃。 

国内媒体的报导，也都是以当地

宣传部门发布的消息为准，不允许私

自采访报导。有细心的网民发现，依

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1 月 22 日、

24 日和 25 日三天的确诊人数分别是

542、830 和 1287 例，死亡人数则分

别是 17、26 和 41 例。如果把这三天 

的死亡人数除以确诊人数，得到的死

亡率刚好都是 3.1%左右。网民说，这

个病毒，政策性太强了，太有党性了，

致死率精准保持在 3.1%；党说多少就

是多少，公布的数字是根据党的需

要。有武汉的医护人员向亲友哭诉：

疫情比报导的要可怕得多，估计感染

人数超过 10万人。 

新华社发出一个评论员文章：危

难时刻，党员干部要挺身而出；明确

要求党员往上冲。可以看到，中共再

次用党性扼杀人性。瘟疫就是要人命

的，谁上都一样，最终都没戏。所以

除了正常的个人防护外，党员们现在

的最佳选择是——“三退保平安”， 

远离邪党，远离瘟疫！中国社会迟早

要过渡到没有共产党的社会，不被党

性再忽悠，是明智的选择！ 

莫被官媒党性再忽悠 

 

1 月 24 日至 28 日，德国法兰

克福举行每年最大的博览会，其中

有 900 个中国展位，约有几千名中

国展商来参展。展会期间正赶上武

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

并迅速传染到中国各地以及海外。

他们上网了解了很多疫情的实情。 

来自瑞士的三退义工潘女士

说，看到在展会上的中国人有的戴

着口罩，许多人愁眉苦脸。他们都

知道国内发生大瘟疫，但没想到传

播速度会这么快，变得如此恐怖，

感到害怕，讲到“三退”(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保平安，他们很容

易明白、接受。 

潘女士特别分享了一个例子。

她在展厅里看到一名中年男士，坐

在桌边低头不语，满脸愁容，得知

他是来自武汉的，便主动跟他说话：

“朋友，别发愁，好人一生平安，

顺天意，就会有个好的未来。”见他

还是低着头，潘女士继续说：“如果

你曾发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

话，赶快退出来。你相信神佛，神

佛就会保佑你，躲过灾难。”那名男

士抬起头来，脸上的表情变得舒展

了些。潘女士说：我们买门票进展

厅，就是为你们来的，告诉你们保 

命的办法。男士表示：“妳的话打动

了我的心。不瞒你说，我心焦啊，

马上要回国了，不回去吧，惦记着

家人；回去吧，那里的情况那么糟

糕。你讲的这番话，我听进去了。”

潘女士安慰他：只要顺天意，就会

有福报。男士说：“听你这么说，我

的心就踏实了。”他说他是党员，并

同意退出来。潘女士提醒他，回家

后要让父母、兄弟姊妹、亲朋好友

都三退，给他们起个化名，退出来，

可以先将声明写在纸条上，贴到外

面的墙上、树上，之后可将名单发

过来，我帮你发表到退党网上。“那

管用吗？”“管用！神佛看人心，”

“好，我听你的！” 

展会最后一天，有些展商已提

前收摊离开了，有些展商还在。他

们在和义工们互动中，了解了三退

的意义和保平安的作用，感受到了

希望與慰藉，高兴地给她们倒水喝，

拿水果给她们，大部分人当下都同

意了三退，并发自内心地道谢。义

工给他们突破中共信息封锁、翻墙

软件的信息卡片，他们都高兴地接

受了。据义工们几天来的纪录，此

次展会结束时，有 500 多名中国人

做了三退。 

 

顺天意三退  我心踏实了 
 

追踪疫情 欢迎爆料 

目前疫情严峻失控，为进一步揭

开疫情真相，新唐人、大纪元媒体集

团已设立爆料中心，欢迎民众爆料。

自武汉封城以及全国十多个城市相

继封城以来，不断有信息传出，疫区

内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医院人满为患，

医护崩溃“顶不住”，被隔离者精神失

控，大批感染者进不了医院、得不到

确诊和治疗，而大批逃出疫区者却遭

到各地封堵，无家可归。 

如果您身在中国，能获取第一手

真实资讯，却又无法披露，我们为您

提供快速及时的传播窗口，请将您看

到、听到的疫情最新情况、百姓心声

与诉求，以影片（视频）、照片、文字

等形式电邮给爆料中心 

电话：+1 (929) 355-4408 
邮箱：talkdjy@gmail.com 

另欢迎投稿到以下网址： 

https://tougao.epochtimes.com/to
ugao_gb.php 

维权人士谈疫情 
    近期，中共针对发表疫情真相及

言论的网民进行传唤乃至拘留。包括

之前在网上发布真相的武汉多名医

务人员。作为公民，有义务去表达、

去讨论现在的疫情，而中共认为这是

对其体制的威胁。北京维权人士胡佳

说，其实早在 1 月 19 日，北京的医

院护士就已经换装备了，并要求患者

也必须戴口罩，可是就在同一时期，

武汉的朋友还在歌舞升平，共产党还

在号召搞什么万人宴，那不是在犯罪

嘛，造成了疫病的大范围传播。那些

因为没试剂而没被确诊的人，还有确

诊之后没有被医院收治的，大量的人

没有被记入病例中，死亡数据已经超

过了萨斯的总和。 

对在大灾大疫面前，警察还要执

行当局的维稳政策，胡佳表示，共产

党手段是很残酷的，警察要保住饭

碗，被迫执行。不过警察也是普通人，

也受疫情的威胁，警察也有被感染

的，或他们的家人被感染。他们应该

痛定思痛，去反思，哪怕私下去反思，

哪怕有把枪口抬高一寸的觉悟。要知

道，那些权贵们被保护得好好的，警

察也不过就是工具。中共在控制真相

及打压言论上，胜于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