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运逃离大瘟疫

从绝境到从绝境到
第        期11

明 慧 网  www.minghui.org

系列连环画册绝处逢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

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疾

病无法被攻克，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病魔缠

身的悲苦之中。然而，这本连环画册中故

事的主人公却是幸运的 ：他们虽然罹患顽

疾或绝症，但因不同的因缘际遇修炼法轮

大法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

健康的幸福生活。

本系列连环画册中所讲述的“绝处逢

生”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均取材于明慧

网，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所选取的仅仅是

沧海一粟，这样的真实事例，在一亿法轮

大法修炼者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中，比比

皆是。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

先生于1992年 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

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

五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要求修炼人重

德行善。因祛病健身功效卓著，几年内就

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修炼。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

已有 40 多种语言文字的版本，众多版本在

世界各地发行，深受各族裔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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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被俗称为“武汉肺炎”，它迅速传

播到大陆各个省市以及海外 30 多个国家 ；中国大陆几十座城市被封

闭。成为了让世界恐慌的大瘟疫。

中共官方此前发布的虚假消息 ：“武汉新型病毒 ：可防、可控，

不存在人传人”，以及对疫情真相的隐瞒、封锁，导致武汉肺炎肆虐

扩散，令中国大陆百姓和世界各国防不胜防。

武汉肺炎病毒与萨斯（SARS）相似，具有致命性 , 武汉多家医

院医护人员被感染急救，多位医生死亡。

2020 年 2 月 20 日，中共官方公布 ：有 8 万多人被感染，死亡

2 千多人。其实，真实数字远大于此。海外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

时报》报道，现在武汉每天死亡人数超过 200 多。

这场瘟疫到底将如何发展？尚难以预料。人们在积极寻找抵御

瘟疫良策的同时，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 ：这场从天而降的瘟疫，将

把我们带向何方？有什么灵丹妙法，可以让我们远离这场灾难？

古城武汉，风景秀丽。矗立的古迹向人们展现着沧桑的魅力 ：名闻天下

的黄鹤楼与武汉大桥交相辉映，登楼远眺，长江浩瀚尽收眼底 ；“佛都古刹”

归元禅寺，内藏五百罗汉，各个形态独特，惟妙惟肖 ；古琴台、晴川阁、楚

天台等古迹名胜，令人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但是，2020 年的初春，武汉即笼罩在恐慌之中。晨雾夹杂着粉尘，寒

风撩拨着阴霾，甚至连鸟儿的痕迹也稀少了很多。长江之水依旧波涛滚滚，

却不似从前那般纯净，碧蓝 ；隐约听见远方汽笛的鸣叫，竟似远古的关外城

阙奏响的号角，裹着浓浓的悲凉之情。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26 日，中共宣布，因为疫情的影响，目

前有 500 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 900 万人留在城里。一座拥有 1100 万人的

繁华大都市，瞬间变得凄凉寂静……

武汉是一座

古老的城市，历

史悠久，文化源

远流长。作为楚

文 化 发 祥 地 之

一，一万多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

就有了先民在这

里生息繁衍。

逃离大瘟疫幸运幸运
幸运逃离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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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肖夏遇到了法轮功学员，给她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她 ：

心里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诚念这九

个字，这是救命的吉言。法轮功学员还给肖夏讲了许多法轮功学员

修炼法轮大法后，绝症痊愈的感人故事。

肖夏忍着病痛的折磨，坚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只要不在昏睡，她就念，用心念。

高烧了 4 天，不烧了，只是咳嗽。尽管还是没力气，但肖夏还

是坚持起来做家务活了。整个过程，肖夏也没告诉亲人们，怕他们

担心啊。最后，历时两周，肖夏彻底痊愈了。

肖夏把经历的这场生死过程告诉亲人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震

撼，也非常惊喜。肖夏对他们说 ：我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而得以平安无事的。亲人们都很相信，因为这样神奇的真

实事例，在法轮功学员发送的真相期刊里登载了很多。肖夏家里患

胃病不舒服的老人，也开始认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了。

是的，在灾难面前，有许多人真的幸得救命妙法，遇难呈祥……
从下面这些看似偶得的人生机遇中，让我们领悟一个理 ：上天有好
生之德。绝境非绝路，醒悟有生机。

近日，肖夏在这场与瘟疫对决的较量中，她赢了。她成了一个
不怕瘟疫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 ：2020 年元旦新年的第二天下午，肖夏去沈阳市
某大型超市购物，没想到人山人海的，原来这两天商品打五折。在
拥挤的人群中，肖夏也抢买一点东西，随后就回家了。

当天傍晚，她便开始咳嗽，第二天就发烧，不想吃东西，肖夏
没在乎，头疼脑热的本是常事。不曾想症状越来越严重 ：发烧让她
躺在床上起不来，好像内脏都肿了，呼吸困难，咳嗽得很厉害，咳
得都要吐血了，全身的骨头都痛，还有麻木的感觉，盖着厚厚的棉
被，还冷得全身发抖！这时，有关武汉肺炎的讯息已经在疯传，但
是，肖夏心里却一点儿没有害怕，因为她心里装了救命的法宝，那
是法轮功学员告诉她的……

幸运逃离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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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是佛法，中共迫害佛法必将受到天谴。

在《刘伯温碑记》中，指出了在猪鼠年将有大灾发生，而且明

示是一场发生在冬季的瘟疫。碑文写到 ：“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九

冬十月间。”“九愁尸体无人捡，十愁难过猪鼠年。”

古人敬顺天意，提出 ：“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指通过探索推演

宇宙、自然运动变化的规律，从而使人明白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生

存变化的规律，明白做人的道理，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使自己的

行为不偏离正道 ；警醒世人，分清善恶。

共产党作恶多端，气数已尽。很多善良人士，在被欺骗加入中

共的共产党、共青团或者少先队时，共产党让其向它发誓 ：为党牺

牲生命，奋斗一生。当上天降下大瘟疫等天灾来清算中共罪恶的时

候，这样的发誓誓言就将兑现了，就会随着它一同遭殃。唯一自救

的办法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称“三退”，这样就把发

过的毒誓抹掉了，就与中共脱离了干系。

肖夏幸运躲过武汉肺炎的故事，让很多人感叹不已。

但是，人们对于身边不时发生的灾难，有很多疑问 ：在国内，猪

年猪瘟 ；鼠年鼠疫、黑死病，又爆发不明肺炎。为什么在一年之内

灾祸频频爆发呢？

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了我们答案 ：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

果背离天道，实行暴政，欺压百姓，必定会带来天灾人祸。换句话

说，接连不断的天灾人祸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

自中共 1949 年当政以来，整人运动一个接一个 ：三反、五反、

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大学生、再到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

功学员器官。中共迫害死大批中国人，引发天怒人怨。和历次政治

运动一样，共产党还编造“天安门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

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法，学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

要求自己，因为祛病健身神奇和提升人的道德卓著，迅速传播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却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的迫害。

幸运逃离大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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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神不期而至时，自己的心念会是怎样呢？也许就是这一念之间，很
可能就决定了一个生命完全不同的去向……生与死，就在那一念间。

2007 年初冬开始，我姐姐总是干咳不止。我带她到市级医院看病，医
生叫她马上住院。主任看了片子说，你姐姐患的是不传染的 SARS 病，她的
肺部已像棉花絮一样了。我不放心，又拿着片子去给另一位专家医生看。这
位医生问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吧？”那意思是问，是不是已经过世了？听
到这话，我才感到姐姐病情的严重。

当时市级医院还不具备激素治疗，让我们赶快到天津去治。 我急忙带着
姐姐坐上飞机赶到天津总医院，院长亲自接见，说这个病只有激素治疗，但
副作用很大，且成功率只有 50%。我想既然来了，只好在这儿治吧。

姐姐的萨斯病

了痊愈

“三退”关系到您生命的未来，非常严肃，智者先贤们都预言了

今天的大事。《刘伯温碑记》中写到 ：“行善之人得一见，作恶之人

不得观，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

在这样的灾难中，有大善之人在向您传送着福音，他们不辞辛

苦，不畏风险，告诉人们要重德行善。只要真心诚意，上天就会为

其化解灾难。所以，如果有人劝您“三退”，并告诉您避开瘟疫、获

得新生的妙方时，请一定要珍惜。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一

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无神论观念，不信神不信佛，而失去被救度的

机缘，那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切莫错过神佛对我们的慈悲啊！

之前在汶川地震、2003 年“非典”、南亚大海啸等各种天灾人

祸面前，许多善良的大陆同胞因做了“三退”，并诚心默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而得到平安福报 ；更有无数的人因敬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而绝处逢生。因为与神佛站在一起的人，都会得

到神佛的保护，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姐患萨斯  跌落深渊

姐姐的萨斯病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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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精神状态很不好，非常郁闷，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因为吊瓶直接打

120 毫克，药量太大，激素的副作用在我姐姐身上出现了 ：娃娃脸、水牛背，

胃口大增。体重从 108 斤迅速长到 160 斤，臃肿得整个人都变了样了。每

天打吊瓶太多，水排不出去，就从大腿处渗水。副作用对她的心脏刺激也很

大，心跳过快，姐姐痛苦不堪。我的心也被折磨得碎了。

主任说 ：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

姐姐的病情越来越重，心跳加快，全身浮肿，不能吃饭，医院已经连续

给下了 9 张病危通知单。我们全家都在痛苦中煎熬着，真是生不如死，度日

如年。

在医院拖了半年的时间，没钱了，只好出院回家。熬了没几天，2007 年

6 月初，我正在做饭，只听姐姐“啊”的一声，我赶紧跑到里屋，只见姐姐

双眼紧闭，口吐白沫，还带有血，不省人事。我大声喊她，她也不醒，只好

拨打 120，送姐姐去医院抢救。

救护车急驶而来。因道路塞车，司机说要半个小时才能到医院。

看着不省人事的姐姐，情急之中，我想起法轮功学员告诉过我的救命吉

言，就不顾一切地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不多会儿，姐姐

睁开了眼睛。在关键时刻，我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姐姐好像得

到了感应，突然醒过来了。

在医院里，经过了同样的各种仪器检查，医生说着与以往一样的话。我

和姐姐都明白，医院治不了姐姐的病，我们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实在没

有办法了，我和姐姐心一横 ：回家修炼法轮功吧！

我找法轮功学员帮忙请来了一本《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我和姐

姐每天读《转法轮》， 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按“真善忍”的理念要求自己。

很快，法轮大法的神奇在姐姐的身上体现出来了 ：她能独立走路了，脾气也

变好了，脸上有了笑容，也学会宽容别人了。姐姐从身体到精神整个就像变

了个人似的。

病危通知  连下九次 诚念吉言  起死回生

姐姐的萨斯病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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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的萨斯病彻底痊愈了。看到精神愉悦的姐姐，亲朋好友都说 ：这法

轮功太厉害了，你姐姐能活到今天，简直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曾经被医院连续下了 9 张病危通知单的姐姐，康复了！她每天都沉浸在

修炼法轮大法的幸福和快乐之中。我们全家从心底感恩李洪志师父，感恩法

轮大法，是法轮大法给了姐姐第二次生命。 

姐姐逢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讲自己罹患萨斯、而后痊愈的故事，

叫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赶快“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为自己选择幸福的未来。

生死安危关头，我和姐姐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姐姐由此而得以绝处逢

生。我们全家和亲朋好友们都深深地明白了 ：为什么法轮大法会传遍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 20 年了，至今依然有上

亿人锲而不舍地坚守着对“真善忍”的信仰。 朋友，如果您来拜读一下宝书

《转法轮》，一切您都会明白，同时您会受益无穷。

王玉兰

是个普通的

农家妇女，家住辽宁

省盘锦市渤海乡李

家村。虽有丈夫百般

疼爱，却享受不到人

生的幸福。她年纪轻

轻就患了多种绝症，

饱 受 病 痛 的 煎 熬 ：

高位瘫痪，全身除

了头和手能动以外，

其它地方都动不了。

手虽然能抬起来却

够不着耳朵 ；两条

腿一点知觉也没有。

自己翻个身，那想都不敢想 ；她的两条腿，别人拿起来随便搁放，她没

有一点知觉，大小便全靠洗肠和导尿管完成。

除此之外，还患有蛛网膜粘连、脑结核、胸椎狭窄、肺结核。她还有子

宫肌瘤，很大，隔着肚子，自己用手就可以摸得着。拍了片子，医生说瘤子

长得 12.7cm×10.07cm 大。

玉兰每天躺在床上。春夏秋冬，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分别。丈夫给她喂饭，

得把她扶起来，她像木偶一样靠在橱柜上。由于常年卧床，玉兰身上生了很

多褥疮，伤口无法愈合，非常痛苦，那时的王玉兰离死亡只是一步之遥。

炼法轮功  绝处逢生

七公分结石从尿道排出

1

神奇，七公分结石从尿道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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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不忍心看着玉兰年纪轻轻就瘫在床上。他下定决心 ：就是

倾家荡产，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玉兰的病治好。

丈夫背着玉兰四处寻医，不知跑了多少家医院，像沈阳陆军总

院、沈阳医大、盘锦市第二医院等大医院，都去过了。最后到北京，

请北京 301 医院权威专家会诊，采用了当时最好的医疗技术和设备，

把砸锅卖铁、跪拜亲友筹集来的 10 多万元都花光了，到头来却收效

甚微。

1996 年 9 月，丈夫不甘心，又借遍了外债，抱着一线希望，给

玉兰再做一次手术——蛛网膜粘连手术。没想到，人差一点儿死在

手术台上。医生说 ：等病患恢复一段时间的体力之后，再做 12-13

节椎管狭窄手术。

经过这一番折腾，玉兰的身体再也受不了了，家里也债台高筑，

没有一分钱了。万般无奈，丈夫彻底绝望了，只好把玉兰背回家。

玉兰无望地躺在家里，等待着，不知哪一天命归黄泉……

就在玉兰全家彻底绝望时，门口桦树上的喜鹊欢快地叫了起来。

1997 年的 7 月，玉兰的一位亲戚跑来告诉她一个喜讯，法轮功

传到家乡来了！

这位亲戚刚刚修炼了法轮功，她对玉兰说 ：你有希望了！全国

很多人都在修炼这个功法，太多太多绝症痊愈的例子，都非常感人。

她给玉兰送来了一本《转法轮》，这是法轮功主要著作。玉兰一看，

就爱不释手，《转法轮》里讲了很多她从来不知道的理，教人怎样做

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 ；要想身体健康，平时就要与人为善，按照

“真善忍”的标准，做事先替别人着想，事事处处严格要求自己，遇

到矛盾先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劲儿，这样，就能做个道德高尚的人，

最后成为一个高境界中的生命。

玉兰每天睡醒觉，睁开眼就想看《转法轮》，她明白 了，《转法

轮》真的是一本宝书，一本天书，这本宝书能救她的命。玉兰心里

充满了活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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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兰修炼法轮功了。她每天读《转法轮》，听李洪志师父讲法录

音 ；玉兰还试着炼法轮功的功法动作。身体不能动，她就躺着，用

活动范围极小的手做炼功动作。她炼得很用心，每天都坚持。

玉兰修炼法轮大法 3 个月时，一天，她想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

录音。但是丈夫临出门时，把录音机放在远处的桌子上了。玉兰翻身

爬起来，试着用手去摸录音机的按键，啊，她的手够到按键了，录

音机里传来了师父慈悲的声音，玉兰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她第一

次自己挪动身体……瘫痪了 22 个月，玉兰奇迹般地坐了起来。

玉兰跪在窗前，看着窗外绿色的田野，看到飞翔的小鸟，高兴

极了，她发自内心地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的美好

使她重获新生，是李洪志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这样的感人故事太多了。1998 年 7 月 19 日，《中国经济时报》

就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了河北邯郸的谢秀芬，在瘫痪 16

年以后，因修炼法轮功而恢复了行走能力的事例。

除了炼功，玉兰更重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心。

以前因为长期病重，玉兰的脾气也变得急躁，爱发脾气，整天

愁眉苦脸，已经不会笑了。修炼法轮大法后，玉兰按“真善忍”标

准做人，变得心宽了，遇到事情不计较，善良地对待别人 ；她更能

体谅丈夫的不易，怀着感恩的心，对待周围所有的人。她不再悲观

绝望，脸上满是阳光。

玉兰修炼法轮功两个月时，丈夫看她炼功炼得挺精神，就问她 ：

你看看你的子宫肌瘤怎么样了。啊，丈夫如果不问，玉兰还真忘了。

她用手一摸，咦，摸不到了，瘤子不见了，她的子宫肌瘤好了！到

了第 4 个月，医生给玉兰撤掉了导尿管，也不用洗肠了，大小便她

都能够自己完成。

玉兰的身体在迅速康复。到五六个月时，终于能下地站立了，她

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她流着泪，扶着炕沿一步步地走着。

玉兰第一次走出家门时，四邻八舍都惊喜地来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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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玉兰忽然感觉全身难受，从傍晚到凌晨一两点 ：高烧，发

冷，全身发麻，不断地抽搐，好像生命到了尽头。但是玉兰心里一

点儿也不害怕。她知道，这是修炼中的一个很正常状态，是从身体

里向外排不好的东西。

不多会儿，玉兰跑去上厕所，肚子一阵剧痛，“哗”地一下，排

出了一块大结石。

当时她丈夫不在家。玉兰就坐在床边等丈夫回来，她迫不及待

地想告诉丈夫这个奇迹。

丈夫回来了，玉兰边流泪边激动地拿出结石给丈夫看。丈夫非

常惊讶，他不敢相信，这么大的结石能从尿道排出？！可活生生的

事实就摆在他面前啊！玉兰的丈夫明白了 ：为什么众多的人都在修

炼法轮功，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从那以后，玉兰再也没有抽搐过，身体很多不适的症状全都消

失了。她变成了一个健康人。

玉兰从尿道里排出的这块结石，其大小和形状与鸡蛋近似 ：

7.5cm×5.3cm×4.3cm，送到医院去，医生见了惊叹不已，说这是

医学史上的奇迹。邻居听了后，都好奇地纷纷跑来观看。消息越传

越广，盘锦市公安局、渤海乡派出所的一些人都见到过这块大结石。

发生在玉兰身上的奇迹，震惊乡里，来玉兰家看法轮功师父讲

法录像的人，挤满了她家的客厅。很多人走入法轮大法修炼。

这块结石，玉兰保存了很久，遗憾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拿去

给这块结石拍照，结果在途中挤碎了。（本页上图照片，为结石挤碎

后的真实照片。）

王玉兰能够康复，在医学上是奇迹，搞医的都知道，蛛网膜粘

连、脑结核、胸椎狭窄那基本都是绝症，就是退一万步，靠现在的

医疗技术治疗，即使能维持生命，也是瘫痪，想治愈几乎不可能。

法轮大法救了玉兰，也救了这个家，给全家人带来了真正的幸

福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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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4 年 1 月 30 日，明慧网发表了《修大法治愈绝症　尿道排

出结石》的文章，王玉兰不断地收到来自国内外很多读者的电话。

其中有全国各地公安打来的，主要是询问此事的真实情况，听玉

兰证实后，有的人被真相打动，默默不语……有的人受到强烈震撼，

怀着急切地心情询问，怎么学法轮大法 ；有的人告诉玉兰说，在他

身边还有好多人都在等着学呢！就是苦于找不到法轮功的书，可见

世人对法轮大法是一种怎样的翘首期盼……

但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集团，却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惨无

人道的迫害。20 年来，玉兰也经受了巨难。执法人员违法执法，数

次到玉兰家骚扰，把玉兰爱不释手的《转法轮》及录音机、炼功磁

带等都抢走了。

了解王玉兰经历的老百姓愤愤不平地说 ：中共迫害法轮功，真

是荒谬和无理性 ：王玉兰人之将死时，无人问津 ；起死回生，反遭

迫害。天理何在？

丽蓉的爷爷原本是个卖苦力的纤夫，家在河南沙河边。爷爷、父

亲及全家节衣缩食，攒了半辈子， 终于买了一条运货的船，满心欢喜地

指望能靠运货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可船刚刚买来不久，共产党来了，

想不到这只船成了丽蓉家的大“祸根”—— 爷爷被扣上“资本家”的

大帽子，儿孙们都变成了“狗崽子”…… 那个年代丽蓉一家经历的苦

难啊，无法诉说。

到了婚嫁的年龄，人家给丽蓉介绍对象，都因她的“家庭成分”而

告吹。几年后，丽蓉与一个男青年相亲，他不计较丽蓉的出身，愿意

娶她。可惜好景不长！丽蓉的丈夫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 ：某某找了个

资本家老婆，自己前途受影响不说，孩子大了，连个兵都当不上……他

感到很憋屈，烦躁，对丽蓉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 ：打骂成了家常便饭，

而且是狠打。有一次，就因为一点儿小事拌嘴，他就把丽蓉的锁骨打

断了。 丽蓉一个弱女子，向谁诉说？为了孩子，咬着牙凑合着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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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幸的是，由于长期压抑，恐慌，丽蓉患上了绝症，原本的苦

日子更是雪上加霜！

那是 1988 年，一天，丽蓉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丈夫送她到

北京宣武区医科大学和天坛国际中医研究院就诊，被医院确诊为“脑血

管畸形并伴有不定期出血”，此病属于极罕见的疑难杂症。据医生说，

在该院接诊的病例中，包括丽蓉只有 3 例，前两例，病人已经死亡。

现代医学冷冰冰的结论，让丽蓉伤心落泪 ：活不长了，两个儿子

都还没成年，谁来照顾他们？ 丽蓉欲哭无泪，病情不断恶化，住进了

当地医院，一年中至少有 300 天，她是躺在医院病床上度过的。

后来听说某野战部队医院进口了一台伽玛刀，做脑外科手术的医

生是个医学博士，一流的脑外专家。家人又满怀希望，带着丽蓉前往

就诊，做了伽玛刀手术。没想到手术后更加严重—— 头痛时，脑、眼

欲裂，惨叫不止。自家的钱花光了，丽蓉也成了单位的包袱。丽蓉对

丈夫说 ：“医院住不起了，回家吧，死在自己家里，总比死在外头好。”

丽蓉离开野战医院时，正是 1996 年的金秋十月。那年，法轮大法

弘传到丽蓉的家乡。

丽蓉刚回家的第二天，单位一年轻男同事就来到丽蓉家，给她介

绍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效果，并讲了他自己患脑瘤，通过炼

功痊愈的故事。同事的经历鼓舞了丽蓉，她隐隐感到 ：好像自己久久

期待的某种事情到来了！

机不可失！当天晚上，丽蓉就让儿子用自行车带着她，去了家附近

的法轮功炼功点。那时的丽蓉极度虚弱，脸肿得吓人。炼功点的几十

个法轮功学员围坐在一起读《转法轮》。 丽蓉坐在一边，听着他们读，

置身在那个祥和的场中，她感觉特别舒服。

回家后，那一夜丽蓉睡得特别踏实。起床后，感觉很饿，这是丽

蓉多年没有的感觉了。一顿饱饭，一个安稳觉，她就像脱胎换骨一样，

有力气了，全身舒服。丽蓉心里那个快乐啊，实在没法说！她知道自

己有救了。

长夜尽头是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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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早上，丽蓉就自己走去炼功点了。炼完功回来，走到家单元

楼门口，她看到儿子的自行车在楼下放着。因为家属院治安状况不好，

经常丢车，丽蓉想也没想，就把车子扛到肩膀上，一口气上到 5 楼……

当时，儿子正和他的朋友在屋里聊天，听到动静，开门一看，咦，自

行车在门口？再一看是老妈，儿子大吃一惊！ “妈，你咋扛上来的？！”

儿子的朋友也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因为他前几天来玩时，看见儿子背着

他妈， 从一楼背到 5 楼，每上一层，还得放下来歇一歇，否则，丽蓉就

难受得顶不住了。今天倒过来了，是丽蓉扛着车子，从一楼扛到 5 楼。

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俩孩子惊奇的模样，丽蓉也回过神儿来了 ： “哎呀，我是咋把

自行车扛上来的？ 啊，我的病全好了！”丽蓉欢喜地说 ：我是炼法轮

功炼好的！是法轮功师父救了我的命！感激的泪水一下子奔涌而出。 

她情不自禁地跑到屋里，跪下磕头 ：“师父啊，是您给了我新生，我一

定好好修法轮大法……”

修炼法轮大法后，丽蓉明白了人生真谛，明白了人受难有病、没

三天好日子过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很多过去想不明白的问题。

多年来，遭受丈夫的打骂，让丽蓉受到很大的伤害，对丈夫的怨恨

在心中层层累积。但是修炼法轮大法后，丽蓉明白了其中的因缘。她

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善意地理解丈夫，包容丈夫，怨恨很快就变

得云淡风轻。

丽蓉不再怨天尤人，没有了自卑，没有了愁眉苦脸，唯有发自内

心的幸福和自豪。丽蓉的家人看她修炼法轮功后，不但百病皆除，人

也变得乐观开朗，宽容祥和，都佩服法轮大法，非常支持她修炼。

一人炼功，家人受益，丽蓉的家庭变得温馨和睦。丈夫更是全力

支持她修炼法轮大法。 那些年，丽蓉绝症缠身，丈夫花干了家产，耗

尽了精力，他的承受已经达到了极限。丽蓉修炼大法后，不花一分钱，

身体迅速康复，使他眉开眼笑，对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感恩溢于

言表。

长夜尽头是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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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丽蓉有更多的时间学《转法轮》、炼功，丈夫每天帮丽蓉

干家务活，做饭，还逢人就讲法轮功如何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

谁说法轮大法一个“不”字，丈夫都要和对方争辩一番。他就是堂堂

正正地说法轮大法好，因为法轮大法不但挽救了妻子的生命，也给这

个家带来了幸福与和睦。

单位的同事看到丽蓉修炼法轮大法绝处逢生，都很惊喜，赞誉法

轮大法。一个管老干部的负责人对丽蓉说 ：“过去，你一年经常住医

院，每年报销的药费能买一套单元楼。如今炼了法轮功，不用报药费

了，等于每年为单位省下一套房。你受益，单位也受益。这功挺不错

的，好好炼吧。”

经过漫漫长夜的苦苦等盼，丽蓉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从现代医

学冰冷结论的梏桎下解脱了出来……

一片金色的彩霞，美妙绝伦，光彩万千，带给了善良生命们无限

的希望。

她叫朱迪，性格活泼开朗，从小就喜欢跳舞，连做梦都在跳舞。她经常

梦到自己在舞台上，在天空中轻舞飞扬……

朱迪的老家在北京。读大学时学的是生化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某科研部

门工作。学校里、单位里大大小小的娱乐活动，都落不下她。她工作顺利，

家庭美满，蜜一样的生活相伴，让她在不知不觉中跨入了中年。

谁料想，天有不测风云。40 岁那年，朱迪得了一场大病，这个突发的巨

大的灾难，改变了她整个的人生。她坐骨神经这个位置上长出一个东西，像

骨头一样，不断地向上长，很疼。去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肿瘤科做检查，主任

医生对她说 ：你得的是骨巨细胞瘤，癌瘤长在了盆骨上，长得很高……已经

很危险了，需要马上做手术。手术时，刀口 23 公分长。把整块髂骨都切掉

了。医生说 ：长在盆骨上的很少见……腿骨去了一节，它会攀圆再接上，但

是这盆骨因为它是蜂窝状，再也不会长上了。从此以后，朱迪生不如死……

枯
木
逢

1.巨难降临  生不如死

枯木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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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积水潭医院苦苦熬了两个月后，朱迪出院回家了。

做手术时，因为切除了一块骨头，所以大腿骨和骨盆相接的这个关节处

分开有 2 公分多。朱迪走路时，不得不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那个疼啊，

无法形容。她是那么地喜爱跳舞、打球，连做梦都在跳舞。可是现在，不得

不像一岁的孩子那样学着走路，拄着拐杖，弯着腰，看上去像一个孱弱潦倒

的老太太……

朱迪的盆骨割除后，脊柱也变得弯了，压迫神经，造成腰疼，疼得她睡

不着觉。还有，由于手术，她身体的整个新陈代谢、免疫系统等，一切都发

生了变化。朱迪很快衰老下来，皱纹出来了，脸色发黑。受的那个罪啊，让

她真的不想活了，感觉人活着太痛苦，太痛苦……

几个月前，朱迪还在局机关组织的晚会上轻舞飞扬，可现在却似乎走到

了生命的尽头。人生真是无常啊，让朱迪万念俱灰。

1999 年，朱迪移民美国。一天，朱迪的两位西人朋友送她一本中文版

的《转法轮》（法轮功主要书籍）。回到家，朱迪就想看看这本书写的是什么。

谁知，一翻开这本书，她就放不下了……

在国内的时候，朱迪想尽各种办法来治病，其中之一就是学气功。她到

“中医大学”上函授班，想得到一些理论性的指导，可是学了很久，什么也

没得到。但是看完《转法轮》一书后，朱迪豁然开朗了，一些气功界不知道

的现象全部都得到了答案 ；书中还系统地讲了怎么去掉人的各种执著心，做

一个好人，做一个高境界中的人，等等，讲的都是她闻所未闻、耳目一新的

道理，朱迪觉得这本书简直是天书。当时，她就想，这个法轮大法我一定要

学。看完《转法轮》后，朱迪就迫不及待地照着书附页上的五套功法的教功

图片，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学起来……

从此以后，有时间，朱迪就到公园里静静地读《转法轮》这本宝书。

2.人生无常  万念俱灰 3.喜得大法  枯木逢春

枯木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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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炼法轮大法后不长时间，朱迪就能够正常跳舞了，她梦寐以求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每当朱迪回想起第一次读《转法轮》和炼功时的情景，总是无

限感慨 ：那天，朱迪打开《转法轮》，看了一眼，就放不下了，一口气就读

完了。刚学了两套功法，天就大亮了。

当时，朱迪的一位西人朋友正在住院，朱迪跟他约好，在上午医院探视

时间去看望他。朱迪顾不得休息，马上往医院赶。从家里到医院，一般人要

走 40 多分钟。那天不到 30 分钟，朱迪就到医院了，真是健步如飞啊，哎

呀，身体轻极了。她太高兴了 ：法轮功真是神奇啊！

朱迪发现《转法轮》这本书简直就是天书。她天天看，爱不释手。从阅读

《转法轮》那天开始，每时每刻，朱迪就觉得身体内的一股凉东西，唰……

唰地往外排，通过两个腿，通过脚心排走……真是太玄妙啦！朱迪说 ：在身

患绝症做手术后的那种疼痛，她没法用语言形容 ；现在这种美妙的感觉，她

更是没办法用语言形容。

不久，朱迪找到了华盛顿 DC 法轮功炼功点，那时，美国有不少人都在

修炼法轮功。朱迪经常去炼功点参加集体炼功。她很重视炼功，更注重修炼

自己的心性，按照 " 真善忍 " 的标准做，遇事多为别人着想，她心胸越来越

宽广。随着思想境界的提高，神迹在朱迪身上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以前走路

离不开拐杖的她，现在健步如飞，一点儿也不累。

2001 年，朱迪修炼法轮功 3 个月了，一天，朱迪感觉左边臀部的肉开始

长，麻麻酥酥的。自从那次大手术后，她这儿已经没有肌肉了，可是现在，

肌肉慢慢长出来了，骨头也长出来了。真是奇迹啊。

朱迪马上去找美国华盛顿骨科专家庞玉滨医生。请他做诊断，是不是骨

头真的长出来了？庞玉滨医生很仔细地给她摁了半天，说 ：你这儿确实有骨

头了。哎呀，朱迪心里那个喜悦啊，手术中割掉了髂骨，这原本是她一生中

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医生都说没办法再重生了，今个儿又重生了，这不是医

学奇迹吗？

4.美好人生  从此开启 5.医学奇迹  髂骨再生

枯木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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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朱迪都已经 50 多岁了。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骨质应该是

逐渐地老化和疏松啊，可是朱迪却长出了新骨头来。这在现代的中医，现代

的西医是根本解释不了的。

现在，朱迪都 70 多岁了，经常参加美国的一些庆典活动，和其他法轮

功学员一起打腰鼓。她觉得啊，她的精力，还是 30 多岁人的精力。原来的

她黑瘦，脸上没有光泽，现在是白里透红。她的朋友，还有以前的病友见到

她，都惊讶地说，你怎么越活越年轻啊？！

美国最大华人新唐人电视台得知此讯息后，特别采访了朱迪和美国华盛

顿骨科专家庞玉滨医生。庞玉滨医生说 ：“朱迪女士通过修炼法轮功，让骨

头重生，完全恢复，这个现象，对我们医学界的医生来说，都是奇迹，都非

常有启示。我以前也不知道法轮功，自从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我开始注意

法轮功，发现有很多患癌症的、年纪大的老人骨质疏松，修炼法轮功之后身

体得到康复……”

庞玉滨医生在医学论坛讲座中说 ： 比如西医，病患得了个肿瘤，医生千

方百计把病患的这个肿瘤全部拿下来，不管对病患本人有伤害多大，然后就

进行放射治疗，化学治疗，但是这两种治疗都是下一次得癌症的原因。

庞医生说 ：朱迪女士没有做这样的治疗，朱迪女士为了她的生命，非常

幸运地寻求到更好的办法，就是修炼法轮大法，我觉得是一条最好的道路。

如今朱迪女士还是那么年轻，康复得那么好，她的经历值得医学界，以及人

们的深思。法轮功，值得向全世界推荐。

庞医生很感慨地告诉听众们 ：我当医生这么多年，我觉得中医呀，修炼

呀，是最博大精深的东西。跟中医比较，修炼，就更高明了。是通过自己的

修炼，提高思想的境界，整个身体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法轮大法的

修炼，是神给了人类一个生存的手册。

6.媒体采访  专家论证

7.法轮大法  世界弘传

枯木逢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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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是指退出中共党、团、队。（简
称为“三退”）

因为中共罪恶累累，天要灭中共。而我们
在加入中共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时，都
曾举起右手宣誓要“为其党奋斗终身”，这是
发了一个毒誓。世界上这种从儿童时期开始
就举着右手发毒誓的“宣誓仪式”唯共产党
独有。只有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组织，才能解除毒誓，才会在天灭中共时免
于被淘汰，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真心声明“三退”，用真名、化名、小名
同样有效。有条件的，请突破网络封锁，到
海外华人最大媒体《大纪元时报》退党网站
上公开声明“三退”（突破网络方法，请见封
底）；没有条件的，可以把“三退”的声明写

“三退”是天意“三退”是天意

   附录    附录（二） （三）

要“三退”？么么什什为
避祸有真言，真言是什么呢？

《刘伯温碑记》一再警醒世人 ： “行善之
人得一见”，“世上有人行大善”，“除非善乃
能保全。”

在《碑记》结尾，刘伯温用拆字的方
式，像谜一样，告诉人们最为宝贵的三
个字 ： “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 三点
加一勾，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个个
平安。”

“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 是“眞”
字（“真”的古代写法）。 “眞”的上部似

“七”，下部由“人”、 “一”组成 ；将“引”
字的“弓” 进了“口”，就是“目”字，“引” 
字中“一竖”移至左侧，这“一竖” 加“目”组
成“眞”的中间部份。

“三点加一勾”，是“忍”字。 这里是将“三（个）点加（到） 一（个）
勾”中，将一“点”加 到“勾”上部“刀字头”中，成 了“刃”，将二“点”
加到“勾” 下部“厶”中成了“心”，上下重新组合成“忍”。

“八王二十口”，是“善”字。“善”，自上至下由八（倒放）、王、廿、 口
而组成。

这三个字，就是“眞、善、 忍”。中国文字蕴藏了无尽的智慧， 给后世
留下了探寻天道真机的线索。如果世人有缘了解《碑记》道出的“真言”，
就能见证《碑记》结尾呈现的最后天象—— “人人喜笑，个个平安。”

朋友，当法轮功学员告诉您，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一 
定要牢记在心，这九字真言携带的都是宇宙中的纯正能量，能帮人增强信
心、增加正的能量。 在您动真心的一念之间，一切都在改变！绝境非绝路，
醒悟有生机！祝您抓住机缘，幸福平安！

绝境非绝路  醒悟有生机

刘
伯
温

在纸上贴出去，以后有条
件再上网声明。各种方式
都可以，神看人心。

自 2004 年 11 月 19
日 大 纪 元 发 表 系 列 社 论

《九评共产党》以后，引发
了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的“三退”大潮。中
共执政 70 年来，通过各次
运动，杀害了 8000 多万
中国同胞，迫害修炼“真
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20 多
年，中国人相信善恶有报，
脱离中共这个邪恶组织，
才能在老天清算、惩罚它
时自保平安。截至 2020
年 2 月份，在大纪元退党
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
数已经超过 3.5 亿人。

!



温馨提示：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建议使用 
                  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欢迎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事实真相。

电脑版下载：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下载：
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更多  精彩内容
请获取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获取翻墙软件的方法

长夜尽头是长夜尽头是
Chang Ye Jin Tou Shi Cai Xia

详见第 20 页详见第 2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