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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河北大法弟子

中共党魁和中共邪党互相利用，通过非法
特务组织“610”，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
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的群体灭
绝性迫害。 21 年后的今天 2020 年，天灭中共
正在全球全面展开，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们正
面临着全面的彻底清算，相信和跟随中共的人
们也面临着大劫难！

 “中共病毒” 带来灭顶之灾已全面展开
从香港出逃到美国的病毒学家闫丽梦在接

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披露，中共和世卫组
织联手隐瞒掩盖病毒人传人和病毒本身真相。
她表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遇到的最厉害的
病毒 ；人们迄今仍不了解它 ；不要指望“群体免
疫”，也不要指望目前阶段会有疫苗 ；这个病毒
非常特殊、非常恐怖 ；其传播速度非常快，现
在是大约世界上每 600 人就有 1 人感染，直到
有一天，可能每 10 个人就有一个人感染，几乎
谁都逃不掉。她还说了这样一句 ：“时间已经不
多了。”

如今，病毒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从 7 月
13 日的 1300 万例到 1400 万例，仅仅用了 4 天
的时间，也就是近 100 个小时当中，全球新增
了 100 万确诊病例。中共病毒已经扩散到了 189
个国家和地区。

很多专家预警，病毒已发生变异，今年入
秋之后，疫情有可能会更加严重。换言之，9 月
或晚一点，新一波疫情或将不期而至，并以更
加狰狞的面目降临中国，以致蔓延全球。

在《刘伯温碑记》中，一再警醒世人，猪鼠
年的瘟疫是一场很大的劫难，“贫者一万留一
千，富者一万留二三，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
死期在眼前。”

一位 14 岁名叫阿南德的印度少年，2019 年
8 月 22 日在油管（YouTube）上传了一段视频，
标题是《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的世界大
劫》。当时这段视频发表时并没有人在意，然而
当中共肺炎爆发时，人们发现他所描述的现象
已经准确发生，“一场威胁世界各国的灾难将从
2019 年 11 月开始，在 2020 年 3、4 月进入高峰，
给世界带来非常艰难的时期。”

在今年 4 月份，阿南德又发表题为《2020
至 2021 年世界的未来》的一段短片，他预言说
2020 年 12 月 20 日将会发生另一场灾难，比中
共肺炎疫情还严重，而这场灾难的冲击将延续
到 2021 年 3 月。他还说，人们不知道病毒是谁
做的，但很可能是上天在消减人类的罪业。这
位印度少年的预言似乎是对刘伯温碑记的一种
印证。

一位大法弟子与司灾神的对话
我（指大法弟子，下同）在 2020 年 3 月

28 日这一天炼功时，看到天界的一个房间，里
面挂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我知道这些衣服是行
瘟布疫的使君们穿的衣服。这时，在房间里出
现了一位天神，我知道他是天界里主管灾异的
最高天官，叫司灾神，他说 ：“今年有数十种灾
难发生，众生在遭逢大劫……”

我作为修炼人，真诚的希望世人能得救
度。可是灾难总会如期出现。任何一种灾难的
出现真的是“定时、定点、定数”的，这在上界
称之为“三定”，是人无法逃避的。现在这个特
殊的历史时期，唯一有变动的是“定数”，因为
人心改变就能改变定数。比如在武汉封城时，
有的人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邪党的党团队，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使中共病毒症
状消失，不在瘟神的死亡名册上了，这就是变
数，叫“应劫不应数”。这是古往今来唯一可以
大规模改变定数的特殊时期。

我与司灾神之间有一些思维传感交流  
( 摘录）：

我说 ：我知道人会有灾难发生，我师父说 ：
“古今预言是仙贤　众生已在危难前”。现在的
瘟疫、蝗灾、草地蛾、洪涝、冰雹、地震、阴
滋病（比艾滋病传播更厉害的一种病）、甲肝、
鼠疫等等已经在验证古老预言的真实性。

司灾神说 ：我们需要有人去传达天意，告
知世人，还有更猛烈的灾难在等着人，众生在
遭逢末世之劫。

我说 ：我知道从古到今，神都选定一些人
在传递上天的意旨，在现代有印度男孩、香港
命理师、台湾命理师等等，在大法修炼人中
有几位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个人称他们为“名
嘴”，他们的话都是让人感到震撼的，说出的话
都是被神授予权柄的。

司灾神说 ：你们是神的使者，一直在向众
生传递主神的福音，希望世人能得救度。可是
现在人类已陷末世的劫轮之中，绞杀他们的劫
轮已经全面启动，天象已显，人类在劫难逃。

我说 ：虽说在劫难逃，可是主神慈悲，网
开一面，大法弟子在向世人传递福音，希望世
人得救。我师父说 ：“大法弟子是人类得救的唯
一希望。”

司灾神说 ：大法洪传，二十载的光阴，人
类置若罔闻，鸭痴听雷，只恐怕留下悔恨的、
见证的骨架。

我说 ：二零零四年《九评共产党》一书出
现，是给各国的政要、舆论一次机会，可是他
们为了政党、为了个人的利益，依然给共产邪
党输血，使中共邪党有更多的财力屠杀法轮功
修炼者。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
供应库后，各国的首脑依然在自欺欺人，不知
正义、道德之所在，甘愿被中共邪党蛊惑。二
零一七年《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发表，二
零一八年《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问
世，是慈悲的神再次给各国政府一次清理邪党
流毒的机会，可是他们醒悟的太晚了，时疫的

发生真的不等人。
司灾神说：人类的大劫，由中共病毒开路，

各地陆续还有灾难发生，清理人类的劫轮已经
连番启动，底层宇宙的净化期已经到来，淘汰
似人非人者。所有应死命者，都在天界使君手
中的黑色册子上。这边人死，那边地狱接收，
罪大恶极者入无间地狱。现在人类已知的大劫
有瘟疫、蝗灾、洪水、旱灾、冰雹、鼠疫等
等，未知的有战争、饥荒、火灾、更厉害的疫
病等等。

以美国为首
世界各国向中共邪党发起反击

中共借人大“橡皮图章”强行通过了损害香
港人权与司法独立的《港版国安法》。美国立即
启动《香港自治法案》的通过程序。中共方面仍
一意孤行，操纵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7 月初正式
通过并实施《港版国安法》，公开撕毁一国两
制 50 年不变的承诺。 7 月 1 日，香港爆发数十
万民众大游行。香港警方抓捕了 230 多名示威 
群众。

7 月 23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中共问
题”发表重磅演讲，将中共对美国乃至全人类的
威胁，美国重组“民主国家联盟”，联合所有受
中共迫害的中国人民，包括中共内部的正义力
量，共同反击中共的“灭共”战略，讲得一清二
楚。这个演讲正式宣告 ：美国与中共最后对决
的正邪大战全面打响。

近期，美国反击中共的措施密集出台，数
量之多，频率之高，反响之大，前所未有。 7
月 27 日至 8 月 10 日，至少有 30 多项行动。

美国一个月内对中共高官实施了三轮制
裁，中共官员人心惶惶，政局动荡 ：

2020 年 7 月 9 日，美国宣布制裁严重侵
犯人权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陈全
国，前新疆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新疆公安厅长
王明山，前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7 月 31 日，美国宣布制裁一个实体——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两名高官——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前党委书记孙金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现
任司令员彭家瑞。

8 月 7 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香港特首林
郑月娥、中共驻港联络办主任骆惠宁等11名“破
坏香港自治与自由”的中共官员。

三退保平安， 
这是人类自救的唯一办法！

远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你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走出末世的劫难，走
向新纪元。

三退可以保平安！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
办法，让您脱离中共，避免劫难。那就是在大
纪元三退网站上发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
队各级组织（可以找大法弟子帮助）。但是一定
要注意，必须是本人自愿退出的，否则无效，
因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您的声明发出后，网站会给出一串数字。
这串数字非常重要，您要认真地保存好。这是
退党证书的编号，而大纪元三退网站的退党证
书，是得到美国政府承认的。

同时，诚心念颂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会有上神护佑的！中国有一句
老话，从善如流，每一个人都要在善与恶之间
做出选择。“天灭中共”是天意，“去共化”是世
界潮流，谁也无法阻挡！

正所谓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希望你千万
不要迟疑，你的万古机缘，瞬间即逝！！！◎

文 / 洪达

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
《退党（团、队）证书》，作为办
理身份的法律支持文件，已经得到
美国和许多民主国家的认可。八月
十八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宣布
即日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的服
务，满足越来越多的华人民众办理
退党证书的需求。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评共产
党》一书全面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
质，由此掀起“三退”（即退出中国
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澎湃大
潮。迄今已有三亿六千万人公开表明

“三退”。 《九评共产党》明指共产党
是邪教、是反宇宙的力量，中共是危
害全人类的邪灵，它的根本目的是毁
灭人类；只要坚守良知善念，顺应天
意，神佛就会帮助世人清除红魔。退
党网站上的“三退声明”或退党证书，
可在“天灭中共”、清算其党徒时，

做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
今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抗击中共、制裁中共成为全球大趋
势，要求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
理《退党（团、队）证书》以证明自
己与中共切割的华人也明显增多。这
不仅对得起自己良心，也可以在申请
移民或入境时，提供给相关政府机
构，做为重要的参考文件。

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 212 条
规定，共产党员不能移民美国及归
化美国 ；在办理绿卡和入籍时，需
要调查申请人是否曾加入过共产
党，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美国政
府当前拟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及其家
人入境美国，已经取得签证者要撤
销和驱逐出境，甚至禁止中共党员
的子女就读美国大学。这在中国人
及海外华人中产生巨大反响，因此
向退党中心咨询及办理退党证书的
人士明显增多。

中共作恶多端，一贯以谎言和

暴力维系政权，从三反、五反、文
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至少造
成无辜的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天
理不容。中共党员曾经宣誓，要将
生命献给共产党，成为它的一份
子，其实是个毒誓。

尤其因中共蓄意隐瞒，造成中
共病毒（COVID-19）在全球大爆
发，迄今逾 2200 万人确诊、70 多
万人死亡（不含中共隐匿数字）。
中共毫无人性的做法让中国人，乃
至全世界，更清醒的认识它的邪恶
本质。

二零一九年五月，明慧网发布
《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更严格的
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
者拒发签证，已发签证者（包括“绿
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
国务院官员透露，有 28 个国家已经
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全球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对人权
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资产。

根据美国移民法律，如果申请
入籍者隐瞒自己是共产党员，靠欺
骗手法入境、入籍的话，一旦遭到
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遭
遣返。二零一六年，59 岁的华人男
子林禄（LuLin，译音）在申请入
籍成为美国公民时，隐瞒曾为中共
党员的事实，被控移民诈欺罪名成
立，面临最高五年徒刑及罚款 25 万
元的惩罚。

退党是弃暗投明的明智之举，
不再给中共当替罪羊，避免成为它
的陪葬品。希望所有的华人朋友，
抓紧时间三退，远离中共就能远离
灾难 ；退党才能保平安，也是走向
新生的第一步。天堂与地狱的分
野，系乎一念之间。那些还没有退
出中共相关组织的人，应该及时清
醒，与邪恶的红魔划清界线。此时
不退党，更待何时？机缘稍纵即
逝，犹豫不决可能铸下大错，空留
难以弥补的遗憾。◎

在线办证书 退党莫错过

天灭中共倒计时 
大难自保别迟疑 

大疫下 触目惊心的 
全国绑架案

论家为天下之本

欠债还债走正道
泰然淡定有神助

绝望中的我幸遇法轮大法

神话密码解读之
大禹治水

《真善忍国际美展》赏析： 
震撼

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
是真实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