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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武汉市大法弟子

武汉肺炎向全球扩散以来，在
整个世界爆发流行，演变为令世
界惊恐的瘟疫，整个世界感染人
数已超过一亿，200 多万人死亡。
有人在反思，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
大的瘟疫？怎样在这场大劫难中保
平安？人们常说 ：劫难无情，瘟疫
有眼。审视武汉肺炎从大陆蔓延世
界，有没有规律可循？有何共性？

为什么武汉市 
是瘟疫的首发地 ?

在 1999 年之前，法轮大法弘
传全国，接近上亿人修炼。法轮大
法是佛家高德大法，以“真、善、
忍”为原则，有五套动作舒缓的功
法。然而，从 1999 年开始，心胸
狭窄的江泽民因妒嫉法轮功信众广
泛（邪恶镇压前，六个常委的家属
都炼法轮功 ；江泽民的老婆也炼法
轮功，这让江泽民更加老火。），
而心生恶意，与中共相互利用发起 
迫害。

有句古话叫“伤天害理”，对
一个善良而修炼佛法的人群横加迫
害，这罪业怎么会一笔勾销呢？在
国内，哪个省份、城市为中共做的
恶事越多，遭到的瘟疫灾难越明显
越严重，哪个人或人群接受中共谎
言毒害越深，成为中共牺牲品的危
险性就越大。

湖北省武汉市在迫害法轮功的
过程中，至少聚集了四大罪恶。

其一，造假、欺骗、妖魔化法轮功
就是从武汉开始的。

1999 年 6 月，湖北省委听从
罗干的指使，派遣武汉电视台台长
赵致真奔赴长春市，拍了一部捏造
事实的专题片，诽谤法轮大法和创
始人。因该片深情并茂、移花接木
的手段高超，在中共召开的政治局
的会议上江泽民播放了此片，欺骗
了所有的人，为迫害法轮功找到了
所谓的依据。该片是最早期打压法
轮功的唯一电视宣传片，正式打压
的第三天，央视反复滚动播出，作
为全民洗脑的主要工具，它蒙蔽和
毒害了无数官员、民众。

其二，武汉市是活摘器官的“发明
地”，大量活摘器官牟利，成为这
个星球上有人类史以来最邪恶的犯
罪杀人。

湖北省有 37 家医院参与活摘
器官长达 20 年之久。其中武汉同
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就是大陆

“器官移植的发源地”，器官供源
主要是法轮功学员。

2015 年中共卫生部原副部长
黄洁夫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器官移
植大会上称 ：“没有湖北、没有武
汉，就没有中国的器官移植。”

2015 年 10 月，“追查迫害法
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员对同济医院
心胸外科的宫医生，进行了电话调
查。宫医生承认用过法轮功学员的
器官做移植，到监狱、到劳教所取
器官，“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我们
科委主任，有一个专门的搞这个，
以朱教授为首的，知道吧。这都是
朱教授在负责。

在 2020 年 的 武 汉 首 发 瘟 疫
中，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多名医生
因染疫去世，几百号人感染。其中
被追查国际追查的涉嫌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肝胆胰外科主任蔡常
春和其妻子刘励（李文亮的同事）
因感染中共病毒死亡，难道这不是
报应？！李文亮同科室的上司、眼
科副主任梅仲明（男，57 岁），
因感染中共病毒也死了，难道这不
是瘟疫长了眼睛？！有多少法轮功
学员的肾脏、眼角膜被活摘了，看
看追查国际报道出来的数字，会让
人胆颤心惊！

其三，武汉市科教界打着科学的幌
子向全世界散毒说 ：法轮功是 x 教

（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例如，武汉大学成立湖北反邪

教协会，编写欺骗世界的《反邪教
教材》，成立所谓的“国际邪教问
题研究中心”，为迫害法轮功找理
论依据，将迫害推向国际。

其四，湖北省和武汉市借召开军运
会之名，又一次将迫害法轮功学员
推向顶峰。

大量的武汉市法轮功学员被绑
架关进洗脑班和非法判重刑。在
21 多年的残酷打压迫害中，很多
武汉市大法弟子被打死、打伤、打
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武汉当
局制造了许许多多冤案、错案、命
案。最终导致武汉成为瘟疫首发地
和重灾区。

从疫情期间党员死亡的高比例
也能证明瘟疫是冲中共来的。据明
慧网报导，网传一张内部统计的
2020 年 2 月份死亡名单 , 记录的死
者中党员占 88%。

武汉肺炎向世界传播的路径
很多人会问 ：外国人也没有加

入中共党团队，为什么也会感染瘟
疫呢？

我们发现在国外，从数据分析
来看，武汉肺炎向世界扩散的路
径，总是依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
的国家、城市、组织和个人一路传
播。武汉肺炎是冲中共来的，谁
为中共站台、谁就是瘟疫攻击的 
对象。

如 ：英国政客亲共，现任首相
就任前就向中共示好，并批准上
海交易所和伦敦交易所开展“沪伦
通”。其上台后，不顾盟国反对，
允许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公司
参与英国 5G 建设，为中共背书。
英国在欧盟之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是中共。美国大选被窃成功之后，
英国首相是全球第一个祝贺拜登当
选总统的，随后英国出现了变异病
毒，每日近五万人感染，死亡人数
节节升高。

法国政客也亲共，法国是共产
主义主要发源地，也是第一个与中
共建交的西方大国。现任总统马克
龙曾自称“毛泽东主义者”。法国
前总理拉法兰帮助中共建立了武汉
病毒研究所 P4 实验室。法国 100
多家企业投资武汉，包括“标致雪
铁龙集团”。目前感染人数近 300
万，死亡七万多。

德国总理也曾大赞“一带一
路”是“非常重要的计划”，（一带
一路是中共以经济手段输出共产极
权的计划。）允许华为（主要起监
控百姓的作用）参与本国 5G 网络
建设。目前感染人数超 200 多万，
死亡近五万。

西班牙搁置人权，金钱至上，
中国目前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债权
国。西班牙是中共“六四”天安门
屠杀后首个派外交大臣访华的国
家，2005 年与中共建立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合作“一带一路”部分
项目。中共在西班牙有 8 所孔子学
院输出共产思潮。 2014 年，西班
牙屈从中共，撤销对前党魁江泽民
的通缉令。江泽民因残酷迫害法轮
功“真善忍”信仰，被国际社会称
为人权恶棍。马德里王室剧院曾经
强制性取消了神韵演出。至今 1 月
19 日感染人数超 220 多万，死亡
五万多人。

意大利不顾西方盟友反对，是
欧洲首个签署中共“一带一路”协
议的国家，“一带一路”被质疑是
中共渗透欧盟的特洛伊木马。由于
大陆游客的激增，罗马街头竟然出
现了中共警察。意大利在过去十年
间接受中方资金 230 亿欧元，在亚
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共。意大利
也是欧洲第一个爆发武汉肺炎的国
家 , 目前感染人 230 多万，逾八万
多人死亡。

伊朗则是国际公认的中共小兄
弟，它的军火、导弹、核武、电
子产品等由中共输入。在“一带一
路”计划中，伊朗是中共渗透欧亚
非的战略枢纽，中共一直是伊朗最

大的贸易伙伴。该国境内疫情失
控，死亡人数巨大。

印度国内共产主义猖獗，党员
人数直逼 200 万，目前感染人数一
千多万，死亡 15 万多。

美国更是被中共严重渗透，常
年给中共提供巨额资金，对迫害法
轮功视而不见。今天的美国已被共
产主义红魔吞噬，主张 ：大麻合法
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男女同厕、
男女自由变性、鼓励幼女卖淫合法
化、抢钱 900 美元以下不用受法
律制裁等等，要把美国拖向道德堕
落的深渊 ；而川普要带领美国人民
走以尊重信仰为根本的传统路。川
普公开说 ：我们信仰神，不相信政
府。从 2020 年美国染疫死亡数据
分析上发现，保守的红州（反共）
死亡人数仅为蓝州（亲共）的一
半。而左派治理下的加州更是疫
情加重，感染人数高峰时达到十
万，每日死亡近四千。这难道不是
神在警示人？这难道不是瘟疫长了 
眼睛？

香港和台湾，虽然是中国的近
邻，但因其都选择了拒绝中共，基
本都成功抵御了病毒。

但中共在香港实施了国安恶法
后，把一国二制变成了独裁的一国
一制之后，暴力镇压港民，感染人
数立马飙升。

中共迫害正信招疫劫
有人说，“中共不灭，瘟疫不

停 ；中共灭亡，大疫必停。”其实，
“天灭中共”还真不是一句口号，
也不是一个咒语，而是历史发展的 
必然。

那么，中共到底行了什么罪
恶，以至终于激怒上天，被判定
死刑，明示报应呢？是迫害法轮
功的旷世大恶。迫害法轮功是灭
佛大罪！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及
其“610”制定的政策是“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在这场迫害运动中，中共以现代化
的喉舌造谣污蔑、抹黑法轮功。特
别是 2001 年除夕制造出的天安门
自焚伪案，煽动了全民对法轮功的
仇恨。汽油是剧毒，人喝了大量汽
油会死掉的，殃视说法轮功学员
喝汽油是为了升天，这简直就是 
扯蛋！

以一个国家的党政军、公检法
司为后盾，以“610”特务机构为总
司令部，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为支撑，以历次政治运动娴熟的斗
争经验为凭借，以高科技精致装备
为依托，以随意制造的邪恶法律为
依据，集古今中外 100 多种酷刑
为主要手段迫害无辜，至今不休。
21 年来，法轮功学员被肆意绑
架、抄家、暴力洗脑、高额罚款、
送精神病院摧残、枉判劳教重刑、
强制奴工、秘密虐杀，无数民众被
株连，众多受害者流离失所，不计
其数的修炼者家破人亡。

与历次运动不同的是，中共此
前迫害的都是社会俗世常人 ；而此
次迫害针对的是人数巨大的、和平
善良的、信仰“真、善、忍”的正
法修炼者。迫害虐杀这样的正信群
体意味着什么？从人间法律讲，中
共当局已构成反人类罪，成为人
类公敌。从天理讲，是中共直接对
神佛犯罪，是谤法、害佛、灭佛大
恶。更可恶的是，从 2019 年底瘟
疫开始流行到目前，还在加紧活摘
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到处非法绑架
关押、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连
94 岁的老人都不放过。

历史上，大规模实施迫害信
仰，往往给人类带来没顶之灾。例
如古罗马，暴君尼禄为了建造新的
罗马城，故意纵火，然后嫁祸于基
督徒。为了达到镇压的目的，把社
会上的所有恶行都栽赃给基督徒，
到处造谣说基督徒杀婴并吃其肉、
饮其血，说其是邪教等等。挑起了
罗马人对的基督徒仇恨，把基督徒
喂老虎、狮子吃 ；绑在柱子上点燃
做火把照明 ；钉在十字架上慢慢的

折磨等等。罗马帝国因为不断酷刑
迫害、杀害基督徒，招致上天降下
四次大瘟疫灭了古罗马。善恶必报
的天理得以再现。今天历史又在重
演，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招来了大瘟疫流行。值得一提的
是，在古罗马瘟疫期间，当时的人
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想尽一切办
法，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而当
罗马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
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进行大游行，
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圣徒的迫害、谴
责社会的道德沦丧，并虔诚的向神
忏悔。人们的虔诚之心，得到了神
佛的谅解，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
此彻底消失。

让武汉肺炎远离的灵丹妙药
是什么？

远离中共 退出中共

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普遍认
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对邪恶
的清理和惩罚。西方文化中认为瘟
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因
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是长
了眼睛的，也是中国人说的善恶 
报应。

中共是反天、反地的邪灵，用
无神论、进化论毒害整个世界，很
多人热衷于搞社会主义，道德沦
丧，相信马列邪教，瘟疫就是针对
中共与亲共者而来的，是来清除为
中共站台的。那么远离中共、抛弃
中共不就是解药吗？！

那么抛弃中共的方法是什么
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
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
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
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
恶？回归传统道德。对于国际民众
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
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虔
诚地向神佛忏悔以前的过错并痛改
前非，对神佛保持正信，才有好未
来。目前全球三退已达3.7亿多人。

诚念九字真言 保平安

2019 年，湖北省赤壁市有一
位法轮功老年女学员乙，在讲真相
时被人诬告，被非法判刑一年。武
汉肺炎爆发期间，女子监狱有很多
人确诊，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
离。法轮功学员乙和两个包夹（专
门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在
一个房间隔离。不久，其中一个包
夹被确诊染疫，学员乙和另一个包
夹继续隔离几日后，另一个包夹也
确诊染疫，而法轮功学员乙安然无
恙。狱方又派两名无疫的包夹到乙
的房间继续迫害乙。数日后，两名
包夹又相继被确诊染疫，而学员乙
依然安然无恙。此事在监狱内引起
了震动。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能
一次次地不被感染，绝对不一般，
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所以，
狱方最后安排的两名包夹人员就没
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她俩
也因此没再感染病毒。

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修炼人
自有师父看护，当然不会感染上
瘟疫。在 2020 年的武汉肺炎疫情
中，中国大陆很多人感染上了病
毒，可是因诚心颂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而摆脱了武
汉肺炎。

为什么诚念这九字真言有这么
神奇的效果呢？因为当人们诚心念
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
字真言所产生的振动频率会与宇宙
的频率发生共振，就能产生良好的
效应，得到神佛的保佑，使自身免
受病毒感染。

2021 新年伊始，变异失控的
武汉肺炎已在急速扩散。如何救
急？如果有缘看到这一则信息，或
许就是神佛慈悲与您，告诉您的救
命灵丹妙药啊！从现在开始，静下
心来，真诚诵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会在人类的劫难中，给
您和家人带来生命的奇迹。◎

瘟疫肆虐世界 
天大的笑话，魔鬼
还能让人进天堂？

修大法 善解家庭冤怨

尘世如梦

高级技术项目经理 ：
法轮大法是指路北极星

探讨共产主义邪说的
魔鬼本质

王者之心的苏醒

尘劫无尽头  
法光照前程

观电影《魔戒》- 王者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