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销毁样本藏诡异 
自疫情爆发以来，其中一个公认的

事实，就是中共下令销毁病毒样本。但

是这一公开的秘密，中共当局一直矢口

否认，直到最近，在国际压力和确凿证

据下，国家卫健委监察专员刘登峰才首

次承认，卫健委在1月3号下发了文件，

下令实验室销毁病毒样本；但他辩解，

这是为了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这一理由

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所

谓“安全”理由，为什么把这样重要的

信息隐藏到现在？再说，不是应该把样

本交给符合条件的实验室保存，并作进

一步研究才更合理吗？ 

事实上，财新网 2 月份就已披露，

在疫情早期，有些医院向私人基因测序

公司发送样本，12 月底就出结果了，

证实是冠状病毒。报道并指出，湖北省

卫健委及国家卫健委分别在1月1号和

3 号发布了通知，要求武汉病毒研究所

等相关机构销毁病毒样本，不得向其它

机构和个人提供样本及相关信息，不能

对外发布相关论文和数据。一名基因测

序公司人士证实，1月 1 日，他接到湖

北省卫健委官员电话，说如有病例样本

送检，不能再检，已有的必须销毁，不

得对外透露样本信息。中共当局在处理

疫情上的诡异做法，着实启人疑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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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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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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政治清零” 民众怒揭真相 

2020 年 

6 月 
 

为配合中共两会召开，党媒一片

歌舞升平，5 月 22 日全国疫情确诊病

例“政治清零”，25 日党媒又称，9

天内武汉“已完成900多万居民的采

样、650 多万人次的检测工作，未发

现一例确诊患者”。坊间人士指，天

下已经没有中共不敢撒的谎了。 

近一段时间，疫情在东北地区全

面爆发，东三省全部沦陷，超过一亿

人处于禁足状态下。黑龙江省成为重

灾区，哈尔滨有医护人员被感染，市

场关闭，越来越多的小区被封。牡丹

江市铁路、公路客运停运，学校停课，

对小区的封闭更严，一些居民楼的楼

门被焊死。佳木斯几大医院进入应急

状态，当地宾馆被征用为集中隔离的

处所。吉林省舒兰市、吉林市和丰满

区已封城。吉林市切断了火车和公交 

车，关闭了学校，并隔离了成千上万

人；民间消息显示，该市大剧院已改

造成方舱医院，465 医院被用来专门

接收重症感染者，然而官方确诊数字

却仍停留在个位数，难以置信。舒兰

市宣布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沈阳数千

人被隔离，多家医院出现院内感染，

整个医院瘫痪，463 空军医院封院。 

北京的疫情亦持续升温，朝阳区

成为高风险地区。据多份中共内部文

件显示，北京殡仪馆与各大医院太平

间对接，设立工作站，提供 24 小时

的遗体衔接服务。有军人家属透露，

现在风声更紧了，军人不但不让回

家，连通讯都不给。也有复员人员表

示，上面要求预备入伍，明显是为了

应对疫情再爆发做准备。另据内部确

切消息，中共的国级现任及退休高官 

 

 

盖德女士是居住在纽约长岛的

珠宝商。3 月下旬她开始感觉身体不

适，浑身疼痛，而且嘴里除了一股金

属味儿外，其它什么都尝不到。到医

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她感染了新冠病

毒，叫她回家自我隔离，每四小时服

用一次退烧药。在家隔离期间，她的

身体越来越不好，逐渐变得呼吸困

难，疼得起不来床，她感到了死亡的

恐惧。盖德说：我经常全身大汗，无

法呼吸，连话都说不出来，那种恐惧

是巨大的。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

且我在想，就是我喘不上气来，我也

不能叫任何人送我去医院，因为他们

也会被传染。那种害怕亲人受到感染

的恐惧，是极其折磨人的，这个病毒

让你体会到了孤独的恐惧，你必须自

己一个人应对，没有人能帮你。 

盖德的好友安娜跟她通电话时

得知了境况，告诉她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会有帮助，并

逐字逐句地教她。盖德说：我是个犹

太人，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你完全病倒的时候，你会很努 

珠宝商染疫  念九字真言痊愈 
力学。盖德表示，我一个字一个字、

一声一声地重复念这九字真言，逐渐

地，我感觉肺被打开了，新鲜的空气

进入我的肺中，我能够把气吸得更长

更深了；不管是谁创造了这个口诀，

可真的帮我摆脱病毒，转危为安。当

天晚上，盖德就给安娜发了短讯，告

诉她念了九字真言后可以呼吸了。第

二天早上又发短讯给安娜说，昨天晚

上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睡得很沉，醒

后感觉好多了。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盖德不停的念九字真言，终于，她能

像正常人一样顺畅呼吸了，最终肺炎

的症状都消失了。不仅如此，一年前

做过心血管造影手术，心跳不适等症

状也都不见了。 

盖德说：我现在天天念诵这九个

字，不管是睡前还是醒来，不论是走

路还是感到抑郁的时候，我都在念。

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是这九字真言

确实改变了我的能量，现在我感觉自

己充满活力。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

我要感谢安娜，我要感谢法轮大法，

是法轮大法救了我。 

 

最近都离开了北京。 

通过网上流传的视频、民众的投

书、被曝光的内部文件、以及海外媒体

采访时各地民众所反映的情况，可知各

地正在重蹈武汉瞒报疫情的覆辙，官方

不但严重瞒报，更下封口令，禁止民众

谈论或在网上披露当地疫情，谁说就抓

谁。网民忧心地说，官方数据不可信，

靠隐瞒来抗疫，那就完蛋了。有民众指

出：地方官员隐瞒疫情，归因于中共的

政策，他们被逼着说谎，否则官位不保。

更有人评论说，共产党至今还在遮掩，

这是要关起门玩死中国人；麻痹社会大

众对疫情的正确认识，正是直接导致疫

情大面积传播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来，已有三亿五千多万人

在海外退党网三退（退党、退团和退

队）。这次疫情更让人们意识到：中

共自始自终是一个专制利益集团，无

论是换了哪套理论、哪套思想，它永

远不会顾虑人民的死活，只在乎自己

的权力与利益；唯有三退，才能摆脱

专制暴政，迎来新生！ 

声明退队的老锋表示：本人通过

观察这次病毒蔓延的过程，看到中共

种种的隐瞒、欺骗手段，祸害人民，

收割民脂民膏，大发国难财等等，彻

底了解到，这不是一个为人民的党，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党。  

山东临沂市的高得才 李富贵等 

9 人在三退声明中写道：经历了这次

肆虐全球的瘟疫，我们看穿了共产党

不把人当作人对待的邪恶本质，明明

是到处封锁，却说零确诊。通过快递

公司时刻变化的禁运地区通知，就可

以知道哪里疫情严重，而殃视依然在

颤抖着高唱赞歌，很可恨！我们实在

是受够了，决意退出党、团、队组织。

相信不久的将来，觉醒的中国人会看

着共产党走向消亡。 

  化名民主长城的天津大学生说：

前年同学给我一个 VPN，我翻墙观看

了六四民主运动的纪录片，大学生的

英勇抗争令我非常感动，并看出共产

党的独裁和腐败。这次疫情使无辜百

姓丧失生命，而中共还把自己当做一 

个救世主宣传！我目前在超市兼职，

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与无奈，即将

毕业的大学生又面临失业的困境。我

决定退团，退队！我认为，个人的命

运与国家相联，希望有识之士和反抗

暴政的组织团结起来，让中国重见民

主与自由的蓝天！ 

江苏的徐为圆表示：曾经由于中

共洗脑教育被误导，通过翻墙看到真

实世界，在共产党的威权邪恶统治

下，官员贪腐盛行，社会丧失良知，

百姓生灵涂炭。高房价、医保不健全、

养老没保障、洗脑教育等一座座大山

压在人民头上。普通人就像拉船的纤

夫，每前进一步都要使出全身力气，

身后还站着手拿鞭绳的监工，大船就

是吸血的共产党，监工就是邪恶党

徒。大船已经腐朽漏水，我坚信总有

一天会沉没。特在两会召开首日，声

明退出党、团、队，与邪党划清界限。 

飞宇 智明 冠泰等 8 人在退队

声明中指出：中共千方百计打造无神

论思想，反传统，反文明，反人性，

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绑架人，控制

人，然后毁灭人！法轮功学员是真正

的吹哨人，提醒人们中共是毁灭人类

的病毒，是一辆开往地狱的火车，坐

在里面的人被捂住眼睛，完全看不见

车外的危机重重，更不知前面有邪恶

的终点站，那是吞噬生命的恐怖黑

洞，三退就是跳车自救！ 

 

三退  摆脱暴政  迎向新生 

器官移植背后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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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港版国安法 
中共两会通过了备受世界争议

的“港版国安法”。国际专家指出，

中共担心今年 9 月的香港立法会选

举，可能面临全面失败，从而导致特

首选举也失败，所以急于自己立法。

通过“港外立法”企图达到的目的是，

任何想担任香港议员、特首的人，都

不能发表违背中共意志的言论，否则

就会被撤销资格。名为“国安法”，

实为共党专制法。该法对港人、世界

各国和中国大陆均会产生恶劣影响。 

毫无疑问，港人必然会殊死抵

抗，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和言论自由。

而该法对国际贸易的巨大负面作用

将波及全球包括中国大陆。全球五百

强企业在香港都有办事处或者分公

司，绝大多数到时都会撤离，不再认

为香港享有自治权。美国已经明确表

示撤销香港特殊待遇，由此数千亿美

元的大陆转口贸易不再享有优惠，将

被征收同等关税。香港还会失去全球

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光环，及转口港、

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等地位。 

目前该法遭到了美、英、加、欧

盟、澳洲、日本等国的强烈抗议，均

敦促中共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原

本 50 年不变的条约，只 23 年过去中

共就公然毁约，导致各国对中共的极

度不信任并加速与其脱钩。大陆经贸

的大规模下滑正在加剧中共内部各

利益集团的内讧和你死我活的争斗，

其政权也因此更加摇摇欲坠。如果中

共一意孤行，就会在国际社会全面联

合的制裁下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不

但香港国安法会遭遇“滑铁卢”，中

共政权的稳定性恐怕也难保了。 

 

截至 2010 年总共进行了五千多例肝

移植手术；其二，百度百科对沈中阳

的介绍资料显示，截至 2014 年沈中

阳累计完成了近万例肝移植手术，占

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多年来，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等惊人罪恶在国际上广泛

曝光。2016 年 6 月，前加拿大亚太国

务卿乔高、人权律师麦塔斯、美国资

深调查记者葛特曼，在美国国家记者

俱乐部联合发布了中共强摘人体器

官的调查报告。报告基于对中国数百

家移植医院的调查，发现中国器官移

植数量惊人，仅几家重点医院每年完

成的移植手术量，就超过了官方所说

的每年一万多例。有些医院甚至宣称

“有现成供体”，“可在短短几天内 

据报道，在日前的全国政协常委

会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第一中

心医院院长沈中阳被撤销全国政协

委员资格。沈中阳是人体器官移植领

域重量级人物，曾担任天津市第一中

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

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因涉嫌参与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已被“追查国际”

列入追查黑名单。 

沈中阳过去的青云直上，与 1999

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同步，期间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

迅猛增长。在中共官媒吹捧沈中阳的

报道和中共官方网站公布的资料中，

曾无意间暴露了两个重要数据：其

一，中共统战部网站的报道中披露，

由沈中阳领导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为同一病人拿到多个器官”。这种保证

只能是有源源不断的供体才能做到。诸

多证据证实，在活摘贩卖器官的一条龙

杀人产业链下，大量被非法抓捕的法轮

功学员成了活人器官库的主要供体来

源。 

  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沈中阳

“出事”，民间称这是报应，是助共为

虐的下场；他的落马将使活摘黑幕的裂

口逐渐撕大，更多真相将呈现于国人眼

前。这个为祸人间的邪恶政权，最终将

在民心的觉醒中崩溃解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