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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控制舆论的三个要求

【明慧网 2020 年 2 月 27 日】很多专业人士根
据对新冠病毒的了解和各国病例的表现，无法相信
中共官方的确诊和死亡数字。那么，中共是如何做
到控制官方数字的源头的？

资料显示，最早的武汉肺炎病例是 2019 年 12
月初发现的。1 月 3 日中共高层直接与美国高层多
次通话。除此之外，各省内部会议，明确首要的任
务是为党服务，加强舆论控制。

其中，山东省在疫情发生后发出三点要求：第
一，各单位、公务员、党员、律师、社区工作人员
等，不得评论、转发、泄露疫情，只能转发中共统
一发布的内容和情况。第二，必须转发中共出台的
欺骗民众和有利于“维稳”的内容。第三，要求解
散除工作群之外的其他群。

上述“一切为党服务”的安排，是通过省、市、区、
街道，一层层到基层，基本是口头要求，不留证据。

这种安排除了可以继续欺骗国内民众，也直接
控制了海外媒体、政府和机构，让他们只能引述中
共官方宣传的数字。

目前，中共对网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监控。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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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再掩盖后的真实数据

【明慧网 2020 年 3 月 4 日文章《脱罪——中共
的舆情控制手段》（节选）】

此次武汉疫情中，有许多网站、公众号实时滚
动播报肺炎疑似、感染人数，如“丁香园医生”等。
这种“数据公开”反而给予了很多非湖北群众安全
感——使其自认为心里是有数的。

那么，这些数据真的“透明”么？

我们注意到，这些数据的确诊死亡率极为规律
地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很难想象在疫情爆发
的早中期，感染人数就如此“听话”地稳定下来，
这份数据确有伪造的嫌疑。

2020 年 1月底 -2月初
武汉官方统计的肺炎确诊、死亡人数信息表

时间 1.30 1.31 2.1 2.2 2.3

确诊人数 7821 9800 11880 14401 17238

死亡人数 170 213 259 304 361

确诊死亡率% 2.17 2.17 2.18 2.11 2.09

与 2.1%相差% 0.35 0.35 0.38 0.05 -0.03



对比1月
24 日孝感市
湖 北 航 天 医
院 胡 电 波 医
生 公 开 的 疫
情 数 字， 哪
一个更可信？
其 实 人 们 心
知肚明。

Twitter 截 图， 胡
电波医生公开 1 月
24 日武汉医生汇
总发热病人总数：
1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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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份朝阳市卫健委 2 月 23 日发给辽宁
省卫健委的内部文件流出，内容是该市政府办公室
已按照《关于稳妥处置有关信息的紧急通知》的要
求，通知下属朝阳市交通局、凌源市政府办公室、
龙城区政府办公室销毁有关新冠疫情的文件数据，
并对接触过数据的人员逐一排查登记，要求其签署

《保密承诺书》。对疫情有关数据的“稳妥处理”的
要求，使辽宁省政府掩盖疫情实况的举动暴露无遗。

然而辽宁省的例子并非个案。前央视主持人
李泽华于 2 月 16 日起作为独立记者前往武汉，在
YouTube 上发布了数条疫情消息。

李泽华到晚上 11 点才离开青山殡仪馆，但是
殡仪馆的焚尸炉还在轰隆隆作响，意味着殡仪馆的
工人在加班加点。他在这段视频的最后用了几个数
据，算了一笔账。

他说，根据官方的数据，武汉市平均每天非病
毒感染死亡人数为 137 人，而武汉市区共有 74 个
火化炉，日常情况下，每天每个火化炉只需火化 1.74
具尸体，每具尸体火化需要 60 分钟的时间。

疫情爆发后，根据中共官方的资料，武汉在 1
月 12 日公布首例确诊病例死亡到 2 月 19 日为止的
38 天内，平均每天因疫情死亡的人数为 40 人。汉
口殡仪馆专门负责火化新冠病人的遗体。这家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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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共有 30 台火化炉。按照上面的数据，李泽华推
算出，汉口殡仪馆每天需要处理 52 具非感染者遗
体，加上 40 具病毒感染者遗体，每天需要火化的
遗体总数应该是 92 具，远远低于这家殡仪馆的火
化能力。如果每天工作 8 小时的话，汉口殡仪馆有
能力每天火化 240 具遗体。

李泽华的结论是，如果官方有关武汉肺炎死亡
的人数是真实的话，非但汉口殡仪馆不需要加班，
其它殡仪馆（青山殡仪馆）更不需要加班。

中共显然对疫情死亡人数有所隐瞒——因为武
汉殡仪馆从中国新年后就没有休息过，24 小时连
轴转工作。

2 月中旬，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之际，媒体披露，
已有 40 台“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进入武汉。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方舱外头印上了“垃圾和动物
尸体处置方舱”字样，显示方舱不只处理医疗垃圾，
也处理“动物尸体”。

武汉网友周先生说：“调了一些烧尸体的炉子
过去了，不让出门，把门堵死，也就是一定要死就
死在家里，如果不死在家里就传染，不好。那个焚
化，那是烧尸体的，烧人的尸体。告诉烧尸体的人，
高薪，2000 块一小时，死的人太多了，一个车子
就烧一万斤，这是什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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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网民“麻吉妹子”根据李泽华提供的数据推算，
武汉殡仪馆的 74 台焚烧炉，乘上全天 24 小时工作，
再乘上每小时焚烧 1 具尸体，结果就是武汉每日真
实死亡人数为 1776 ！

中共不断地向全国人民传递造假数字，堪称欺
骗伎俩娴熟。然而，在一月底二月初，完全隐瞒疫
情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通过政府公布的被多
重过滤后所剩的“公开数据”，使人们“亲眼见证”
它的“可防可控”，似乎再强大的敌人都会被党和
政府轻易地“收服”，自然只会保持“有限度的恐慌”。

而那些在过滤时被除名的数据，根本无法进入
统计的数据，其实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被疫情大
潮吞没，却永远无法留下姓名。

2 月 1 日，腾讯制作的疫情地图，全国确诊人数为 154023 人，死亡
24589 人，第二天旋即被修改为确诊 14446 人，死亡 30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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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师治瘟疫的妙法

张道陵，东汉天师道（正一
道）创始人，沛国丰人（今徐州）。
相传他在汉顺帝汉安元年（142
年）遇老子降临，传授其《太平
洞极经》，命为天师。后人称他
为道教三祖之一，寿达 123 岁，
在四川渠亭山升仙而去。

张道陵学道之后，能给人祛
病。东汉末年正是瘟疫横行的时
候，张道陵治瘟疫的方法很有效。

他让染疫的人把一生所犯的错误一条条都回忆
清楚，记下来，亲笔写好扔到水中，同时向神明发
誓，不再犯这些错，如果再犯就让自己的生命终结。
人们纷纷遵此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们一
传十，十传百，很快，病都好了。张道陵和他的后
代及弟子，一共治好了几十万人的疫病。

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疫”是一种“邪乱之
气”。当人真心忏悔的时候，神灵是能够看得见的，
就会把人身上的邪气和背后的厉鬼赶走，在这个空
间就表现为瘟疫突然不见了，病好了。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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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2020 年 3 月 7 日】我的一个亲戚，孩
子在武汉上大学实习，1 月 23 日被封城令堵在了
武汉，没法回家过年。

得知这个情况，我告诉亲戚，让孩子在心里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大法保护就没事。

可孩子毕竟孤身一人在武汉，呆在宿舍里，每
天听着街区有人病倒被抬走，时时被恐怖笼罩。孩
子不敢出门，隔几天迫不得已出去买点青菜、面条，
且面戴多层口罩防护，回宿舍后立即对全身衣服消
毒、洗澡，就这样凑合过了一个多月。

2 月 29 日晚，孩子打电话说自己在发烧，37
度多。这时我亲戚立即
提示孩子：念那两句话！
孩子以前知道这个口诀，
所以很意会，照做了。

3 月 1 日早晨醒来，
孩子说不发烧了，体温
正常 36 度多，一切安然
无恙。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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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封武汉的孩子
诚念“法轮大法好”受益

福



面对武汉肺炎疫情，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常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转危为安。这不是

“迷信”，让我们从科学层面略做探讨。
瘟疫，用中国古老的医学来看，属于“邪气”。《黄

帝内经》中《刺法论》称，轩辕黄帝问岐伯，如何
可以避免被五疫感染？岐伯说，不被感染的人，通
常正气存在体内，邪气感染不上（“正气存内，邪
不可干”）。

据考证，古人所说的“气”，
又称为“炁”，是指宇宙中一
种无形无象的物质。它带有能
量，还能向高能量物质转化。

《法轮功》一书中讲：“炼到高
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
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
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
密度很大，这就是功……”所
以正气本身就是正的能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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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念“法轮大法好”
为何能治愈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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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就是负面物质，例如
风、寒、暑、湿、燥、火，
或是看不到的病毒、细
菌等。正气的能量可以
抵御或消灭邪气。

现代医学所了解的
病毒一般只有 50nm ～
100nm，其构造是一个蛋
白质外壳，里面含了一
种核酸（DNA 或 RNA），
这核酸包含了一组对细
胞实施破坏操作的信息。目前消灭病毒的一般物理
办法就是使用紫外线。紫外线的波长 10nm～400nm
且单个光子携带的能量很大，可以破坏细菌和病毒
的核酸，也就意味着核酸所携带的操作信息被破坏，
就无法实现病毒的预定功能。而中国气功里所提到
的功，就带有一种像光一样的高能量物质，它不在
可见光频率范围内，所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它具
有放射性，一样具有杀病毒的作用。

2003 年，有科学家对法轮功修炼能量场做了
生物医学实验：在没有任何常规能量，如生物化学
能 (ATP，钙离子等 ) 或物理能 ( 热量，电磁能等 )
额外追加的条件下，只是由一位炼功者用抱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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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动作）的双手，加持在细胞的两侧，心肌细胞的
收缩张力就明显增强了。这表明，在法轮大法修炼
过程中，某种科学未知的能量物质作用到生物系统，
能使其活性增强。可见，法轮大法修炼所产生的能
量场已被科学证实。

2005 年 4 月 14 日，山东济南的法轮功学员，
使用一种叫做“MDI 多功能显微诊断仪”的仪器，
对血液进行分析发现：法轮功学员的活细胞分布均
匀，细胞非常活跃，细胞间质间无任何沉积物，棘
形细胞几乎没有，更令人称奇的是每个细胞周围从
里到外均有紫、蓝、黄、白的光环，从电脑屏幕上
看起来晶莹剔透，非常美丽，干细胞分布均匀，无
沉积物；而一般人的活细胞分布极不规则，活动力
差，视野中遍布许多碎片和黑圈、黑点、沉积物，
每个细胞周围都有黑圈，干细胞检
查杂乱而晦暗。

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同样可以与宇宙正的
能量沟通，产生上述正的能
量，即古人所说的“正气”。
这是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治愈
瘟疫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
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一试！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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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说俺闺女是炼法轮功的

法轮功学员甲的父母都 80 多岁了，一天清晨
在马路边遛弯。突然，从后面驶来一辆轿车，开的
非常快，对着甲的母亲冲了过来。只听“咚！”的
一声，司机立即急刹车，慌忙从车上下来查看。

只见一个老太太坐在了他的车前盖上。司机吓
傻了，不知如何是好。司机的妻子抱着一个婴儿也
下车了，哭着说：“大妈，我们不是故意的。”老太
太慢慢说：“俺闺女是炼法轮功的，我没事，我不
讹你。你把我扶下去吧。”

小伙子赶紧把老人扶下车，她扑了扑身上的土，
和老伴一起走了。

一个奇怪的梦

2016 年 7 月，河北省一名大法弟子的丈夫连
续两天做了同样的梦：一条大鱼非要带他出去。他
觉得事有蹊跷，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三天傍晚，他一人在家，只觉得心情烦躁。
平时他都是在屋里吃饭，那天就端着饭菜到院里去
吃了。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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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

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从中国长春开始向社会传
出。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

法轮大法以净化人心和祛病健身的显著奇
效，在百姓中口耳相传，很快家喻户晓，传遍了
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今法轮大法已弘
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
尊敬。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是
迄今为止翻译成外国文种最多的中文书籍。

刚吃完，就听屋里“轰隆！”一声，房顶塌了，
出了一个大窟窿，椽子、瓦、土都下来了，正好砸
在他平时吃饭坐的地方。他清理房间时足足拉走了
四车瓦土和椽子。

他明白那个奇怪的梦是怎么回事了，给妻子打
电话时激动地说：“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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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中觉醒 “三退”保平安

中共隐瞒疫情，百姓苦不堪言。中共却上下推
责，仍把自己包装得“伟光正”，甚至让民众对它
感恩。这一切激起了民愤，亦让人醒悟。人们纷纷
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声明，表达自己的心声。

“本人现在就在武汉，这场瘟疫中，大量的病
人无法得到救治，无比凄惨，整个武汉沦为人间
炼狱，邪恶的中共不配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2
月 10 日，“刘辰”（化名，以下引号内的“三退”
人名均为化名）声明时这样说。

武汉方舱医院一名女医生，2 月 26 日在退党
声明中说：“亲眼目睹方舱医院内的种种乱象。我
们前线的医务人员缺乏防护物资，明知道物资被扣
也不允许我们发声，我们也是血肉之躯呀，可是共
产党没有给予我们女医生哪怕半点尊重。我曾经于
半年前入党，今特此声明退出。”

“山居人”表示：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这
个政权还在那里骗人，真的很象切尔诺贝利的情
况……我连做人的权利和利益都要变成少数人的肥
料……我以前看不懂你们的《九评》，我现在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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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了。我就在这里退党、退团、退队，彻底抛弃这
个魔鬼。

2 月 2 日，“崇山峻岭”在声明中写道：今天
通过武汉肺炎，我看到魔鬼在荼毒生灵，这和文革，
三年灾害（大饥荒）饿死几千万民众有什么区别？！
隐瞒疫情，不作为，封城，红会拦截救援物资，春
晚强行插入武汉诗歌为（恶）党表功绩。我深刻意
识到这是民众的麻木养出的邪恶，酿出的灾难，现
在应该灭掉这个邪恶。

“一方”表示：“不想与以假治国、以黑治国、
以警治国的共产党为伍。他们视老百姓为草芥，如
猪狗，这样的党不该存在。”

同时，民众也明白了法轮功学员以前告诉他们
的真相是如此珍贵。来自深圳的“迎春”称：很多
年前我们都不相信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看到武汉
民众叫苦连天，有病医院不收，有家不能回，只能
等死，所以我今天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要“三退”，
感谢你们的付出！

“求生”说：“我是在武汉打工的，现在出现了
发热咳嗽，腹泻已经两天了，去医院找不到医生，
只好在药店里买一些药物……看到很多病人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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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委托我的同学发表退团声明。”

来自北京的“蔡真明”说：“大疫当前，心中发慌，
却收到意外的祝福。一位女士告诉我诚心敬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可保平安幸福。是啊，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了多少
中国人，如今表面经济有所发展还不够贪官污吏贪
的。法轮功倡导真、善、忍有什么不好！我声明退
出中共党、团、队一切组织，不与邪恶为伍。”

大疫让人清醒。“三退”与政治无关，而是对
善恶的选择。中共迫害法轮功“真、善、忍”，招
来了天灾人祸，现在天真要灭这个邪党了！退出中
共组织，就是退出恶的，回归善良！

疫情周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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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是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当初中国人加入
中共党、团、队组织时，都发过为其“奋斗终生”的誓言，
那就等于要与之同命运。中共自建政以来，作恶多端，造
成 8000 多万中国人无辜死亡。现在上天要灭它，当然会
连带它的成员。所以退出中共组织，是解除“永远跟党走”
的毒誓，避免天灭中共时受到连累。神看人心，真心声明
退出中共党、团、队，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为什么“三退保平安”

用海外邮箱发表“三退”声明至退党邮箱：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声明“三退”，网址如下：  
tuidang.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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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东被烧
得浑身焦黑，两
腿间盛汽油的塑
料雪碧瓶却完好
无损。有人用火烧
雪碧瓶，5 秒瓶子
变软，7 秒收缩变
形，10 秒缩成一小
疙瘩燃烧。可王进

塑料瓶子烧不坏？2

央视焦点访
谈“自焚”录像截
屏 显 示， 图 1、
刘春玲身上的火
被扑灭时，有人
用重物猛击她头
部；图 2-3、刘春
玲不自觉地双手
护头，随即倒地，

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被烧死？1

1

3

2

4

被打弯的重物从其脑部快速弹起；图 4、一名身穿
大衣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持用力姿势。

东两腿间的雪碧瓶翠绿如新。这该如何解释呢？

“自焚”的真相

Y



酒精干洗手＆湿洗手哪个好？

医师提醒：

使用酒精或含酒精的清洁液干
洗手，酒精挥发的同时，会把
皮肤上的水分带走，使皮肤干
燥。频繁使用，容易引发手部
湿疹。
用湿洗手方式清洁双手最好，
洗手后搭配乳液做好保湿。
采用酒精清洁液，一般每次用
量约2～ 5c.c.，搓洗 20秒以上，
才能达到良好的防护效果。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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