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2月以来，大陆疫情凶猛

发展，是继2002年萨斯、2020年新冠

之后的第三波疫情大爆发。

第一波疫情
2002年11月，萨斯病毒 （中共称

“非典”）在广东爆发，很快传到了北京，

江泽民批示“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

200万”并从北京躲到上海。上海也有

很多人感染，中共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

一直保持在4个。上海民众爆料：“简直

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5个人得非典。” 

第二波疫情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

这一天恰逢江泽民集团炮制“天安门自

焚”伪案19周年。武汉肺炎迅速蔓延到

全世界，变成一场世纪瘟疫。尽管中共

极力隐瞒死亡人数，但从武汉殡仪馆的

超负荷运作、外地移动焚尸炉驰援武汉，

及武汉海量骨灰盒的发放，外界不难推

算出其惨烈程度。

此波疫情
2022年12月20日，

辽宁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题

调度会议称，辽宁省政府机

关人员感染率已达约80%，

上岗率仅稍高于12%。12

月26日，河北石家庄医生

告诉外媒，当地感染人口

已达80%～ 90%。全国一

个月之内就有超过3亿人染

疫，死亡人数由每日几百跃

至每日4000人。世界各国

放弃封控时并未发生短时间

内疫情猛烈爆发，中国极为

例外。 

“阳过”真能免疫吗？
身为医务人员的网民

“锦瑟花年”留言：“目前这

个不是上呼吸道感染，不是奥密克戎感

染。”业内人士分析患者的致死原因：“这

次疫情混有很多原始毒株，出现了很多

中青年的大白肺”12月27日，黑龙江

省齐齐哈尔一医生说“来我们这里做检

查的病人，几乎全部已经烧成肺炎……”。

瘟疫有眼与自救良方 
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究竟是什么？

如何预防？古人说“瘟疫有眼”，也就是

瘟神找人撒疫，不伤无辜。不妨观察一下。

看古今历史，大瘟疫的出现常在人

类道德堕落，普遍行邪恶之事之时。古

希腊道德腐化堕落，古罗马迫害基督徒，

二者皆灭于惨烈的大瘟疫。中共23年

来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人，

导致中国人道德崩溃。如果中共也被瘟

疫所灭，那便是兑现了天意。

无神论是中共愚弄老百姓的精神鸦

片。独立思考，掌握自救的根本方法，

做出正确的选择，与每个人性命攸关。

大陆疫情汹涌  不容乐观

吃饭八分饱，

谷果畜菜妙；

果腹不偏食，

远酒无瘾好。

户外走跑坐，

地气别断掉。

室内常通风，

洗手三十秒。

作息有节制，

邪僻勿好奇。

举止正恭善，

进退心怀礼。

心正邪不侵，

乱世有净地。

法轮大法好，

常念上天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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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存亡一线间
2008年末的时候，正在上大学

的马小钧得了急性大叶性肺炎。这种

病一发病，就持续高烧不退，直到肺

部化脓坏死。马小钧当时不知道是什

么病，以为就是咳嗽，在宿舍里咳嗽，

发烧39℃～ 40℃，持续一个星期。

他的同学觉得不太妙，就打电话给他

父母，马小钧被送到医院。医生说，

怎么这么晚才来？太晚了！

当时拍的片子显示，马小钧的肺

部有75%已经化脓、坏死。这种大

叶性肺炎没有特效药，死亡率很高。

对马小钧的病情，医学已没有回天

之力，剩下的只有靠他自身的防御功

能—免疫力，来抵抗和排除入侵的

细菌和病毒了。可是当时的他，呼吸

已经极度的困难，呼吸一下，肺部都

剧痛不已。他已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起死回生度险关
这时，女朋友和她妈妈来到马小

钧病床前。女朋友全家人都修炼法轮

功，她对马小钧说：“你一定要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句话能救人，

灵验，不需要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就

念这句话。”走入绝境的马小钧，就

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开始默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早一直念

到晚，不知道念了多少遍。后来马小

钧回忆当晚的感觉：“在半梦半醒的状

态，（我）感觉从未有过的温暖，全

青年才俊青年才俊
躲过“白肺”重症死劫躲过“白肺”重症死劫

身每个细胞就像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

的感觉，身体觉得非常舒服、安静。”

慢慢的，马小钧感觉肺部不疼了，

呼吸不困难了，仿佛一切都是新生的。

他开始吐痰，一碗一碗地吐，吐了好

几碗黑色的浓痰，然后病情马上好转。

一周之后马小钧就出院了。

一个月后，马小钧去医院复查。

一般人得了这种大叶性肺炎，肺部经

历了化脓、积水、坏死，恢复后也会

结疤，留下后遗症，拍片会有阴影。

然而马小钧康复后的肺是透明透亮

的。医生说：“是不是拿错片子了？这

个完全是健康人的肺，光洁透亮，很

漂亮！”

人生开启修炼路
从此，马小钧开始修炼法轮功，

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

在日常生活中修炼自己，处处事事考

虑别人，提升道德境界。

2016年，27岁的马小钧报考了

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作曲系，考试的

成绩很优秀。第一轮面试，马小钧提

供的自创曲是一首交响曲——《在师

父的引领下》。“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之

后，开智开慧。我创作这首曲子的时

候，就是完完整整地能够直接听到整

首曲子，我只是把它记下来。整个交

响曲，从作曲、写曲、写谱子、混音，

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就这样，

带着这首《在师父的引领下》，马小

美国华人青年马小钧，双肺75%
化脓坏死，呼吸极度困难，已没
有任何的抵抗力，医学已经没有
回天之力，人生的路似乎走到了
尽头，生死存亡间，他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躲过
了这一大劫。

钧走上了世界音乐舞台。

当下，面对中国比比皆是的“大

白肺”，马小钧想说：“诚心敬念‘法

轮大法好’，奇迹真的就会发生！”

    马小钧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读《转法轮》。

83岁肺病老人
“复阳”后奇迹康复

纽约法拉盛居民李

爱拉的爸爸83岁，住

在北京，患有肺结节病。

老人先后两次感染新冠。

2022年12月，“复阳”后，

连续4天高烧39℃多，

情况严重，爱拉的弟弟把

老人送进北京平谷区医院。

在急诊室，旁边的病人一个

接一个死去。医生也没办法，要

家属做好思想准备。

去年12月27日晚，爱拉打电话

给爸爸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九个字是宇宙的法，有无限的法力，

能调动宇宙正的因素，净化身体，净

化空间场，消灭病毒，念动他，能向

好的方向转变。爸爸答应了。第二天，

爱拉的弟弟反馈说：“爸爸好多了，不

烧了，体温降到了36℃多。1月4日，

爱拉的爸爸出院回家了。爱拉说，“我

爸爸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闯过了一劫，我全家感恩大法师父！



中国疫情飙升引发全球关注，各

国专家、学者试图对大陆突发疫情怪

状做出合理解释。目前中国被病毒疯

狂肆虐的惨状，疫情救治陷入一药难

得、一葬难求、医疗挤兑等等乱局而

难以自拔。

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

盘点一下大陆疫情爆表的乱局与迷

思，我们发现，意外的只是人事，失

算的是中共人定胜天的狂妄，而天理

天算、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

彰显效力。

瘟疫吞噬中共党徒
拨开迷雾有青天，乱象背后藏真

相。中共机关算尽，到头来反误了卿

卿性命。三年清零，清空了国库、清

空了民心。突然放开，以求快速全民

阳性而全面恢复经济，没想到不仅出

现医疗挤兑，病毒还专门吞噬邪党党

徒、吞噬革命的儿女。

近期，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科

学界，以及高官、军队等领域内的，

曾经为中共窃政做出所谓贡献，为中

共愚民统治站过台、帮过腔，替中共

洗脑百姓的一些名人、红人、专家学

者、院士纷纷疫死。

其中,很多算是年轻“有为”者。

2022年12月原央视主持人、42岁

的傅大勇离世，傅大勇还当过专业演

员，在热播剧《外交风云》中，饰演

中共早期地下党特务王炳南。官方说

他死于癌症，其实这期间死亡的，多

和疫情有关。39岁的京剧演员储兰

兰离世；中国航天科工二院导弹专家

李君龙因新冠肺炎去世；中共红色话

剧《红旗渠》剧作家杨林离世，终年

60岁……不胜枚举。

2022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

大师在《理性》一文中警示：“这样的

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

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

一起的人的。”“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

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

如果说，此波疫情乱象有定数，

那便是天理在警示着世人—古话

说，瘟疫有眼，大疫定向定时定点为

净化人类而来，而当今人类最大的祸

乱之源就是中共，曾入过党团队的邪

党一员，自然就是清理的对象。

鉴古识今  瘟疫有眼
中共自诞生以来谎言说尽，坏事

做绝，红潮百年一路杀，土改、三反

五反、反右、文革、六四 、迫害法轮功，

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于非命，上亿

的正信修炼人被推上了社会对立面，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运动中，使

中国社会道德出现无底线的大滑坡，

法制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全民全官场

在江泽民闷声大发财的贪腐治国逻辑

下，开启了为钱无恶不作的魔鬼时代，

人算有意外
天理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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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钱可以拐卖妇女儿童、活摘器官

等等。如今，全中国人都在承受着迫

害造成的共业，这也是疫情席卷全国

全民的原因之一。

古罗马国王尼禄曾迫害基督徒，

在其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古罗马爆

发4次大瘟疫，每次都是几十万、数

百万，甚至数千万人死亡。公元68年，

尼禄死于罗马暴动。公元79年的大

瘟疫，罗马城内堆满尸体，帝王提图

斯丧命。整个6世纪爆发5次大瘟疫，

共造成3000万～ 5000万人丧生。

亲历过罗马瘟疫的约翰在其《圣

徒传》中写道：“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

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的可怕灾祸感到

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

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

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

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辨明真相  才有出路
中共迫害法轮功已超过23年，

期间经过了2003年的非典（萨斯）

瘟疫，2020年的新冠病毒（中共病

毒）绵延至今，疫情一次比一次严重，

死亡人数一次比一次要高。人类（特

别是中国人）一定要认清中共的邪恶，

勇敢地退出中共党团队。

“治病治本”，明真相，才能找到

根本的出路。

万事皆有因缘，乱象亦可寻迹。
意外的只是人事，失算的是中共
人定胜天的狂妄，而天理天算、
瘟疫有眼的善恶法则却越来越彰
显效力。“治病治本”，明真相，
才能找到根本的出路。

    全球退党网站首页。407，839，910是截至2023年2月1日“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总人数。方法：用翻墙软件登录：https:/tuidang.org 北美服务电话： 001-888-976-
6568 或将声明张贴到户外，以后找机会再上网声明。真心退出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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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 
走出瘟疫

   2001年11月20日下午2时许，为唤醒被中共迷惑的可贵中国人，来自15个国家和地
区的36名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真善忍”横幅。（明慧网）

当回望历史，人类经历过多次大

瘟疫。例如公元前430年的雅典大瘟

疫，14世纪的黑死病，一战期间的

西班牙大流感等。大瘟疫流行的一个

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往往

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它什么时候会

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何时

停下脚步。瘟疫难以捉摸，但其神秘

的一面，却并非没有向世人展现出路。

德国小村摆脱鼠疫
从14世纪至17世纪，欧洲被“黑

死病”笼罩，人们无处可逃。危难中，

僧侣马丁·路德选择留在疫区，继续

为病患及垂死者服务。路德看到这样

的事实：“经验表明，那些用德行、奉

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

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

公元1633年，鼠疫肆虐欧洲，

德国巴伐利亚的欧伯阿梅高小村也遭

受疫情，当地居民万分恐惧。惊恐中，

人们虔诚地向上帝祈祷并发誓，如果

上帝能使他们在黑死病中免于灭顶之

灾，他们就会每10年上演一次《耶

稣受难》剧。从那一刻起，鼠疫就再

也没有夺走一条当地人的性命。直到

现在，欧伯阿梅高人履行诺言，已持

续376年上演《耶稣受难》剧。

敬畏神明，提升道德，这是人类

数千年来历经魔难而积累沉淀的文明

结晶。顺应天道，符合宇宙的根本特

性，才是人类找到最终归宿的秘钥。

顺应天德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重要主题。中国古代的医学经典《黄

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

四时相符”。老子、孔子也都有关于

人和天德之间关系的论述。在道家来

看，天是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中国古人观察中认识到，人顺应天德

行事和生活，才能保持天人合一，人

体才能健康，家庭才能和睦，社会才

能太平。

中国史书记载的奇迹
在史书中记载了与瘟疫擦肩而过

的奇迹。《四库全书》记载，明代中期，

一位广东高州的徐姓知府。其姥姥和

继母曾经“疫痢大作”，已经奄奄一息，

家人不少都被传染。邻居亲戚以为无

救，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周旋

其间，细心照料，姥姥和继母才得以

转危为安，徐知府身体也一直健康，

瘟疫好像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明朝永乐年间进士张宗琏的父亲

张彦忱，其同宗族的人家举家染疫，

亲朋好友都躲避起来。张彦忱亲自准

备汤粥，每天去看望数次。大家怕他

染上瘟疫，都阻止他。张彦忱解释道：

“我做我的好事，鬼神怎能侵害呢？

连道路旁边的树木

都能施人以庇护的

阴凉，而人与人之

间怎能不扶危助困

呢？”尽管在疫者

间穿梭，张彦忱始

终不染疫。

天无绝人之路
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

类在末后将要经历一场劫难。法国人

诺查丹玛斯在其《诸世纪》中预言当

今世界将有大的灾难，人口骤减。而

明朝刘伯温留下的《陕西太白山刘伯

温碑记》，更是准确地预言了目前这

次大瘟疫。几乎所有的预言或者寓示，

都有同样的诉求，无论贫富贵贱，“除

非善乃能保全”。中国有一句古话：“天

无绝人之路”，就是说，无论什么样

的灾异，上天都会给还值得留下的人

留下走出劫难的活路。

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中，在中

国大陆已有若干身染瘟疫的人，诚心

念颂九字真言而摆脱瘟疫。有医学专

家研究发现：“当人们诚心念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时，

人体能量场会产生显著的变化，增强

免疫力，保护自身免受病毒感染。”

3年过去了，新冠肺炎在又一次

变异中席卷全中国，

一次又一次抗疫“措

施”变成了“错施”

（错误的实施）。身

处疫劫的每一个人

能否反省自己，从而

选择美好的未来！

无论什么样的灾异，
上天都会给还值得留
下的人留下走出劫难
的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