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在此次疫情传播过程中，共产党

极力隐瞒，漠视生命，救人不力，粉饰

太平；同时也向世界各国掩盖谎报，导

致疫情在全球蔓延，无数家庭面临生死

离别的痛苦。对内则发动虚假舆论宣

传，诱导大量民众为了生计及还贷走回

工作岗位，强迫各级学生上课，完全不

顾病毒二次传播，致人民大量感染。共

产党少数掌权人实属人间撒旦，邪恶至

极。从今日起，我自愿退出共产党，以

后不再屈从邪恶，同时愿尽自己的力

量，帮助生活中需要帮助的人。(汪涛) 

(二) 我年近八旬，半个多世纪前，受

谎言欺骗，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任村支

部书记三十余年。从土改开始，我经历

得太多，中共今天群众运动，明天群众

运动，周期性的整人、杀人。尤其文革，

滥杀无辜，冤魂遍野；1989 年六四在北

京屠城，惨不忍睹；特别是二十年之久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

暴利，天理不容。几年来我愤怒而无奈，

茫然而无绪。今天有幸听朋友讲，天要

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方恍然大悟，总

算有了出路。我郑重声明：退出中共邪

党及其一切附属组织，所有被迫发过的

毒誓全部作废！同化真善忍，为自己、

家人及子孙后代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请苍天作证！（闫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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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延烧 真相遭封杀  民众须自救 

2020 年 

7 月 
 

6 月下旬，北京疫情持续延烧，

已蔓延至丰台、大兴、朝阳、通州等

11 个区，省际客运大规模停运，中小

学停课，娱乐场所全数关闭。医院病

床激增，市民排长队进行核酸检测，

情景犹如当初的武汉。此外，疫情并

扩散至辽宁、四川、河北、浙江、河

南多省。一些省份发出紧急通知，警

告民众近期不要前往北京。 

    网上传出消息，截止到 6 月 26

日，北京实际感染人数超过 2 万 5 千

人，死亡超过 2 千人；有重要部门人

员感染，但不许统计，301 医院也有

超过 80 人感染。信息中提到：“以上

数据是不全的、低估的，但保证准确、

全部来自医院登记系统。目前无法得

到全部医院数据，某些特殊部门人员

的感染数据，连医疗机构都无法获

得。”反观官方6月 26日公布的数据，

北京累计确诊病例仅 280 例，却又调

集十几省 20 个核酸检测医疗队进京

支援，显示北京疫情远远比通报的严 

 

重很多。其中，301 医院爆出疫情的

消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党媒、社媒

和党控自媒体一拥而上“郑重辟谣”。

诡异的是，对“谣言”详情却只字不

提，网友质疑称“此地无银三百两”。 

发布北京疫情的网友警告说，这

次病毒已经变异，而进行大面积检

测，当局的真正目的是借此收集个人

DNA，以加强今后对民众的管控。推

友贴文称：北京真实疫情远比官方公

开的信息严重得多，与武汉如出一

辙，而且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强度远超

当时，已成名符其实的北京病毒。 

6 月 17 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

高福表示，这次北京疫情可能不是 5

月底、6 月初才出现的，时间点可能

要往前推一个月，即 4 月底左右。由

此推论，两会是在北京疫情爆发的情

况下召开的。6 月 28 日，“人大举手

机器”申纪兰病亡，有知情人士爆料

称，申纪兰不是官方报道的胃癌死

的，她是在两会期间感染病毒，在 301 

 

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仅一千元

的大实话，至今仍在发酵中，是人们

讨论的热门话题。然而还有更大危

机，没被说出口，人们也没有充分意

识到。据《希望之声》电台援引一名

国内官员的分析，地方债务实际上是

另一个致命的危机。地方政府的大举

融资，欠下巨债，走入了死循环，基本

上就盼着中央来付钱。仅就一个中等

县城来说，该县总债务近四百亿，而

生产总值仅有二百亿，远不足以还清

欠款。就像一个单身汉，到处借钱把

自己搞得很体面，看上去潇洒，却欠

了一大笔债，这就是地方政府的写照。  

 地方政府的挥霍浪费，主要在三

个方面：巨大的维稳开支；以招商引

资为名，领导到处吃喝玩乐；乱上工

程项目，造成不少烂尾工程。比如，

有地方官员勒令把没毛病的大桥拆

除，在旁边又新建一座，造成大量浪 

从地方债务看中共危机  

费，但从中也能贪很多钱。 

中央政府就有钱吗？其实也没

钱！它采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贬值人民

币，然后疯狂印钞，稀释老百姓的财

富。据报道，2019 年中共印钞 240

万亿，是当年中国总产值的 2 倍多，

反常到如此地步。印钞之外，中共高

层也要求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要

把非急需、非刚性的支出压减到 50%

以上。什么是“非急需、非刚性”的

支出呢？中共各级贪官污吏的吃喝

玩乐，他们能省吗？抢当共产党公务

员，不就是为了这个嘛。所以真不知

道，在这个政策之下，这些地方管理

者会不会反在刚性的、甚至涉及民生

的项目上去缩水、榨油，继续中饱私

囊、满足私欲。中国成语有一句话叫

“大厦将倾，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在中共的专制与腐败制度下，老百姓

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医院隔离治疗，医护都是 4 级防护，和

她同时发病的还有十几个高官。目前，

中共高层绝大多数隐身，内部确切消息

说，中共的国级现任及退休高官，除少

数外基本都离开了北京。 

疫情爆发以来，中共瞒报各地疫情

的程度极其恶劣和严重，至今仍一再过

滤不利于它的一切信息。专家警告，下

一波疫情将更加凶险。民众现在最关键

的就是，了解真相，想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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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条不准 
反衬中共危机 

    最近，网上传出一份中共官方文

件，明令党员在任何场合，甚至在工

作时间之外的言行，都要坚持“政治

底线不能碰，政治红线不能越”。其

中列出 20 条“不准”，包括不准浏览

所谓的反动网站；不准收听收看境外

的反动电台和电视节目；同时不准妄

议中央；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不准组

织、参加自发成立的同乡会、校友会、

战友会等等。 

评论人士指出：历史的经验告诉

人民，对中共的信息要反向解读，那

就是：它越禁什么，就表示被禁的东

西越有价值。比如什么“反动电台”，

早在毛时代东北知青就收听苏联电

台，提早知道了林彪坠机蒙古的真

相，从中共的“神话”中猛醒过来。

什么“反动网站”，“政治谣言”，都

是中共要封锁的信息，现在国内民

众、甚至很多中共干部都会翻墙，浏

览世界媒体和海外社交平台，了解了

大量被当局掩盖的真相。这令中共非

常恐惧，感觉越来越控制不住了。 

出台 20 条“不准”，似乎意在严

控党员，也折射出中共高层的四分五

裂现状，但根本无法遏止民众追求真

相的渴望。近期，中国前足球名将郝

海东在六四 31 周年之际，发布“灭

共宣言”，历数中共几十年来反人类

的暴行，引发民众的热烈关注。6 月

4 号当天，微信中关于“郝海东”的

搜索量暴涨，大量中国网民给郝海东

点赞，不断看到“选择站在正义一

边”、“脱离罪恶政权的奴役”、“中共

末日已近”等感言。显然，“灭共宣

言”引起巨大共鸣；中共随即火速封

杀了郝海东的微博、微信。 

2020 年各种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让更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

觉醒的民众纷纷加入三退行列(退

党、退团和退队)。目前在海外退党

网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近三亿六千

万，一份份发自肺腑的心声道出：希

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一个自由的中国，

人们可以自由的交流，有尊严的活

着。抛弃中共，就是为自己、后代和

国家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今年初，当武汉刚爆发疫情时，

纽约华人宋辰光就用《易经》起了一

卦，得到了一个“坎”卦，由此对这

次瘟疫的大概情况心中有了数：“这

个疫情和共产党有关系，很凶险，发

生在去年的秋冬之际，逢庚子年，得

天干地支的旺气，东进北上，全球流

行，会是一场不小的瘟疫……。”宋

辰光今年五十多岁，他曾因身体有病

而结识了两位身怀绝技的中医奇人，

激发了他对中医的兴趣，又研究了经

络。后来他在一家研究所专门研究人

体科学。他把道家的卜卦预测和中医

的诊断结合起来，发现对疾病预测的

准确性很有帮助。 

放下卦书，宋辰光回想起了自己

以前研究过的关于这次瘟疫的诸多

预言。他说，很多预言的准确性已经

被历史证明过多次了，不信的或还没

听说过的人，可以自己翻翻史料。对

修炼界来说，预言的准确性并不神

秘，除了从相关的万物能够推算出来

之外，还有宿命通功能，这些先知在

一个特定的时间场中，看到了未来事

情的样貌。但是在事情没发生之前，

人们对预言的破解经常感觉牵强附

会，事情发生之后才恍然大悟。 

 

 著名预言《刘伯温碑记》结尾写

道：“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三

点加一勾；八王二十口”，其实就是

借拆字方式，用三个字点明得救的真

机──“真善忍”。碑记最后说：如

果世人能明白这真言，则“人人喜笑，

个个平安”。在国内，念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康复者

数不胜数。一对武汉夫妻医生感染后

（妻为重症已住院），听外甥劝告诚

心敬念九字真言，还跟着视频学炼了

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数日后康复。

其舅舅泪流满面地说：我重生了，叩

谢大法救命之恩！ 

从疫情爆发以来，宋辰光多次写

文章提醒世人。当被问到瘟疫的走向

时，他沉吟片刻后说：瘟疫随时在变

化，不会被药物阻止，它会变异使药

物无效。他又说，中国文化中自古就

有“瘟神”、“疫鬼”之说，其实瘟疫

是由神控制的，是有定向性的，是有

眼睛的。瘟疫什么时候停下来，这全

看人心的走向了，归正人心是关键。

研究了这些预言后，再看当下正发生

的事情，我劝大家，不妨多听听法轮

功学员说的话，诚念九字真言。宋辰

光感慨道：宁可信其有啊！ 

 

预言透真机 宁可信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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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初，美国的 150 名议员发表

了一份战略报告，要求依据《全球马

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大规模侵害

人权的中共高官加以制裁，名单包括

韩正、汪洋，五名正省、部级官员，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香港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公安部长赵克志、西藏党委

书记吴英杰，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等。制裁措施包括：禁止对中共高层

官员及其家属核发美国签证、冻结并

禁止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美国民

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如当选将

对中共实行更严厉的制裁。中共近些

年来一直想拉拢美国民主党、以限制

特朗普，实属严重误判、策略泡汤。 

当前全球范围内对共产党的清

算已势不可挡，以前中共官员犯罪，

都躲在制度的挡箭牌后面，如今在面

临个人被问责的情况下，所有与中共

绑在一起的个体，都得三思而行。 

    6 月 30 日，中共在国际社会一片

谴责声中，强行通过“港版国安法”，

将镇压机制移植到香港。外界指出，

中共强推恶法，是害怕反抗思潮蔓延

大陆，怕老百姓效仿港人抗暴争取自

由。 

     据报道，由美国民主党和共和

党两名参议员共同提出的《香港自治

法案》，于 6 月 25 日在美国参议院获

全票通过。显示美国两党在香港问题

上的一致性。7月1日，美国众议院也

一致通过了这一法案。依据该法案，

美国可以对在香港执行“港版国安法”

的中共官员和机构实施制裁，还将惩

罚与这些机构有业务往来的银行。 

提出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霍

伦表示，中共在香港所做所为不能令

人接受，这实际上剥夺了香港人的权

利，扼杀那里的自由。中共如果继续

走这条路，将付出大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