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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静夜》表现的是 ：夜深人静时，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怀里抱着熟睡的婴
儿，在柔和、温暖的灯光下，专注看书的情景。画面充满了静谧、祥和的气氛。

画中，女子阅读的书籍被置于画作中央，是整幅画的核心。细心观察，您会发
现黄色的书皮上写着“转法轮”三个大字。

《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这本书能破除黑暗，唤醒迷茫，为处于绝境
中的人们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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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
文｜兰心　绘画｜紫竹

“九字真言故事”栏目，将为您选编在瘟疫、洪水、地震、突发险情以及疾病等
各种灾难中，人们通过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得以逃生的故事。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汉字，犹如暗夜中的曙光，让人们见证了法轮
佛法的神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师父的浩荡佛恩！

本期故事《考验》，再现了一名女研究生从染疫到转危为安的一段心路 ；《温哥华
的春天》，记录了一个服装设计师由感染中共病毒到劫后重生所历经的 20 天过往。

2020 年 1 月 17 号，坐在向河南老家行驶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划过的一幕幕，我
的心情犹如这北方的天气一样爽脆。就像夹心饼干。在武汉读研，已经有半年时
间没和家人见面了，我归心如箭，恨不能早一点到家。

1

回家没几天，武汉爆发大
瘟疫的消息像暴风骤雨般
地压了下来。互联网上的
讯息以及各个村里那些吓
人的广播喊话，让我忐忑
不安，非常害怕。

2

由于来自疫情重灾区，按
照当地的规定和学校的通
知，我成了隔离与监控的
对象。从大年初二开始，
我禁足在家，每天向村里
上报体温。正月初五，在
测量体温的时候，我发现
有点偏高，就吃了几片退
烧药，温度降了下来。

3

2 月 1 号这天， 我感觉身
体又有点发热，一量体温
是 37.5 度。这时，我的心
乱成了一锅粥。因为得知
我的辅导老师已经被确诊
为武汉肺炎，所以我十分
担心自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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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妈妈在外地出差，我急得哭了，给妈妈去了电话。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她
平静地说，“闺女，别害怕，你就真心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病情就消除了。”

5

但是，好景不长，从医院
回来不到一周的时间，一
天，我感到喉咙发痒，咳
嗽，呼吸不畅，又陆续出
现了拉肚子、浑身肌肉酸
痛等症状。突如其来的变
化，使我刚刚放下的心又
悬了起来，武汉肺炎——
我可能真的中招了！

7

夜晚，我躺在床上，想想
家里及外面与我接触过的
人，我越想越怕，越怕越
想，加上病痛的折磨，我
无法入睡。父亲说我是自
己吓唬自己，可我心里有
数， 病情已经很严重了，
只是不敢声张而已。

8

经 过 反 复 思 考， 我 决 定
还 是 采 取 妈 妈 教 我 的 办
法——诵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可
我嘴里在念，心里却想着
武汉肺炎，想再去医院排
查，或者到医院治疗，对
念动九字真言不太专心，
结果身体改变也不大。

9

6 听了妈妈的叮嘱后，我并没有照着做。虽然我从法轮大法中受过益，但对法轮大
法并不真信，医院才是我的唯一靠山。在我的要求下，爸爸陪我到医院做了排
查，结果没有被感染，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我和爸爸欢快地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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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也修炼法轮大法。她
来看我，说，要真心念真
言。我说，我一直在念呀，
好几天了也没有好转。姥
姥说，就怕你念得不真心，
你想想，咱是求法轮大法
师父解难的，如果你念得
不诚心，那对得起大法师
父 吗？ 法 轮 大 法 是 佛 法，
诚心念，大法师父绝对会
保护你的！

10

打 那 以 后， 我 就 一 心 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走路，吃饭，有空我
就念，在心里默念。仅仅
两天后，我的身体就有了
明显好转。然而，难以预
料的是……

12

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又出现了反复，浑身热得不行，烧得比前两次更严重了。可
我没有害怕。心想，既然我相信法轮大法师父，就不能三心二意的，这是对我能
否坚定的考验，我只管一心地念，念着念着我就睡着了。

1311 姥姥的几句话使我茅塞顿
开，脑袋立刻清醒了：对
啊，我是求法轮大法师父
救命的，自己不诚心，那
不在欺骗大法师父吗？！我
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病情不
好转的缘由。认识到错误
后，我突然感到心情畅快，
有一股暖流贯通全身。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突然觉得身体很轻松，不正确的状态完全消失了，我心里那
种舒爽的感觉真是无以言表。洗漱后，我给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恭恭敬敬地上了
一炷香。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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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的春天
文｜伏笔　绘画｜紫竹

2020 年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过后，温哥华的天气渐渐转暖。莱欧
家后花园里的草已经很久没有修剪了。4 月 21 日这天，他花了 40 多分
钟，把草坪修整一新。可谁能想到，一个月前，莱欧因感染武汉肺炎（中
共病毒）还差点失去生命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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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欧，40 多岁，是一位亚裔加拿大人，现居住在北温哥华。目前，他
在一家大型公司从事服装设计工作。

2

莱欧喜欢运动，每个周末，他都要去健身房健身，所以身体很好。可
就在 3 月 8 日这天，莱欧突然出现了身体无力、发烧、喉咙疼痛等中
共病毒症状。他想，2 月下旬，自己曾去过健身房，当时人很多；还去
过理发店，那个理发师刚刚从伊朗回来；还做过 2 天兼职，可他怎么
也想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哪儿被感染的呢？

3

3 月 11 日，莱欧头痛得很厉害，高烧 38.1 度，他感觉不对劲儿，就到
北温哥华紧急医疗中心做中共病毒检测。事后，医生给他开了些退烧
药，嘱咐他定时吃，说回家自行隔离吧。

4

5 然而，回家后，莱欧一直高烧不退，头疼得无法忍受。按医嘱每隔 6
小时服用一次退烧药，可药效一过，他又开始发烧，头痛。每次吃了
退烧药后，莱欧都会大汗淋漓，一天要换 10 多件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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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月 11 日至 21 日，莱欧度日如年，什么都吃不下，不停地喝水。妻
子夏奈尔见他实在撑不住了，就逼着他喝一点点儿酸奶，吃一点点儿稀
粥，或者喝一点点儿高能饮料。10 天后，莱欧的体重下降了 10 多磅。

6

7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护理丈夫的过程中，3 月 14 日，夏奈尔也出
现了发烧、呼吸困难、腹泻、乏力等中共病毒症状，有两天体温还一度
高升到 40 度，咳嗽不止。

夏奈尔年过八旬的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 20 多年了，危急时刻，她
让女儿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因亲眼所见母亲在
修炼法轮大法后，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健康的身体，所以夏奈尔非常相信
母亲的话。

8

诵念九字真言仅仅一天后，夏奈尔就从 40 度高烧退到了 37 度多。两
天后，她的体温就恢复了正常，其他症状也消失了。此后，再也没出
现过身体不适的症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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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康复后的妻子也叫莱欧诚念九字真言，可他头疼得没有心情去听
这些。到了 3 月 21 日凌晨，莱欧头痛得像要炸开了，胸闷，根本不能
入睡，感觉自己已经不行了。

10

11 莱欧打 911 电话求救，救护车把他送到了北温哥华的狮门医院。医生
为莱欧做了全面检查，结果肺部感染严重，肝脏受损，当时就被送进
了隔离病房。

5 天后，莱欧退烧了，医生就让他出院了。可回家当天，夏奈尔却发
现莱欧整个人的状态更糟糕了，精神焦虑，身体虚弱，咳嗽不停，坐
也不是，躺也不是。第二天凌晨 2 点，一直无法入睡的莱欧把妻子喊
醒，说自己真的不行了。

12

13 救护车再次把莱欧接到了医院。医生问明情况后，认为没有生命危险，
说还是回家隔离吧，住在医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没有
可以治愈的药物。莱欧彻底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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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后，莱欧焦躁不安、无法正常饮食、无法正常入睡的状态仍在持续，
夏奈尔非常着急。3 月 27 日中午，她坐在莱欧身边，拉着他的手说：
念九字真言吧，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能够帮助你平静下来。

14

15 在经历了 20 来天的痛苦煎熬后，莱欧这次接受了。他用中文一个字一
个字地跟着妻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反复地念……当晚，莱
欧就能够安静入睡了。

第二天，莱欧的状态明显好转，不再焦虑，并恢复了食欲。又过了些日
子，莱欧的轻状咳嗽也消失了，逐渐恢复了原来的体重与体力，于是出
现了本故事开头的一幕。

16

不久，莱欧夫妇在整修一新的庭院里，举行了一次小型聚会。他们对到
访的好友说，是法轮大法使他们劫后重生，是法轮大法师父的浩荡佛恩
给温哥华的春天带来了美好！

17



武汉肺炎
又称中共病毒  

中国病毒学家——前香
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闫丽梦
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
时披露，早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共就已经知道了武

汉 肺炎存 在着人传人现象，
可直到 2020 年 1 月 20 日，它
才不得不对外公开承认，隐
瞒“武汉肺炎人传人”达 20
天之久，致使武汉肺炎病毒
迅速蔓延全国，并辐射全球。  

目前全世界疫情居高不
下，仍然看不到尾声。中共
宣称当今中国疫情已经过去，
这 只 是假相。截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全 球 已 有 4830

多万人染疫，超过 123 万人
死亡。正因为中共渎职，掩
盖疫情真相，瞒报、销毁疫
情数据，开放旅行，才给世
界带来了如此空前的人祸。
如果中共能如实报出武汉疫
情真相，瘟疫在武汉就能被
及时封堵，而不至于泛滥世
界。所以，中共才是促使这
场大流行病爆发的元凶，武
汉肺炎叫中共病毒恰如其分。

武汉肺炎病毒
出现明显变异  

闫丽梦表示，武汉肺炎
病毒是人类遇到的最厉害的
病毒 ；迄今为止，人们仍不
了解它 ；不要指望“群体免
疫”；也不要指望目前阶段会
有疫苗 ；这种病毒非常特殊，
非常恐怖 , 其传播速度非常
快，现在世界上大约每 600

人有 1 人感染，直到有一天，
可能每 10 人就有 1 人感染。

最新研究表明，武汉肺
炎病毒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异，
一 种 名为“D614G” 的 武 汉
肺炎变种病毒，更易攻入人
体，使感染力提高了 3 至 6
倍。而且，随着病毒向国外
广传，将一边传播一边变异，
当变异出强悍版，转回中国，
点燃二波疫情是必然的。

二波疫情侵袭，人类该如何自救？

LI-MENG YAN
MY“MESSAGE OF TRUTH”

二波疫情蓄势待发
免疫学家称

“非常非常可怕”  

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免
疫学教 授 丹尼•奥特曼称，
第二波疫情会再次来袭，形
势将“非常非常可怕”。且不
止一位专家预警，新一波疫
情将不期而至，并以更加狰
狞的面目蔓延全球。就连亲
共的世卫组织都表示，武汉
肺炎疫情可能会卷土重来，
预计 全 球 死亡人 数在 5000
万，并称疫苗可能永远都不
会有。

武汉肺炎病毒
冲着中共而来  

中共窃政 70 多年来，无
恶不作，通过历次运动，害
死了 8000 多万中国同胞，犯
下了迫害法轮佛法、活摘法
轮佛法修 炼者器官的大罪，
所以，现在的天灾特别是瘟
疫，是对中共及其支持者的
天罚，包括与其站队的国家、
地区与个人。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港
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
疫情突发，确诊病例成激增
状态。疫情袭港，与香港的

亲共者们有着极大关联。因
为他们纷纷表示拥护撕裂香
港、破坏人权的《港版国安
法》，这等于为中共站队。

当今美国、印度疫情最
重，原因也在于此。中共的
强大，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
的，前任不少美国总统为了
打开中国市场，不断引导投
资，大力催生了中共的经济
实力。迄今，很多美国民主
党人士还是中共的支持者。
印度的前两任总理，也都和
中共关系默契，等于为中共
站队。

人类将何去何从  

不论是第一波疫情还在
持续，还是第二波疫情即将
到来，这场劫难的救赎之路，
早已展现人间，每个国家、
地区与个人都需做出明确的
选择。不仅需要选择相信法

轮大法，退出中共的党、团、
队组织，远离中共，还需选
择是否站出来反击中共。真
能做到，将获得更大的神助
与护佑，彻底远离中共病毒，
走上大难前逃生的坦途，真
正回归平安、宁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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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放的生命
文｜笺白　绘画｜李梅

他以自己的神奇经历，告诉人们，生命不仅可以重来，还可以延续。

这是一个发生在东北小山村的故事。男主角静恩，
今年 35 岁，身体健硕，性格宽和。可 20 多年前，
医学权威曾断言他活不过 18 岁。每当想到这些，
静恩的心里犹如五味杂陈。那么，在过往的岁月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还得从他的幼年说起……

1

静恩 3 岁左右，脸上、身上经常出现小疙瘩，因为
不痛不痒，父母也没太在意。

2

“奇迹”栏目，向您讲述因罹患各种疾病处于困境中的人们，通过阅读《转法轮》，
聆听、观看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并辅以五套功法得以痊愈、重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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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静恩的父母就带着他赶到了省医院，正巧赶上日本皮肤科专家在这里会诊。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与病理化验后，确诊静恩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由先天性遗传基
因引起的血液病，叫作神经性血管纤维瘤，也叫节节硬化症。

5

不幸的是，瘤子还长在了静恩的脑子里。省医院专家嘱咐静恩的父亲，说这种病
不能手术，无法治愈，只能靠药物抑制瘤子的生长；一旦瘤子长大，压迫脑神经，
孩子就会出现癫痫症状；发展下去，还会因为严重的抽搐，导致孩子痴呆、瘫痪，
最终成为植物人或者死亡。专家断定：孩子的脑神经状况与 70 多岁的老人相仿，
他的寿命不会超过 18 岁。

6

1995 年，静恩 10 岁的时候，身上的小疙瘩越长越大，很快连成了一片。父母带
他到当地大医院的皮肤科做检查，诊断结果患的是皮肤病。

3

可是，按皮肤病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越治越重，静恩的前
胸、后背，特别是靠近腰椎部位的大疙瘩，居然长成了一根根酷似肉筋一样的东
西，它们盘根错节地像树根一样连成一片，看起来很吓人。当地的皮肤科专家也
束手无策了，让静恩的父母赶快带着孩子到省医院就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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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快找到了老中医。诊断后，他对静恩的父亲说：我的药物只能抑制脑瘤生
长，并不能治愈；我行医几十年，这种病例只遇见过两个，前面的病人没活到 18
岁就病故了，您这孩子是第二例；两年后，这孩子会出现癫痫症状，生命能维持
多久，只能看他的造化了。

8

结果，他们一家三口希望而来，失望而归。就这样，他们背着一大包中药回家了。9

求医无望后，静恩的父母依旧不放弃，抱着药虽然治不好孩子的病，但还会起作
用的执念，给孩子大量服药。静恩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要喝三碗中药汤，吃三
把中药胶囊。尽管如此，老中医的偏方依然没能控制住病情的发展，他们日夜担
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0

听到专家的断言，静恩的父亲犹如五雷轰顶，全部的希望瞬间变成了绝望，顿时
他的眼泪喷涌而出，边哭边向专家求救，“医生，救救我的儿子！ ”专家无奈地摇
了摇头说，“我也没有办法了。有一位老中医，他的偏方或许能帮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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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孩子的痛苦，静恩的父母不放过任何一次治疗的机会。不论路途多远，
不管大道小道，哪怕是巫医神汉，他们也要去试试，然而毫无起色。

13

静恩的父母彻底绝望了。他们停掉了自家的生意，夫妻俩日夜守护着孩子，希望
和孩子呆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多一些，多一些……他们为孩子准备了后事。

14

就在静恩 12 岁的时候，也就是 1997 年 11 月 6 日这一天，癫痫病第一次在他的
身上发作了。抽搐中的静恩，身子佝偻成一团，嘴唇与整张脸一片青紫，痉挛使
他大拇指的指甲深深地陷入了中指的肉里。

11

从此以后，静恩抽搐得越来越频繁，每次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且，不论吃
饭，走路，洗澡，如厕，都有可能犯病，有时还伴有严重的头疼，疼得他惨叫着
到处乱撞，头和身体，不是这块破了就是那块伤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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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万念俱灰、山穷水尽之时，一天，一位好心的邻居告诉静恩的母亲，“修炼
法轮功吧！法轮功可以救你儿子的命。”抱着试试的想法，他们一家三口走进了法
轮大法修炼。

15

一开始，静恩的父母边让孩子聆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边让孩子吃药。老
中医邮来的药，虽然没起作用，但一刻也不敢停。奇怪的是药吃完了，新药却邮
丢了。静恩的母亲似乎明白了什么，就对儿子说，“我们把生命交给师父吧！ ”静
恩点了点头。

16

接下来，他们一家每天都沉浸在修炼中，阅读《转法轮》书籍，炼五套功法。17

20 多天后的一天，静恩的癫痫病又发作了，几分钟抽搐一次。可这次的症状明显
与过去不同。以往抽搐时，脸部、嘴唇呈青紫色，手脚冰凉；而这次，面色、嘴
唇红润，手脚发热，身体像开了锅一样，大量地排汗，衣服、被褥都被汗水浸透
了，两手中指被指甲抠破的地方，顺着伤口往外淌脓水，散发着浓烈的中药味。
静恩的父母知道这是法轮大法师父在给孩子清理身体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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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抽搐过程中，静恩看到了满屋都是旋转的法轮，还看到了一位穿着黄色衣
服的人在屋里走动。这更坚定了他们一家坚信师父的心！

19

这之后，还有一回，静恩不间断地抽搐了 16 个小时，但他们一家丝毫没有动摇
对法轮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就凭着这坚定的一念，他们和孩子挺了过来。抽搐
停止了，孩子好了！刚开始，静恩身体软软的，起不来，慢慢地，他用双臂支撑
着身体坐了起来，对妈妈说，“妈妈，我饿了，很想吃东西。”

20

一个月后，静恩一切恢复正常，欢蹦乱跳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乡亲们亲眼目睹了
被现代医学判了死刑的孩子，修炼法轮大法仅仅一个多月，没花一分钱，就神奇
般地康复了！孩子痊愈的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在亲友、邻里间传颂着，让小
山村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

21

如今，20 多年过去了，经过法轮大法佛光的沐浴，静恩已经长成了一个高高大大
的东北壮汉。他用法轮大法创造的医学神话和法轮大法师父为他重塑的生命，证
实着师父的伟大与法轮大法的神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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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命濒临尽头之时，一条别样的人生之路在他面前打开了。不久，他迎来了柳绿花
红，走上了演艺之路。

重启
文｜子嫣　绘画｜忍冬

由美国新世纪影视基地拍摄、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荣获 46 个奖项的电影《归途》，
讲述的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大陆电影明星，在演艺事业达到巅峰之时，突患绝症，
在 90 天倒计时的人生旅途中，通过修炼法轮大法，生命得以神奇逆转的故事。

1

我来自中国山东。2010 年 6 月底，我得了肾癌，一个肾做了切除手术，另一个
肾也不好，患有肾结石疾病。术后，我接受了化疗。

3

4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年 8 月，我又得了重症肌无力疾病，住进了潍坊医
院。半个月后，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把气管切开，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我的人生已经到了与亲人诀别的时候，大家流着泪隔着门默默地为我祈福。

2 如同影片中的电影明星一样，片中富商饰演者梁圣明，在现实生活中，也亲历了
身患绝症的凄风苦雨。为感恩帮他死里逃生的人，梁圣明向媒体讲述了自己的传
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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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修炼法轮大法的妻子对我说，“已经无药可治，只有法轮大法师父能救
你了。”绝境中，什么都不信的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的稻草，看到了生还的希望。

5

其后，就像有一缕阳光洒进了我的心底，我心里的天渐渐亮了起来。我每天都听
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两个月后，我就病愈出院了。出院时，医院专家给出了医
嘱，说接下来由于我身体恢复慢，需要终生服药，会花很多钱。

9

6 紧接着，妻子给我戴上了耳机，我在病榻上开始聆听法轮大法师父在济南的讲法
录音。渐渐地，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什么都不想了，只是静静地听……

7 不久，我睡着了，做了两个很清晰的梦。第一个梦，我斜躺在半空中，从脚跟滴
下了一大团黑不黑、白不白的烂东西；第二个梦，我躺在床上，一只大手伸进我
的身体，抓出了一个类似剥了皮的、浑身没有毛的动物。

8 非常神奇的是，两个梦之后的不长时间，我就能自主呼吸了，能吃饭了，能下床
了。这么快就出现了转机，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回家后，妻子把《转法轮》捧给了我，说读书吧。从那天起，我看书，炼功，从
不间断。每天炼完五套功法后，我都会大汗淋漓，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半年后，我停掉了所有的抗癌药物，至今再没吃过一粒药，颠覆了专家的告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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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把我从濒死的绝境中救回。然而，走入修炼是有考验的，
就看你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坚信。不久，我经历了两次比较大的突发症状。

12 有一天半夜，我想呕吐，下床后天旋地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倒
在了床上。这时，我的大脑迅速闪出了两个画面：父亲中年时在睡觉中突然去世，
哥哥 40 多岁在看电视时猝然离世。我抑制住这些不好的念头，坚信法轮大法师
父能救我。慢慢地，严重的症状一点一点地得到了缓解。

13 这以后，我就天天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坚持炼功。仅仅一周
后，我的身体就恢复了正常。

还有一次，那是 2017 年 6 月的一天夜里，睡梦中，我从剧痛中醒来，感觉自己
的左肾像被一只手捏住了一样，疼得我从床上滚到了沙发上，又掉到了地上，没
有任何一种姿势能减轻我的一点点痛苦。

14

15 而且，我又开始不能吃东西了，吃什么都吐，每天只能喝半碗稀饭，浑身没有力
气，在疼痛中煎熬着。那种疼痛是巨大的，人也快速地消瘦下来。但我的信念丝
毫没有动摇，我一直没有动去医院的念头，我就坚信师父。我想，医院对我是束
手无策的，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7 年前就没命了。

16 之后，我不再去想什么疾病、疼痛，我就天天捧着《转法轮》，沉浸在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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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两天，三天……巨大的疼痛感持续了十几天后，奇迹再一次出现了——瞬
间，我的所有症状神奇般地消弭了，感觉身体被一种白白的物质晕开着，充盈着，
特别地舒服。慈悲的师父又一次延续了我的生命。

17

后来， 我来到了海外。在电影《归
途》中，我扮演一位只顾追求利益的
商人。影片院线公映后，我看了好多
遍，每次都被剧情感动得落泪。我和
剧中主人公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也
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才得以神奇
康复。

18

19 师父，您是我一生中最感恩的人！

法 轮 功 也 称 法 轮 大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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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指导准则，辅以五
套动作舒缓优美的功法。

法轮大法书籍《转法
轮》已 被翻译成 40 多种
文字，在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各族裔民众中流传，
阅读，使无数民众的道德
品质得以提升，修炼者上
亿，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
效率高达 98%，使无数身
患令现代医学都束手无策
的疑难杂症病人得以康复。

世界需要“真、善、忍”

法轮大法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4500 多项

2020 年 5 月 13 日 为
“世界法轮大法日”。这天，

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起了
两面美国国旗，向法轮大
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示
致敬。同时，美国国会议
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
还为李洪志先生签发了两
份褒奖令，上面写道，“特
别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
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弘传
世界，并传播法轮大法的
核心原则——真、善、忍。
您的教导，将继续激励世
界未来的领导人，给他们
带来信心。”



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宗
震惊世界的 5 人“自焚”案。事后，中

共喉舌媒体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此案， 栽赃
法轮功。但是，漏洞百出。

在《焦点访谈》的“自焚”录像中，一名叫做刘春
玲的“自焚”女子当场死亡。中共官方称她是被“烧死”
的。然而，通过对“自焚”录像做慢镜头分析，我们发
现，刘春玲并非被“烧死”，而是被一名身穿军大衣的
男子用硬物击打头部而死。

2012 年，“自焚”事件发生 11 年后，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
报》记者，通过知情人士对目击者证言的转述，还原了刘

春玲被当场打死的细节。下面是目击者（重庆市渝中区小什字片区 610 工作
人员，负责进京截访法轮功学员）的叙述：

伪火中的谋杀

“我 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后，就习惯性地到天安门广场转
转，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

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儿，就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
几个警察快速向北跑去。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名壮硕的军警抡起一个
手提灭火器，猛击一个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脑，女子应声倒
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手把脱落飞向空中。我当时一惊，这不
是杀人吗？！现场的军警谁也没有过问这个彪形大汉，让他扬长而去。我感
到脊柱一阵发冷，心里明白了八九分。”

图1：一手臂抡起，猛击刘的头部 图2：刘被猛击头部后，一条状物弹起 图3：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位，随之倒地 图4：一穿军大衣男子，站在出手击打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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