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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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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中央新闻联播里关于武汉肺炎辟谣的报道，还像定心丸

一样地在宽慰着人们，却突然间就变作了一件天大的惊闻！人们连家

门都不敢出了，到处是封闭、隔离，近乎痴人说梦的一幕在庚子年的

新春发生了！一切都是这样措手不及。但灾难的特征，从来就是让人

无法预料，防不胜防……

1 月 23 日，妹妹给我来电话说，她可能也感染了“武汉肺炎”，身

体很难受，喉咙很痛，还咳嗽，发烧，浑身没劲……

接到妹妹的电话后，我安慰她 ：没事儿的，你别怕，先去做个试

纸检查看看，回去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

妹妹去做了个试纸，化验结果出来说是阴性，就放心回家去做自

行隔离了，先观察两天再说——其实是阳性，我妹妹听错了。

然而，就在妹妹打电话给我的当天，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武

汉突然宣布紧急封城。不久，紧挨武汉的黄冈封城，远在千里之外的温

州乐清市、瑞安市、永嘉县也封城了。史无前例的举措，让世界震惊。

子时年交替，猪鼠岁相连。60 年一轮的庚子年，一天天挨近了，喜庆

的气氛也在一天天加浓。当人们还沉浸在迎接新年的欢快中时，潘多拉的魔

盒却悄然打开了，突如其来，猝不及防……

我妹妹雨萱在武汉一所医院工作，1 月 17 日，她像往常一样正常下班

后，跑到我这儿来，嬉笑着说 ：“现在外地司机看到我们湖北的司机就跑。”

她一边说，一边模仿着那些司机紧张而滑稽的动作，让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其实，有关武汉肺炎病毒的讯息，这时已经在民间流传，然而，因为中

共隐瞒疫情，新闻联播里语焉不明，令人浑然不觉。雨萱和武汉其它千万个

家庭一样，怎么也没有想到，灾难已经骤然降临。

大年前几天，我们大家族在吃年饭时，我妹夫咳嗽得很厉害，妹妹说他

已发烧3天了。大家都以为是一般的流行感冒，也没引起大家的警觉与注意。

谁知过了两天，就惊闻，武汉肺炎的魔影，已经笼罩了九州大地。

“幸运”武汉人

武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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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炼法轮大法好多年了，妹妹从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她也听过很多人身患绝症，修炼法轮大法后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但

是，她受中共无神论毒害太深，过去不太相信有神佛存在。

我告诉妹妹 ：我这里有灵丹妙方，可以帮助她全家度过灾难。就

看你信不信。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妹妹选择了法轮大法，她决定哪里

都不去了，就住在我这儿，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诚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吉言，就信法轮大法能保命。

我马上给妹妹放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音。

这段时间里，我继续给妹妹讲法轮功真相，告诉她为什么有这场

大瘟疫……我对妹妹说 ：你知道吗？为什么家里其他亲人都没感染，

就你和妹夫感染了武汉肺炎？这是因为家里其他人都敢告诉别人法轮

大法真相，发自内心地相信大法 ；而你和妹夫，得了法轮大法的好处，

却对大法还半信半疑的。只有真正相信法轮大法的人才能得到大法的

保护啊！我妹妹终于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

到了 1 月 29 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妹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在医院做了 CT，确诊是感染了武汉肺炎，还很严重。她们科室感染了

几个医护，所以妹妹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被医院的病人传染的，还是

被丈夫传染的？

这时，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妹妹的电话几乎都要被别人打爆，

她的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向她求救，都是已感染武汉肺炎，希望我妹妹

能给他们帮助，他们想到医院住院抢救。妹妹告诉他们说，她自己都

已感染了，没有病床，医院只收治医院的职工，妹妹实在帮不了他们。

妹妹接这样的电话多了，听到很多人快死了，她也害怕得不行，她

怕自己也死了。我让妹妹快到我这里来，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一定

会好的！现在，妹妹很清楚，武汉肺炎没有药物可治。再就是，在医

院里，中共搞的那个所谓的隔离治疗，其实就是把感染的人集中在一

起，让他们自生自灭。后来网上有人发帖子说，方舱医院里什么都没

有，去的人就是在等死。

“幸运”武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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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患者”逃生记

我妹妹每天念救命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二月份的第一

周，她到医院里去照了 CT，诊断结果是病情得到了抑制，明显地在好

转 ；第二天，又到医院检查试纸，是阴性。

武汉肺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毒性比萨斯还厉害，即使亲人得

了这个病，也都得隔离开来，不敢靠近。我每天进出房间，端水送饭

地照顾妹妹，什么事也没有。我知道法轮大法师父保护着我。妹妹从

我身上，又一次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妹夫也住到我这来

了。刚来时，他几天不能吃饭，发烧，浑身无力，听了李洪志师父的

讲法录音后，当时就能吃饭了，现在也不发烧了，病情明显好转。

以前，我给妹妹的朋友讲法轮功真相，她吓得不行，不让我讲。现

在，她敢让我在电话里，给她的朋友们讲法轮大法真相了。

朋友，我把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讲出来，就是想告诉您 ：只有

法轮大法才能救命 ；诚信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走

过大劫，获得康乐与平安。

年前，张先生去武汉，到了武汉，才得知那里的疫情已经相当

严重，没几天就宣布封城了。他想 ：被困在这里是死，冲出去可能

也是死，但比困死在这里强。

张先生设法逃到了周边的一座城市。没想到刚刚到达，那里也

要封城了！他疲于奔命，设法逃到了其它省，又历经千难万险，终

于回到自己的家乡——他感慨万分 ：在自己国家“偷渡”的这段历

程，必将载入史册。张先生心里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 ：总算拣了

一条命回来！他知道武汉肺炎的传染性很强，而且毒性也很大，比

非典还厉害。所以他不敢马上与家人团聚。心想 ：先自行隔离吧。

14 天后没事就自由了！谁知，就在第 14 天那天，他突然出现高烧、

咳嗽、胸痛等“武汉肺炎”症状，很快就倒下了。张先生打“120”

电话，向医院求救，医院回复说他们无法来接他，让他与传染病医

院联系 ；张先生忍着病痛，打电话到传染病医院，对方说不能派车。

武汉肺炎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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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明白，不会再有哪个医院来救他了。躺在床上的张先生

彻底绝望了 ：千辛万苦从武汉疫区逃回来，现在却叫天天不应，叫

地地不灵……

张先生在惊恐与失望中，打电话给家里，是他 7 岁的儿子接的

电话。张先生告诉儿子说 ：“爸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张先

生的妻子和岳母得知他病重的消息，都非常着急。但是，张先生怕

传染家人，不告诉他们地址，他们也无法来到张先生身边。

这时，儿子在电话里不断地对他说 ：“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啊！一定要念啊！”听了儿子急切的叮嘱，张

先生猛然想起法轮大法来了。

原来，张先生的妻子、儿子、岳母都是法轮大法修炼人。几年

前，张先生也曾接触过法轮功。那时候，他患了“系统性红斑狼疮”

久治不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看过《转法轮》（法轮功主要著作），

结果病好了，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但是张先生从小受共产党无神论的洗脑很深，并不是真相信法

轮大法，有时甚至说对大法不敬的话，还说他的“三退”不算数。

现在，在生命面临绝境的时候，儿子那声声急切的呼唤，让张

先生想起了法轮大法 ：当今，法轮大法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弘传，

无数事实证明，在灾难面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

吉言都起到了救人的作用，这是救命的妙方啊！

他看到了希望，危急关头，他一遍遍诚心敬念起来……

家人也经过了一夜的煎熬，第二天，妻子接到了张先生的电话，

说高烧已经退下来了，浑身大汗淋淋，虽然还很虚弱，但已经无大

碍了，让家人放心！亲朋好友们个个激动不已，孩子的姥姥禁不住

落下泪来。没过多久，张先生痊愈了。经历了这场生死劫，他彻底

相信法轮大法了 ：是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九字吉言，真是救命的

真言啊。

“武汉肺炎患者”逃生记

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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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苦读书  坦克碾碎梦想

美国西医：见证“独一无二”

美国西医

见证

苏楠是学土木工程的。1989 年初他从中国到了大洋彼岸，成了一名留

美学者。那个年代，能够到美国去，不说是凤毛麟角吧，但也是很多中国人

羡慕的对象。刚到美国时，苏楠踌躇满志，每天刻苦读书，他的愿望是想早

些学业有成，回到家乡施展宏图。但是，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初衷。

1989 年 6 月，中共镇压“六·四”学生运动，苏楠在美国看到了电视实

况直播。天安门上发生的惨烈枪杀，让苏楠这批留美学生、学者不寒而栗。

他们去旧金山领事馆，抗议中共残酷的镇压。从此，他回国的心渐渐地淡了。

从那以后呢，苏楠就告诉自己 ：中共的暴政啊，实在是太丑陋了，这些

事情再也不要管了，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吧。这辈子没有别的想法了。好不容

易到了自由的世界，那就充分利用自己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让自己学业有

成，家庭美满幸福吧。

苏楠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攻读专业上，两年多的时间就学业有成，

毕业了。毕业后他很快找到一份高薪工作。接着就买了房子、车子，

这个美国梦很快就实现了，这个时候的苏楠，真可谓是人生得意啊。

正当苏楠理想的蓝图渐渐展开之际，他的身体却出了大毛病。他

开始每天超大量地排尿，尿不止。去看西医，西医把苏楠每天所有的

尿液全部都收集起来，然后检测出尿的量是多少。西医的结论是 ：正

常人是 800 ～ 2000 毫升的尿，而苏楠排尿最多的时候是 15000 毫

升，是正常人的 7 ～ 19 倍。

看到这个数字时，苏楠吓坏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这是很

正常的。但是，这突然而来的疾病，让苏楠心生恐惧，感觉自己走到

了悬崖绝境，一切的努力打拼，所拥有的名誉财富等，在瞬间变得毫

无价值。

这个时候，苏楠深深地感受到 ：人生最宝贵的是健康与平安。

努力拼搏  实现美国之梦

11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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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楠经常处在一种脱水状态，尿量非常大。想补水，补不进去。

水喝多一点，就会恶心，吐出来。身体新陈代谢系统不正常了，血脂

高，血压高，多种病都随之而来。

苏楠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能去热的地方。因为缺水，血

液的总量不够，所以，去稍微热的地方，坐那儿啥都不动，苏楠心跳

就 160 几下，稍微一动，就晕过去。他身体不出汗，夏天热得不得

了，即使热得昏过去了，他都不出汗的。

苏楠的家住在旧金山的湾区，就是硅谷，那个地方四季如春，但

是，苏楠一年四季离不开空调。十几年来，他浸泡在冷气房中，出门

车里有冷气，办公室里有冷气，回到家里有冷气，常年浸泡在冷气

中，不敢见太阳，那种痛苦无法形容。他深深地体会到 ：一个人，如

果没有身体的健康，再辉煌的人生都会变得黯然失色，什么事业啊，

前程啊，等等等等，在这种病痛的消磨之下呀，变得毫无意义了。

当时斯坦福大学的 Lin 医生，是医学界认证的世界上最好的内分

泌科的医生，他告诉苏楠 ：你的症状，英文叫作“Diabetesinsipidus”，

中文叫作“尿崩症”。就是在你的脑的蝶湾部位长了一个瘤子，要动

手术把瘤子取出来。现在的问题是，做磁共振、做 CT、什么扫描都

做过，就是找不到瘤子，这样，医生就没有办法了。

西医唯一能做的方法，就是给病人补充激素，用一个小管把抗利

尿激素从鼻子里吸进去，每天都要定时地吸。但是收效甚微。

西医不行，去找中医吧。苏楠回到大陆，北京、广州、陕西……

能去的地方都去过了，能找的专家，也找过了 ；除了中医之外还找气

功，前后找了 5 位气功师帮助调理。人的生命到了这种程度，为了想

把病治好，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什么都要拿来试一试。

尿崩症，是世界上非常罕见的一种内分泌的疾病，现代医学无法

医治。能找的方法，苏楠都找遍了，最终，他彻底绝望了。

一年四季  生活在冷气房灾祸降临  寻找生的希望

美国西医：见证“独一无二”

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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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因其净化人心和祛病健身的显著奇效，

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 1992 ～ 1999 年的短短 7 年间，迅速

传遍神州大地。

据 1998 年底中共官方的一项统计显示，全国学炼法轮功者超过

7000 万。北京紫竹院曾有一个相当大的炼功点，参加修炼的有许多

国务院或中央机关的离退休高干和退役将军。当时从副总理到人大委

员长、政协主席等等，中共高层几乎人人都看过《转法轮》。时任中

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炼过法轮功。那些修炼法轮功后的

身心受益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尊敬和感恩。

这些都让江泽民妒火中烧。这个小丑多次委派公安部长罗干构

陷、寻衅法轮功，把法轮功学员 1999 年 4 月 25 日和平理性的上访，

污蔑为“围攻中南海”，并不顾其他 6 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一意孤行地发动了这场祸国殃民的迫害。

俗话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楠求生的愿望，让他终于看到了

曙光。1997 年 4 月 6 日，这是苏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一天。那天，

他看到一则讯息 ：“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高层次功法，源出

于佛家法轮修炼大法，修炼‘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

苏楠得知李洪志师父要在旧金山美生堂讲法。苏楠就想 ：为了存

活，有机会，我就要去试一试。那一天，李洪志师父讲了很多话。苏

楠从大厅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修与炼之间的关

系。修炼啊，你光炼不行，光炼功不行，你得修心，这“炼”是跟着

“修”。前面先有修心，后面才有炼功，有了这么个关系。

这是苏楠从来没有听过的。他病了以后也练了不少其它功，但

是，从来没有人给他讲得这么明白。

后来，苏楠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得到一本《转法轮》，有时间，就

去跟大家一起炼功。就这样身体也好起来了，尿量也没有那么多了。

风云突变  中共迫害法轮功柳暗花明  吉人自有吉相

美国西医：见证“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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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楠心里也不好意思了 ：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大草坪上炼

功，挥汗如雨，让美国的国会能够了解法轮功。我却怕热 ：哎呀！豁

出去了。这个时候，大家正好是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静功打坐。苏

楠就坐下去了。

这一坐，成了苏楠终生难忘的一刻。大概只有 20 来秒，苏楠全

身的汗，像水一样涌出来了。头上、肩膀上、身上……就这么涌出来

了。多少年啊，他没有流过一滴汗。哎呀！那种久违了的、透彻的、

那种全身舒服的感觉！还伴随着一种如释重负、一种整个人完全解脱

的感觉。顿时，苏楠汗水和着泪水，往下流淌着……

苏楠的心情激动啊！从此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下生活了，这

太美好了。苏楠当下那种激动，那种对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感恩

的心情，让他铭刻心里……每当苏楠讲起这段心历路程，都会潸然泪

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情深处”吧。

中共发动迫害后，海外很多法轮功学员，到中国领事馆抗议，声

援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旧金山湾区炼功点上的一位年纪

很大的阿姨，打电话约苏楠一起到华盛顿 D.C. 美国国会去讲讲自己

修炼法轮功受益的体会。苏楠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他们买了机

票，飞到了华盛顿。

7 月的华盛顿，骄阳似火，气温在 33 摄氏度，坐在那里不动，就

是满身大汗。苏楠猛然想起来了 ：“哎哟，这么热啊，这个地方我是

不能来的，我身体的后果会很严重啊。”从前的那种记忆，他一下子

回想起来了 ：哎呀，会昏倒的啊。原来，苏楠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

到了康复。但是他十几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没有改变 ：温度一高，他不

去室外。对苏楠而言，冷气房已是他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陪伴。

苏楠想到树荫下躲一躲，谁知，刚走到树底下，一位老学员对他

说 ：大家都在草坪上炼功呢，你快去吧。

有泪不轻弹  只因未到情深处义无反顾 为声援正义而坐

美国西医：见证“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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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生意人，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我的愿望就是“平安度

日”，全家老少平安，这就是最大的福气。

每年，我都进庙里求神拜佛，烧香进贡，很虔诚地为自己和家人

求平安。可是，往往人生并非自己期盼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这话真是至理名言……

2016 年 5 月 13 日，我突然胃疼得厉害。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

胃上长了东西，可能得了不治之症。真是晴天霹雳！全家人都傻了。

我妻子一直哭，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想：我死了，倒是什么

都不知道了，可这一大家子人怎么办？父母老了，谁来照顾呢？一儿

一女在上学，留下妻子一人怎么办啊！

人生路上，“死”这个字很可怕，但总感觉离我很遥远，现在，生

命即将终结，近似走到尽头的实感，却这样实实在在地逼在了眼前。

救命的宝书

以前，苏楠身患绝症时，请了一位长期家庭医生 Kaiser，他是

一位美国人。苏楠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非常舒服，所以很长时间就

没去找他了。有一天，Kaiser 突然打电话给苏楠 ：“你怎么好久不来

了？你的身体很严重，需要继续治疗啊。”

苏楠告诉 Kaiser 说 ：“我好了。”Kaiser 不相信，他说 ：“你这

种病啊，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怎么会好？你来，做血液检查！”

苏楠去了，血液结果出来了，Kaiser 对苏楠说 ：“啊，血液结果

确实正常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你好了？你是怎么好的？”

苏楠就跟他讲 ：是用了中国的秘方。Kaiser 好奇地问 ：是中

国的什么秘方？苏楠说 ：“我炼了法轮功，这个法轮功让我的病好

了。”Kaiser 惊叹道 ：“你是个非常特殊的病例，你是个独一无二的。

因为你这个‘尿崩症’呢，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一种内分泌的疾病，居

然好了。”Kaiser 非常高兴，他见证了一个世界上的“独一无二”。

医学专家：世界独一无二

1

宝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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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坚持去庙里敬香，求人给看看 ：我的病能不能好？有没有

什么救命的方法？

我跟妻子去了庙里。那人说 ：“该走谁也留不住，可能就是命该

如此。”听了这话，我与妻子简直沮丧得不行，心情非常沉重，心

想 ：这下全完了，还准备买楼房扩大经营呢，完了！全完了！

妻子劝我说 ：去找找算命的吧，看算命的怎么说。于是我俩就

又赶紧去找人算命。结果和庙里的人说的一样，不过算命的最后说

了一句 ：“你家里有人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只要她治就能够好。”

听了这话，我和妻子燃起了希望，想，那会是谁呢？过了一小

会儿，我俩几乎是齐声说 ：“一定是姐姐，走走，快去找姐姐！”

我姐姐叫慧新，已修炼法轮大法多年，我也知道法轮大法好，也

知道她修炼后的巨大变化，但由于中共迫害，我害怕，就没有炼 ；

也不让她讲法轮功真相，她一讲，我就炸，我怕姐姐受中共迫害。

自从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后，我一直想让姐姐放弃修炼法轮功，

与她发生过多次矛盾。我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是极其残酷

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那些残忍镜头，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着 ：

几百万人被关押，抓捕 ；无数人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 ；

仅清华大学，就至少有 5 人被迫害死了，亲人们痛不欲生 ；无数个

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怕姐姐也遭受这样的迫害。

尽管法轮功祛病健身很神奇，提升人的道德也是有目共睹，给

千万个家庭带来了幸福康乐。但是，中共为了维护它所谓的政权，对

这些善良修炼者实施的迫害，却是那样地残忍，毫无人性……

我一边开车，一边琢磨那个算命人说的话，心想，我这病，姐姐

有办法吗？姐姐炼法轮功多年，难道也是神医了？……以前每次去

看姐姐，她都给我讲法轮功真相，并劝我做“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每次我都会气冲冲地离开她家……姐姐会不会管我呢？

救命的宝书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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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忐忑不安地嘀咕着，不知不觉到了姐姐家。姐姐非常高

兴地招待我们，这时我二姐也来了，二姐问 ：“你一大早来这儿有事

啊？”我只得说 ：“有事，出大事了，我生病了，胃上长个瘤子……”

刚说到这儿，妻子一下就哭了起来，二姐一听也掉下泪来。

我对姐姐说 ：我这病有救，是有人叫我来找你的。那人说你一定

能行的。你给我治治病吧？妻子在一旁证实说 ：“是真的，那个算卦

的叫我们来找你的。”姐姐扑哧一声笑了，说 ：“我们可不看病，李

洪志师父在《转法轮》里讲，‘要想好病、祛难、消业，这些人必须

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那你就学学

法轮大法吧。”我说 ：“我是这意思，是想学，可是得有人指点呐。”

姐姐拿出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对我们说 ：只有法轮大法能救

你。你们今天就听我的，把《转法轮》请回去，两个人一起学。只

要认真地学，李洪志师父一定会管我们。

姐再三叮嘱我，一定得认真学下去，还告诉我，这是你的缘份，

一定要知道珍惜 ；其实这就是命里注定的！亲人之间，给予再好的

礼物，也无法与这本宝书相比，这是至高无上的礼物啊！

二姐也修炼法轮功。她说 ：“一定要真学下去，师父才能管得了

你的病。我有亲身体会。”

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通过学习《转法轮》，懂得了“真善忍”

的真谛。我处处善待他人，做生意讲究诚信，我的客户们都愿意与

我合作 ；在利益、矛盾面前，我总是先替对方着想，站在别人的角

度去理解别人的苦楚。很玄妙，每当这时，看似矛盾很尖锐，也都

会化解开来，真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久，又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胃上长的东西不见了，什么

事都没有！我知道是李洪志师父救了我，是师父用法力引导我修炼，

做一个好人、一个高境界的生命。我和妻子感动地哭了……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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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法轮》是法

轮功主要著作。《转

法轮》一书的名字，

对许多中国大陆人

而言，可能不会陌

生——1995年1月，

《转法轮》出版后，

就立即受到读者的

欢迎，中国大陆有

一亿人修炼法轮功。

1996 年，《转法轮》

被《北京日报》等报纸评选为年度十大畅销书之一。

1999 年 7 月之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备受中共迫害、污

蔑。然而，《转法轮》一书却在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公开发

行，有 40 多种语言文字的版本，是被翻译成不同语言文字

最多的中文书籍。

《转法轮》被称为万古奇书，解开了亘古以来人类不懈

追求，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宇宙、生命之迷 ；祛除了无数令

现代医学束手无策，身患疑难杂症人的疾病 ；使全世界上亿

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

瑞典国王颁奖
2011 年 10 月 17 日，瑞典国王亲自为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颁发了

“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

瓦西柳斯在谈到成功之道时表示，他从 1998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法

轮功要求修炼者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在日常生活、工作环境中严

格要求自己，提升道德境界。因此他在工作中能够尽心尽力，并为客户

着想，赢得了信誉，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正是源于他的修炼，是“做好事，

得好报”。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记忆犹新 ：“非典”那年，我女儿发高烧，

好几天高烧不退，烧到 43 度！我们夫妻俩快吓死了，打电话给亲属，

只有姐和二姐她俩不怕传染，骑车来看女儿。让我们念《转法轮》

给女儿听。只念了半天时间，女儿的高烧就退了，欢蹦乱跳了！我

当时心想，是不是姐姐们也有法力啊？李洪志师父叫她俩来的啊？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法轮功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管着我们，只

是我们被谎言蒙蔽了双眼，不悟啊！

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近 20 年的血腥风雨中，我和妻子以这种方

式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何止是我们，有多少有缘人啊，以各种不同

的形式与法轮大法结缘。我明白，是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引领

弟子入门。

千言万语，也无法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师父的法光照亮了我

们这个大家庭，任何感激的话也表达不尽对师父的感恩！

   附录（一）

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转法轮》
一书模型，将这部巨著展现在宝岛
台湾的大地上。

一
本

奇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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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湾

法国法国

印尼印尼香港香港

韩国韩国

德国德国

英国英国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美国 - 华盛顿美国 - 华盛顿加拿大加拿大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

墨西哥墨西哥旧金山旧金山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  荣获 3600 多项褒奖

美国 - 纽约美国 - 纽约      附录附录（二）（二）



   附录    附录（三） （四）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念诵九字吉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化解灾难，祛病
保平安。虽说有些人一时不能接受，但还是有
相当多的人越来越感到神奇，原因就是因为念
诵“法轮大法好”或“真善忍好”时，在自己
身上得到了非常实际的应验。

为什么诚心念诵九字吉言，就能获得祛病
健身的奇效呢？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
法，其理念“真善忍”的本身就包含着“正”
的因素，特别是在当今中共对其肆意打击诬陷
之时，有人敢于认同“真善忍”，那么他的心
就是“正”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能分明正邪
善恶的人，这本身就会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发

出纯正的“思维有形体”来，那么邪的东西也就无从干扰了。

固班诺夫，是俄罗斯社会生态学国际研究院的学者，他研究的一个项目
是如何在 3 至 6 天内有效地控制、清除大范围的流行病，其中包括 SARS。

固班诺夫说：如果人的机体和精神道德都是健康的，总是发出正的“有
形体”，那么病毒来到的时候，就会被粉碎掉，从而使人能够保持健康。但
对于那些总是发出不正的“思维有形体”的人，即使只是有病毒携带者从
他身边走过，就可以通过他的不正的大脑辐射，从而产生对病毒的“偶然
捕获”，病毒就能够进入体内。

他这个认识和我们中医的认识有相通的地方。《黄帝内经》中讲：“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危难时刻诚念九字吉言化险为夷的例
子比比皆是；实实在在地让很多人经历了绝处逢生、起死回生的奇迹，所
以被得福报、获新生的人们尊为“吉言”。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三退”，是指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

因为中共罪恶累累，它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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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天要灭中共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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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把自己的性命交给这个邪
恶的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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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解除毒誓，才会在天灭
中共时免于受连累，才能在老天清算、惩罚它时自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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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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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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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凶猛 自保有         招
为
什
么
要
「
三
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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