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肺炎疫情目前在全球的感染确诊人数已达 3300 多万，病亡人

数突破百万大关。这是人类继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之后，一个世纪中

遭遇的最危险和最难抵御的全球流行性瘟疫。迄今为止，人类在科学

层面对这个超级病毒的了解还很有限。又一个“九冬十月间”即将来

临，专家们预测二次疫情必然爆发，人类除了被动地封城、禁足，以

巨大的社会停摆与生命消亡作为惨痛代价外，就真的毫无办法吗？

已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弘传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法轮

大法，具有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即使是针对武汉肺炎——这样前所

未有的重症，其治疗效果也绝不例外，患者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功大

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就能得到彻底地康复。武汉肺炎疫情

期间，法轮大法明慧网持续不断地刊登了诸多武汉肺炎患者因念九字

真言而重获新生的案例。

本期《绝处逢生》系列连环画册中的故

事，均取材于明慧网上的真实事例。故事

从不同角度向读者介绍如何诚念九字真

言从而快速获得临床改善效果的经验，

同时也揭示了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内

在深层原因，并为劫难中的人们提供

了特效避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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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珠宝商奇遇记

市级医院医生的
特效治疫方法

一个政法官员的觉醒

为什么不是北京
而是武汉呢？

 染武汉肺炎  念九字真言痊愈

九字真言能逢凶化吉

“我算是彻底认清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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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岁的盖德女士是美籍犹太人，上个
世纪 60 年代她移民美国，掌管家族珠
宝生意。她经常周游世界各地，寻找奇
石异宝做首饰材料。

3 月 19 日，在长岛度周末的她突然感
觉嘴里除了一股金属味儿之外，其它什
么滋味儿都尝不到了，并且一起 
床就觉得浑身疼痛。

3 月 21 日，在南汉普顿的医院，医生告诉
她是武汉肺炎症状，叫她回家自我隔离，
每 4 小时服用一次泰诺（退烧药）。

纽约珠宝商纽约珠宝商
奇遇記奇遇記
作者｜艾丽

编辑｜松柏

绘画｜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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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说：“那种无法呼吸的恐惧是
巨大的，因为你不能叫任何人来送
你去医院。那种害怕亲人受到感染
的恐惧是极其折磨人的。” 

当晚，盖德就给安娜回短讯，说她念
了九字真言后，感觉到渐渐地能呼吸
了。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睡得很沉。
她说她想学法轮功。

4 月 23 日，盖德的法轮功朋友安娜 • 路易斯，
推荐她不妨试试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并给她发了法轮大法网站。

盖德遵医嘱居家隔离后，经常全身
大汗，疼痛得起不来床。虽没有鼻
塞，但就是有鼻塞得无法呼吸的感
觉。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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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九字真言后，盖德的武汉肺炎及其它
病状都消失了。她一年前做过血管造影
手术，心跳每分钟 45 下左右，现在是
50 下～ 54 下。

现在盖德女士感觉自己充满活
力，每天走步两英里，并开始了
日常的工作。

盖德现在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以前不相信神迹，但九字真言确实全面改
变了我的能量水平。” “法轮大法救了我。”

盖德女士说：“不管谁创造了这个口诀， 
这真的是让人正确呼吸的方法。” 

仅 3 天，盖德就能象正常人 
一样呼吸顺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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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盖德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真的，我必须感谢法轮大法，
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
到我身边的。”

1）  纽约疫情严重，在修炼界看来，究其根本， 
与美国政商界多年被中共渗透有关。武汉 
肺炎病毒是冲着亲共国家和个人而来。

2） 华尔街和美国金融市场向中共大量
输血，世卫等组织被中共操控，纽约政
要、权贵为中共站台，发声。中共的渗
透是方方面面的。

3） 新华社的宣传片在时代广场 24 小
时播放，孔子学院成大外宣课堂，华人
社区成为中共打击信仰和异议人士的
据点……

4） 随着中共软文化入侵，中共病毒的
大面积侵入也随之而来。杜绝中共渗
透，才能根除疫情继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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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为何是疫情重灾区？

本文故事取材于明慧网的真人真事
——《纽约珠宝商染肺炎 念九字真言痊愈》

更多精彩内容，

请翻墙访问法轮大法明慧网 www.minghui.org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自由门专业版 https://git.io/fgp88

自由门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邮箱索取自由门 ziyoumen99@gmail.com

安卓版电脑版



世界需要“真、善、忍”世界需要“真、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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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愿意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时，会与宇宙
中存在着的高能量物质场发生共振，引发强大的能量传递到念诵者身上，帮
助人们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与免疫系统整体抗病毒能力，从而有力地保护人们
免受病毒感染。

下面的故事来自今春疫情的漩涡区武汉，曾经站在法轮功对立面的一位
政法高阶官员亲历神迹后，由衷地赞叹起法轮大法来。

2020 年 3 月，正
值武汉肺炎病毒肆虐
纽约期间，广大的法轮
功学员心怀慈悲，不辞
劳苦，在纽约举行游行
与集体炼功，向世人传
递着救命的九字真言
与避疫良方。

截至目前，国际社会颁予法轮功的各类褒奖、支
持议案和信函超过 4500 项，其中褒奖超过 2900 项。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褒奖，代表了“真、善、忍”普
世价值广为世人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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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在纽约法轮大法在纽约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央公园集体炼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

“真、善、忍”为根本指导， 包含五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



武汉肺炎爆发了，病毒也蔓延到了我们地
区。我们以为中年男子不会再来了，没想到
他又出现了，而且是在疫情正猛的时候。

老杨断定他是政法系统的人。一次，老杨
坦诚地对他说：“师父要我们救度所有的
人，包括迫害过我们的人。”这之后，他
很久都没有再来。

法轮功学员老杨开了一家小饭店。去年年底，
傍晚时，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子连续 20 天
专找老杨聊天。

一个政法官员一个政法官员
的觉醒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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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鸣

编辑｜松柏

绘画｜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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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说，武汉居民冲着北京来的领导喊：“假的！
全是假的！”他说：“我就在现场，很多居民这样
喊。共产党纯粹草菅人命。我彻底认清它了。麻
烦你把我和家人入过的党给退了。”

他从封城的武汉刚回来。老杨说：“老百
姓说，武汉肺炎死的人得在公布的数字
后面加零。”他说：“看来都不相信共产
党的话了。公布的消息都是假的。”

“1000 多万人的城市跟死城一样，夜晚居民楼
里没几家亮灯的，医院就像个集中营，死的、快
死的到处都是。我们也怕啊，哪有不怕的。没
办法，上面让怎样干就怎样干。”

随后他讲了实情：他们已经监控老杨 4
个多月了，还安排当地派出所和外地警
察抄了一次老杨的家。他还说：“本来要
在两会前对法轮功来一次大抓捕，没想
到发生瘟疫了，计划泡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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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武汉附近一个村子被封锁了，无
人来救治，怎么办？村长召集全村人聚集在一起，齐
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遍遍地喊，患
者很快康复，全村人平安无事。真是太神奇了。

他说：“我在看《转法轮》。 
明慧网我也经常看。一些武汉居民感染病毒 
居然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好了， 
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信了。”

他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敢
于担当，敢于讲真话。你们的真相
资料，写得非常好。我也要象你们
那样去做一些事情。”

后来，他又来了， 
说：“为什么纽约疫情那么严重？ 
美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就是被中共渗透得最
凶的地方。我就亲自到美国执行过几次与渗
透相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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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月 23 日到 4 月 4 日清明节期
间，武昌殡仪馆开始发放骨灰盒，每
天发放 500 个。如果每天发放骨灰
盒 8 小时，每分钟就要发完一个。

2）武汉现有殡仪馆 7 处：汉口殡仪
馆、武昌殡仪馆、黄陂区殡仪馆、新
州区殡仪馆、江夏区殡仪馆、青山殡
仪馆、蔡甸区殡仪馆。年火化量在
3700 人～ 7000 人不等。

5）因中共撒谎成性，萨斯死亡人数
和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可能永远是个
谜。在城市停摆、封门封户的日子里，
人们只会感到恐惧，加上中共极力的
封锁消息，就更难体察数万生命已经
消逝。

6）“中共撒谎，百姓丧命。”《刘伯温
碑记》曾预言“贫者一万留一千，富
者一万留二三”，远离中共，才能真
正远离危险。

4）第二种推算，根据李泽华的观察
和计算，每家殡仪馆每天只焚尸 8 小
时，7 家殡仪馆日实际火化量至少为
1500 多具遗体，仅需 28 天就能达
到 42000 个骨灰盒的用量。

1999 年 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
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

新闻中的张海青，盘锦人，因患
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
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
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
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
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

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青就胡
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
挂了号，但药费没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
海青的人都知道，他从没练过法轮功。

3）7 家殡仪馆共处理了多少病患
遗体？第一种推算，按年火化量的
50% ～ 90% 来 计 算， 到 3 月 22
日为止，7 家殡仪馆的火化量大约
42000 人。

武汉实际死亡人数知多少 ?

造假“1400 例”

18

中共造假由来已久，这是它的本
质使然。早在 1999 年为了给迫害法
轮功找借口，就编造了“1400 例”，
下面仅举一例。

“罗锅事件”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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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路过市工行门口，碰到一位
相识的警察。他很高兴地说：“还是
一点没变老啊。经历了那么多魔
难，还这么风采。”我说：“你是
在夸我啊！你们警察明知道
法轮功好，还一次次地抄
学员家，我都被公安骚扰
多次了。”

善良警察“投错行”善良警察“投错行”

回家后，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次次
的被今天的对话搞笑，觉得很滑稽。笑过之
后，豆大的泪珠又莫名其妙地从脸上滚落下
来，顿时心生慈悲：众生苦啊！

他突然变了脸，说：“法轮功好，我知道的！ 
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为修‘真、善、忍’
坚持到底；我上门骚扰，为保生活费别丢失。
没办法，咱俩只能这样各做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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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慈悯

编辑｜松柏

绘画｜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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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着又想：难道当警察有错吗？当警察
就得参与迫害好人吗？国外的警察也这
样吗？显然不是。根源在哪呢？唉，要是
没有中共，大家都不会“投错行”了。看
来，错在中共啊。

女怕嫁错郎，男怕投错行。可他今生投到这个行里，为
了生存替共产邪党卖命，干着错事。其实，即使“投
错行”，用良知，也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厘米”，默默
地做一个好人，为自己及家人积德积福。

我是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1996 年修炼法轮功，已年近
50 岁了。武汉肺炎爆发时，医院紧急动员全员抗疫。我
第一个报名进入污染区病房工作。我知道瘟疫都是冲着受
中共邪党毒害的人，真正修佛的人是最安全的！

市级医院医生的市级医院医生的
特效治疫方法特效治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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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云

编辑｜松柏

绘画｜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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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六下班后上岗了，疑似病房病人激增，患者严重乏氧，
根本睡不着觉，还不允许有陪护。我想，一定要给病人讲
法轮大法的真相，远离中共邪党，才能保平安。

污染区的病人们情绪低落、恐惧。我告诉他们中
共“假恶斗”使道德溃败是瘟疫发生的根本原因，
特别是迫害法轮功，导致天灾人祸频发，只有退
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才能保平安。

我也主动和同事们讲。工作中多承担，出面沟通协调，积
极参与写材料等，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赞许。很
多同事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退党、团、队）。

不管多么危险、劳累，我尽量多进病房讲清真相：中共为
栽赃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能逢凶化吉，“三退”保平安……一般的病人
讲一遍或几遍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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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内弟的一名同学，他积极配合疾控人员详细回忆
近三周的活动轨迹，但过后，疾控人员却违背承诺
泄露了他的个人信息，引发社会舆论。他们精神压
力很大。内弟委托我给予关照。

在重症监护室里，有个我在疑似病房收治的
老太太，她的姐姐在我来之前就染疫身亡了。
再次相见，她很高兴。我告诉她常念九字真
言，后来她恢复得很好。

我讲中共为了捞取政绩欺骗民众，卸磨杀驴。告诉他们
念九字真言，给他们做“三退”。他们感受到了大法弟
子的善，说：“这个时候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你还能
费这么大劲儿来看我们，我们相信你。”

他和他的家人都在住院。我特意利用下班时间去
里面看望他们，正赶上他们因信息泄露而拒绝治
疗，要求与市长交涉。值班医生希望我能安抚他
们，以免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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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在
群里屡发通知，要求大家瞒
报确诊患者及死亡数字。我
借机给她打电话，从恶党造
假讲起，逐渐地讲我炼功受
益、天安门自焚真相、“三
退”保平安。她听得很认真，
并同意做了三退。

他们真的把我当作最信任的人，经常和我通电
话、发微信询问病情，咨询治疗意见等等。现
在，全家都平安无事，舆论风波也得到了解决。
我为他们得救而高兴。

之后邪党又搞什么“火线入党”，一线年轻医护多
是聘用的，工资仅 2000 多元。邪党不提高她们的
待遇，却忽悠她们申请入党、画饼充饥。本来承诺
好的疫情医疗补助，群里确认了不知道多少遍，事
后就是迟迟不发。

工作结束，我平安回到了家。高兴的是，在这
50 多天里我给很多人讲清了真相。中共的邪
恶灌输，蒙不住他们生命善良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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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党隐瞒疫情、危害世界，现在却无耻地
把自己宣传成抗疫模范、救世主。希望世
人早觉醒，早退出它，走向美好未来。

一些进污染区的医生愤慨地在群里发信
息表示：不要补助金了，我们当初冒着
生命危险进来，也不是为了钱， 
更不是为作秀，这是对我们医 
务人员的羞辱。邪党真的是利 
用完了你就翻脸不认人。

我：“疫情还未退，开门营业，担不担心被传
染？”理发师：“能不担心吗？有什么办法呢？
日子总要往下过啊。”

为什么不是北京为什么不是北京
而是武汉呢？而是武汉呢？
作者｜明鉴

编辑｜松柏

绘画｜舒清

0 100-999

1-9 1000-9999

10-49 10000-99999

50-99 ≥100000

30 31



我：“我知道有九个字，你每天诚心 
念一念，可以提高免疫力，不易 
被病毒感染，这叫‘九字真言’， 
即‘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 
你想不想试一试？”

理发师：“国家好像不让
炼法轮功吧？”

理发师：“迫害法轮功遭
报应那也应该从迫害的
发源地北京爆发呀，怎么
是武汉呢？”

我：“当初江泽民出于妒嫉，利
用中共一言堂宣传机器造谣
抹黑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
焚’嫁祸法轮功，迫害已持续
了 21 年。中共的迫害招致武
汉肺炎来了。”

“这部诽谤片传遍全国，使无数世人误解、仇恨法轮大法。武汉公检法、
‘六一零’及政府机构和社区基层都有恃无恐地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罪恶深重。瘟疫在武汉爆发，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人们就不知道真正
的原因了。在 1999 年

‘七 • 二零’之前，武
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
拍摄了一部时长 6 小时
的电视片，罗列许多伪
造证据， 恶意栽赃法轮
功。江泽民就以此为依
据坚持要打压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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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夕夜，外甥突然有点蔫，打不起精神，体温
38 度，全家慌了神，送医院担心被病毒感染，家里
也没有退烧药。”

“我走到外甥床前说：‘诚心念九字真言，一定能好起来！’
外甥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退烧了，全家那个高
兴啊。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就能得到神佛保护、免灾。”

我：“我给你取一个化名，把你曾经加
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退出来吧，不和
它们为伍。再有，你要经常诚念‘法轮
大法好’，肯定会健康平安，生意会越
来越红火，好不好？”

理发师：“好！”

理发师：“和你聊天，挺
自然的。村里干部和党
员们，他们老是端着架
子打着官腔，没有一点
人情味和真实感。共产
党不让老百姓有信仰
自由、言论自由，这不
是干坏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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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走进这家店，我问他最
近生意怎么样？他说：“挺忙
的，回头客比较多。”我又把

“九字真言”念给他听，他表
示记住了。临走时，他把我
送到店门口，一遍一遍地和
我告别，恋恋不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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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32003 年 11 月 8 日，《伪火》荣
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
誉奖。

该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
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
疑点，从而证实该案是中共为栽赃法
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

刘思影重度烧伤，要严格消毒隔离，减

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不穿隔离衣，不

戴口罩帽子，手拿话筒进行现场采访呢？

而且刘思影是在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第

4 天，就接受央视采访的。

CCTV 镜头显示，刘春玲并非被烧

死，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①一手臂

抡起，猛击刘春玲头部。②重物猛击刘的

头部后被弹起。③重物逆着灭火器喷射流，

飞向警察。④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

击的方位。

CCTV 镜头显示，王进东浑身烧黑，

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火中却不变

形，不变色。警察拎着灭火毯等待，直到

王进东在镜头前喊完了口号，才把毯子盖

到他身上，分明是在拍戏。

1.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被烧死？

2.塑料瓶子烧不坏？ 3.穿便服进入烧伤者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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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是指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的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可

以用真名、化名到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所加入过的所有中共组织，抹

去被强加的兽印 , 从而在天灭中共的时刻自救保平安。 每个人在大纪元

退党网站发表的“三退声明”, 可作为在天灭恶党、清算其党徒时 , 作

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

通过翻墙软件访问退党网站：
TUIDANG.ORG
TUIDANG.EPOCHTIMES.COM

通过电子邮件声明退党：
TUIDANG@EPOCHTIMES.COM

退党热线电话： 
001-702-873-1734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
以后再上网。

化名退党团队同样有效

中共对退党热线做了手脚，电话接通
后有录音告知：“这是空号，请不要打
这个电话。”请别上当、不要挂电话，
很快就能接通，请相互转告。

*

*
*

三退保平安



《为什么不是北京，而是武汉呢？》   详见第 31 页

自由门专业版   https://git.io/fgp88

自由门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 
电脑版

▲ 
安卓版

更多精彩内容，请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温馨提示：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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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www.minghu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