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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 的穷棒子村
福气事

明晓得失改前非

人了。小偷为什么不发财，是

因为他偷人东西把德都给了人

家了，他的德全没有了，缺德

的人不但没钱，还得生病，上

一次医院，钱就糟蹋没了。有

德，干啥都顺，不生病不遭罪，

还能有钱。”

有人问，青梅就讲，讲来

讲去的，全村一个小偷也没有

了。家里的粮放在院里也不丢

了，谁也不再过提心吊胆怕被

偷的日子了。

贫病交加   求助无门
青 梅 的 东 院 住 着 一 家 五

口：小两口，两个孩子，一个

80 多岁的老太太。男主人小

名叫“小四儿”。小四儿才 40

多岁就得了肺结核，去一次医

院就得花很多钱，吓得媳妇不

敢让他干活，犯病没钱治啊。

2000 年他想到佳木斯医院把

烂的肺子拿掉，没钱就借吧，

可给利息也没人借给他，怕人

死了媳妇改嫁，钱打了水漂。

别说外人，连他的两个姐

姐都不管。丈母娘心疼姑娘和

女婿，借钱给他才做了手术。

媳妇在医院侍候，没床，睡在

地上，丈夫剩下饭她就吃，不

剩就饿着。家里没钱，孩子也

就不上学了。

老太太在家给孩子做饭，

一根烧柴也没有，拿着筐在院

子里拾树叶。青梅看到了，就

把两家中间的板障子拨开，给

老太太送去了四捆苞米秸，老

太太高兴得哭了。从那天开始，

青梅天天去送柴火。

“我媳妇的病真好了，我也学”
两口子从医院回来后，小

四儿的媳妇对青梅说：“全家

靠我一个人，要吃没吃，要烧

没烧，要钱没钱，这土房都要

塌了！我的两个耳朵什么也听

不见，乳房上长了三个包，什

么活也不能干了。到医院一检

查，耳朵穿孔了，乳房的三个

包，大夫说要做手术。这两样

不能一起治，但哪样都不能等，

检查费就花掉一千五百元钱，

不治了，不活了。”

青 梅 劝 她：“ 你 死 了，

偷盗成习村风坏乡里乡亲

得四邻不安。

“你咋不骂人了？”
不知道从 1999 年的哪一

天开始，村子里听不到青梅的

骂人声了。人们都感到奇怪，见

面都问她：“你咋不骂人了？”

青梅说：“我炼了法轮功，

明白了一个道理，骂人

会造业，会失德。有德

才能当大官、发大财，

没德要饭还要不到呢！

以前我就爱骂人，我把

德都给别人了。人没德

就得得病、遭灾，德是

自己积来的。知道了这

个道理我就再也不敢骂

提起穷棒子村，那可是远

近闻名。不光是因为它穷，人

的素质也低：全村男女老少，

你偷我的，我偷他的，东西放

哪儿都不安全。只有青梅（化

名）一家人不偷，可青梅偏偏

是出名的骂人高手，是点火就

着的坏脾气，得理不饶人，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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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八十多岁的婆婆还能

活吗？你的姑娘儿子咋

办？你是这一家的唯一

希望，你一定要坚持住

啊！希望就在你眼前，

学法轮功吧，你只要真

心真意地修，一切都会

变好。你试一试？”

青梅把《转法轮》

借给小四儿的媳妇。她

自己偷偷用一个月时间看完了，

还要再看一遍，被小四儿看到

了。青梅对小四儿说：“四儿，

你媳妇的病太多、太重。法轮

功能祛病，我就想叫你媳妇学。

不花钱，大法真能治好病。”

没想到四儿说：“偷着学啥？

她学我不管。”

几天后，四儿跟青梅说：

“二嫂，我媳妇的病真好了，

我也学。”

“我叫她们都念九字真言”
一天青梅到四儿家给老太

太送饺子，老太太说：“我家

四儿把药都给了我，我吃了一

点儿不管用。四儿媳妇的病，

都是跟着四儿操心上火急出来

的。这回他两口子炼法轮功，

病真的都好了，我也想学了。

可我岁数大，不会炼功（动作）

怎么办？不能看书怎么办？”

青梅说：“有办法，您就

先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行，这叫‘九字

真言’，得经常念。” 老太

太问：“这么简单？”青梅说：

“对呀！”

三天后，80 多岁的老太太

来青梅家，笑呵呵地说：“我

把你跟我说的告诉全村的老太

太了，叫她们都念‘九字真言’。”

青梅问怎么回事，老太太

说：“我的干腿棒子疼得下不

重病得愈福满门见证神奇学大法

了地，吃药打针用偏方都不管

用。你看，就念‘九字真言’

一分钱也没花。” 老太太拍着

大腿说：“好得利利索索的，

大法太神奇了！这穷棒子村谁

家有钱呀？全村老太太都信大

法，啥病都没有了，那全村的

人多幸福啊！”

这一年，四儿家的黄豆大

丰收。没过几年就盖上了大砖

房，还有了存款，欠的债全还了，

一家人那个乐啊！

穷棒子村有福了
穷棒子村像四儿家这样的

故事还有很多。

从听不到青梅骂人开始，

村里人先是惊讶青梅再不骂人

了，然后是她的坏脾气、她的

一身病都不见了。接着，村里

的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

的也学了法轮功。电线杆上贴

的“法轮大法好”，村民不但

不揭还保护。村长和村书记也

看到了法轮功的确好，也支持。

法轮大法改变了穷棒子村。村

风变好，人们的生活也开始富

裕起来。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政
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原
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是
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
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说说“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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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湖南，今天我讲一

讲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被当

地 村 民 议 论 半 年 之 久 的 一 场

车祸。

我们地区，村与村之间的

公路不宽，特别是它还一边傍

山，一边是四米多落差的坎。

有一年，山上一块巨石滚落下

来，横在马路中间，阻挡了人

与车的通行。村里出面，请来

挖土机，将巨石打碎，搬走。

可是那些工人只把较大的

石块运走了，靠近路坎那边的

路面布满了鸡蛋或拳头大小的

小石块，路面高低不平，一直

没有人清理。

2020年年前腊月二十七，

我家小儿子骑着摩托车，带着

他的妻子和他二哥，往家赶。

骑到巨石坠落的那个路段，傍

山的那边，迎面开来了好多辆

车，因为那边碎石较少，路面

乡里乡亲 突如其来车祸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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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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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身患顽疾和绝症的人的悲凉故

事。可是他们因各种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

开始了使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本书收集的这些故事均采编于明慧网 minghui.org，本书也

是“明慧丛书”系列的一集。这些故事仅仅是沧海一粟，因为在

当前中国大陆的迫害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很多修炼者暂时还无法

将他们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发表供更多的人借鉴。

愿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友，能够受益于本书，给自己的人

生重新敞开希望的大门。

可突破网络封锁（方法见 9 页），访问明慧网 minghui.org，免费下
载明慧丛书《绝处逢生》，还可以浏览明慧网，分享更多人的人生经历。

村民议论半年之久的一场车祸

明 慧 丛 书

《绝处逢生》受益者众



98

金种子www.minghui.org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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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
优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经传
出，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
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
健康。法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
世界各族裔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
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

较为平坦。小儿子只好在靠近

路坎的碎石路面上行驶。

由于路上石块特别多，且

分布不均，小儿子归家心切，

没有控制好车速，在弯弯扭扭

躲避地上的石头时，一不留神，

前轮狠狠地撞在一块凸起的石

头上。瞬间，只听见“砰”的

一声巨响，连车带人坠入四米

多深的坎底。马路上来往的人

和车里的人都惊呆了，全都停

在原地不动了。

后来，听旁边砍柴的人说，

当时那声响，吓得他手上的柴

刀都掉地上了，所有的人都认

为摔下去的人肯定生还无望。

突然，听到坎底下有动静，原

来是他们仨在相互问对方有没

有摔伤。结果是，三人都安然

无恙！

说来神奇。摩托车不偏不

倚的，恰巧落在坎底的一个草

垛上，不但人平安无事，检查

检查车，除了漆面有点刮蹭，

龙头、轮胎、油箱等主要部件

都没坏。

三人爬上路面后，请人将

平安是福 明真相险境逢生 世界需要真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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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吊上来，发动发动试试，

没有坏，还能骑。于是三人上车，

继续前行。众人看着三人远去，

个个啧啧称奇。

孩子们回到家，跟我们讲

述着刚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老二拿出随身戴着的法轮章，

对 我 说：“ 妈， 想 到 要 出 远

门，我出发前，特地把法轮章

戴上，今天是他（指法轮章）

救了我们！”

第二天，我一出门，就听

到街坊邻里都在议论昨天发生

的那场神奇的车祸。大家都说：

“这家人啊，不知道从哪修来

的福分，也不知道是哪路神明

在看护着他们，从那么高的路

面摔下去，那么大的惯性，三

个人加上摩托车，那么大的重

量，不但人没有一点儿事，连

车子也没有摔坏，真是神了，

真是神了！”

是啊，自从我和老伴修炼

法轮大法后，一家人明白真相

都得到了福报——身体好了，

日子顺了，本来取命的灾祸，

也化险为夷了！

翻墙软件索取方法：

网址索取 （通过以下网址下载翻墙软件）：
电脑版：https://git.io/fgp88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https://git.io/fgm88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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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法轮功

扫码即看

APP 下载

网
门

助
您
看
世
界

持信函超过 4800 项。法轮大法
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字，在全球传播，并
可翻墙从法轮大法网站（www.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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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国会资深议员肯特

（PeterKent）（11 页左图）

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有力地、

公开地谴责中国（中共）政府

持续侵犯基本人权的行径”。 

“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并期盼

在天安门广场上可以大声喊出

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

的那一天到来。”

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朱

迪 •思格若（Judy Sgro）（11

页中图）说：“我赞扬法轮功

修炼者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

‘真、善、忍’的普世准则。”

瑞 典 国 会 议 员 阿 尔 梅

（Ann-Sofie Alm）（ 右图）

表示，发起联署行动的原因，

是希望引起人们关注在中国法

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这种迫

害已经被国际上视为群体灭绝。

法国国会议员弗雷德里克 •

杜马斯（FrédériqueDumas）

女士（12 页下图左）：“他们（法

轮功）信奉人类的和谐。在法

轮功的具体实践中，也没有任

何东西可以和邪教相联系。”

30国 600多议员联合声明：
这一切必须停止

2020 年 7 月 18 日，来自欧洲、北美、中东、亚太和拉丁美

洲的 30 国 606 名现任和前任议员共同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表

达了对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中共迫害的深切关注，要求中共

立即停止迫害。

加拿大国会议员
肯特

瑞典国会议员
阿尔梅

加拿大自由党
国会议员朱迪•
思格若

放眼看世界

由十几个民主国家的上百

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

议会联盟”（IPAC）7 月 19

日发表声明，关注中共活摘法

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敦促世界

各国为结束中共迫害共同努力。

意大利力量党参议员、对

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合主席

卢齐奥 •马阑（LucioMalan）

（12 页下图中）： “（中共）

利用人体器官进行贸易的极端

恐怖行为，这是一件令人难以

置信的真正可怕甚至很难讲述

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

因为该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一个对人没有任何尊重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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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达到多么极端的程度。”

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

议员胡志伟（下图右）：《港

版国安法》让香港民众觉醒。

胡志伟表示，以往很多香港人

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包括

犯下活摘器官等恶行“心存怀

疑”，但经历去年反送中运动

以后，尤其是最近中共强推《港

版国安法》，都让香港人看到，

共产党的手法“是无所不用其

极的”。因此人民开始觉醒。

他认为，法轮功 21 年的

坚持抗争，为香港人提供很多

经验和启发，“我相信更多更

多的香港市民，可以跟法轮功

学员同行，抗暴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 上

图 )：7 月 20 日，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立

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

对法轮功学员 21 年的迫害已

经太长太久，必须停止。

意大利力量党参议
员卢齐奥 • 马阑

香港议员
胡志伟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要求中共
政权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法国国会议员弗雷
德里克• 杜马斯

大法弘传

美国

英国 悉尼

韩国 印度

法国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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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湖北一乡镇上有个

肖爹，今年八十多岁，他有五

个儿女都在外面工作，已是儿

孙满堂。我在老家住时，给肖

爹家里绝大多数人都讲明了法

轮功真相、办了三退（退出中

共党团队组织），只有大儿

子在武汉工作没见着面。

小儿子也退了党，但

对法轮功真相还不

是很相信。

2020 年元月，

因中共隐瞒武汉新冠

肺炎疫情，人们都蒙在鼓

里，肖爹的儿女们也都回

老家过年，一共二十多人。

大儿子在武汉工作，只回来

他一人。肖爹有个女儿叫肖缓

（化名），与我女儿是同事且

关系很好。眼看疫情越来越凶

猛，女儿就给肖缓打电话，关

心老家的疫情。肖缓告诉说：“前

些天她大哥染上武汉肺炎转到

县医院去了，第二天弟弟也染

疫直接去了县医院。眼看一家

两人染病，全家人天天在一起

吃饭密切接触，都感到很恐慌，

现在家里还有二十人被隔离在

镇上一家宾馆里。”

女儿连忙给我打

电话，让我赶快帮忙

想想办法。我一听，

就 嘱 咐 女 儿 稳 住

心，快快叫她们一

家人都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九字

真言，说只要真心念威

力无比，就能得到法轮

大法师父保护。

女儿心里有了底，赶紧

给肖缓打电话教她念九字真

言， 肖 缓 就 在 电 话 里 念。 女

儿 关 切 地 问：“ 你 现 在 能 念

得 转（ 方 言： 念 得 准 确 并 能

诚念法轮大法好 生命因此得福报

记住）吗？”肖缓说：“我现

在心里平稳多了，能念得转。”

女 儿 又 嘱 咐 她 一 定 要 打 电 话

让哥哥、弟弟及全家人都念，

念出声和默念都行。肖缓照着

做了。

后来她哥哥、弟弟都出院

了，只有弟媳还在隔离，其他

人都回家了。肖缓在电话里不

停地说：“谢谢你妈妈告诉我

们救命的大法，救了我们全家

的命！”

在武汉肺炎疫情暴发过
程中，有很多人亲身见证了
这样的神奇：染疫者因为诚
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 而得以痊愈。因此就
把这九个字称作“避疫良方”。

为 什 么 念“ 法 轮 大 法
好”“真善忍好”会有这样
神奇的效果？因为“人心生
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
轮大法遭到迫害时，人还能
明白是非、支持善良，这是
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
天的佑护。这不是所谓的迷
信，这是“善恶有报”天理
的体现。有人可能不相信这
是事实，也有人觉得是迷信，

为什么这九个字被称为“避疫良方”？

人心与因果

这都情有可原。如果不是亲
身经历，很难理解与相信。
但是，人的相信与否，并不
影响事实的存在。再换个角
度思考，法轮功学员不要您
一分钱，有必要骗您吗？这
关乎生命的大事，他们会跟
您开玩笑吗？

九字真言救了
感染武汉肺炎的兄弟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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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时，心急如焚，

放声痛哭。就在束

手无策之际，他突

然想起了修炼法轮

功的妻子向人讲真

相时经常说的话：

在危难之时诚念九

字真言“法轮大法

好， 真 善 忍 好”，

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

阿木立即跪在地上对天长喊：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

父啊！我家赖以生计的木材快

被洪水冲走了，请您帮帮我吧！”

接着继续诚心默念九字真言。

过了片刻，让人难以置信

的奇迹出现了：正在向下流动

的 底 部 的 木 材 突 然 出 现 你 杈

我，我杈你，在流动了一段时

间后就在一个小窝窝里停住了。

阿木看着别人的木材还在随着

洪水流动，而自己的木材却保

住了，感激的心情无法言表。

诚念九字真言求救、逢凶

化吉的亲身经历，使他真实地

体 验 到 了 法 轮 大 法 的 神 奇 和

美好。

2004 年秋天，辽南半岛

大地上久旱逢雨，这本是农民

的最大渴望，没想到连绵的倾

盆大雨把丰收在望即将收获的

庄稼泡在齐肩深的洪水中，发

出刺鼻难闻的酸臭味。那是每

人不到一亩的口粮田，是一年

的救命粮啊！全村人都下水打

捞玉米棒子，好多人成天泡在

臭水中。

有一位老孙头，打 17 岁

患大腿骨结核（骨漏），常年

从漏管内流脓水，整整 47 年。

他的老伴儿身患腰椎骨质增生，

走路 80 度弯腰。家境不富裕，

就靠种地维持生活。洪水淹了

庄稼，他只好带病下水打捞，

老伴儿往外运。谁想到老孙头

患骨结核这条腿被臭水浸泡，

遭到感染，整个一条腿从红肿

渐渐变成黑紫色、脓肿、变形，

疼痛难忍，哭天叫地，生活不

能自理。有病的老伴给他端屎

接尿。

接着，老孙头的病腿从脚

脖子往上开始腐烂，白色的腿

骨裸露在外。走投无路，只好

带上卖掉两口肥猪的 1600 元

钱去医院。经医生诊断，必须

住院截肢方能保住生命，而手

术需 10 万元！

天哪，上哪去找 10 万元？

再 说 截 肢 后 这 不 终 生 残 废 了

吗？今后生活怎么办？治不起，

只有阿木的
木材保住了
2008 年 6 月，家住南方山

区的阿木，借钱购买了家乡山

林火灾残留的部分火烧林，计

划砍伐加工后，运出山外转卖。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木材

已经全部加工好、整齐地堆放

在山下、快要出卖之时，当地

却连降几天大雨，导致山洪暴

发。由于洪水来势凶猛，很多

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木材被

洪水冲走也毫无办法。阿木此

时也正在看守木材。

阿木是个残疾人，当他看

到自己的木材正随着洪水慢慢

截肢才能保命的
老孙头好了



1918

金种子www.minghui.org

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被恶警

打得没了气，用凉水浇醒后，

恶警接着打，家属把人抬回家，

被派出所勒索了七千元了事。

2007 年 8 月 8 日 那 天，

村里来个算卦的，韩树生也凑

过去算算，自己还能当几年官，

寿 命 多 大？ 算 卦 人 看 了 看 他

说：这个官能当到死。第二天

中午吃完饭，韩树生骑摩托车

在大平道上行驶，突然摔下来，

当时就没气了。死时还不到 50

岁，还真应了算卦人的话，“官

能当到死”。

村上还有个叫李广（化名）

的人很正直，他接替了韩树生

的职位。李广对法轮功学员很

尊重，法轮功学员和他讲真相，

人心与因果 相信大法获新生 助纣为虐得恶果

在辽宁凌源市万元店镇，

有个叫韩树生的人，是大队党

支部书记。在 1999 年中共开

始迫害法轮功时，他听信了谎

言，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大队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

他整天拿着表格让法轮功学员

签字，不签字，就报告到派出所。

法轮功学员不是被绑架拘留，

就是被勒索钱财。

韩树生还组织几个人专门

到法轮功学员家“蹲点”，吃

喝全在法轮功学员家；他还骑

摩托车到法轮功学员家喊话，

必须是法轮功学员搭话，否则

就说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了，

他会马上报告给派出所。

有一名叫桂兰的女法轮功

只好回家等死吧。1600 元也

花没了，就在这绝望之际，邻

居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学大

法，多看真相资料，以真诚的

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就能得救，就会有福报。

老孙头不信，但在生命绝

望之际，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反正不就看看宣传单嘛。他随

手拿一本《绝处逢生》小册子，

打开扉页一眼就看到目录上写

着：“四岁患结核……”他立

刻精神集中地看下去，忘了腿

疼。看完又看其他的，越看越

爱看，当时病腿的疼痛就大大

减轻，他觉得有了希望。

从此他叫老伴主动去要资

料，成天躺在炕上看，从中找

到了他向往的东西，就是修炼

法轮大法才能得救。渐渐地，

老孙头的腿有知觉了，腿由黑

变红，溃烂的地方开始收缩，

仅仅半个月敢下地拄棍走路，

生活能自理了。

老孙头亲身体验到大法的

神奇，开始学法炼功，他仅看

了一遍《转法轮》，腿就全好了，

而且身体比以前还好。

医生判了截肢保命，因没

钱医治回家等死的人，通过看

大法资料又重获新生了。老孙

头感激地说：“大法真神奇！

我这条腿是李老师给治好的。

我过去反对大法，是受了共产

党和江泽民的毒害。”

老孙头的老伴儿看他的腿

神奇般地好了，也要学法，于

是老两口都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两种选择
两种不同的结果

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第
五十号令，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里面明确废止了 1999 年对法轮功书籍的错误禁令。

您知道吗？

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已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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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良善得善果

2004 年 11 月，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推出了系列社论
《九评共产党》，震撼世界。《九评》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揭露了中共的累累罪恶：和平时期，中共在周期性的政治运
动中迫害死了 8000 多万中国同胞。《九评》唤醒了炎黄子孙，
引发了一场“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快看《九评》，
翻墙方法见 9 页。

《九评共产党》震撼世界

是保护，还是在试验？

他认真地听真相，看真相材料，

看《九评共产党》（一本全面

揭示中共邪恶本性的书），所

以他什么都明白了。

派出所的警察、“610”（中

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

人员来，李广告诉他们：“你

们要是为别的事来，我管饭，

要是为法轮功来，我不管饭。

村上这几个老太太就是锻炼锻

炼身体，她们夺谁的权哪？村

里出的乱事找不着法轮功，她

们最正直了，今后你们别再来

了，我不欢迎。”这几个人走了，

派出所警察也不再来了。

2010 年 5 月 底 的 一 天，

李广开车去市里办事，车翻沟

里了。当他从车里爬出来的时

候，发现自己一点伤也没有，

车也没事，觉得不可思议。

事后他找到法轮功学员说

及此事，学员说：“是因为你

了解大法真相，处处保护法轮

功学员，并退出了中共的一切

组织，得到了福报。”李广听

了连忙抱拳说：“感谢李大师

的救命之恩，以后尽我所能保

护学员，不让他们受到伤害。”

这两件事很耐人寻味，前

者迫害法轮功，不得善终。后

者保护法轮功学员，出了车祸

安然无恙。两种选择，两种不

同的后果。 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在全球

肆虐超过 10 个月，已造成世

界 100 余万人死亡。各国科学

家都在紧张地开展疫苗的研发，

但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疫苗

通过最后的科学验证。中国开

发的疫苗也没有完成试验，但

已经给大量的人员接种。

接种疫苗后，检测呈阳性
2020 年 8 月， 法 国 媒 体

报导，有 48 名赴太平洋岛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工作的中企员工

接种了新冠病毒

疫 苗， 但 巴 新 拒

绝 他们 入 境， 因

为这些人在中国

打 了疫 苗， 核 酸

检测仍呈阳性。

逃 亡 美 国 的

中国病毒学家闫

丽梦博士今年 8 月 25 日接受

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中国政

府过去生产或研发此类人体疫

苗的实验从未成功过。在非典

时期，中国试图用类似动物疫

苗研发的技术来研发人类疫苗，

但都失败了。她说，已经有很

多人接种国产的新冠病毒疫苗

后，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而去

这样的疫苗
你敢打吗？

闫丽梦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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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院就医。

接种疫苗，需要签“保密
协议”

据国内媒体报导，中国研制

的疫苗将于今年年底投入市场，

受试者必须签署“保密协议”。

这款灭活疫苗是由国药集

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

所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

而河南疫苗受害儿童家属何方

美对海外媒体表示，她的孩子

正是打了这两家公司的疫苗而

致残的。其小女儿于 2018 年

3 月注射百白破疫苗患上急性

骨髓炎，险些丢命，造成四肢

残疾。

何方美说：“你说孩子的

问题都没解决，你好意思去掺

疫苗吗？还要签什么保密协议。

它没公开，所以我就质疑，这

有什么保密的，本来就应该公

开透明的。”何方美质问，健

康人打了疫苗得了新冠肺炎怎

么办？因为有小孩打疫苗预防

小儿麻痹症，结果反而得了小

儿麻痹。

毒假疫苗案频发，儿童深
受其害

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的

假疫苗、毒疫苗案频发。2007

年间，山西省曾发生近百名儿

童注射疫苗后致死、致残事件。

该事件一直被当地媒体及官方

长期隐瞒和压制。直到 2010

年 3 月 17 日才被媒体报导。

这一事件称山西疫苗事件。此

外还爆发了，2016 年山东 5.7

亿非法疫苗案，2018 年长春长

生假疫苗事件等，无不引起了

民众的极大焦虑与恐慌。儿童

注射疫苗

后死亡的

案例也不

断传出。

陕西

凤县 5 岁

女孩雷鑫

睿（小名

豆豆），

11 个 月

大时打了

一剂武汉

生物出产

的 A 群流脑疫苗后，导致四肢

瘫痪、意识丧失、眼睛失明。

在病痛中痛苦折磨了四年，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离世。

《 广 州 日 报》2016 年 3

月 21 日报导，3 月 4 日上午，

广东河源市紫金县中坝镇塔凹

村一名四岁男童沈某某，在幼

儿园由中坝卫生院医生注射了

一支 A+C 群流脑多糖疫苗以

及服食了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

苗。当天下午 2 时 30 分许，

沈某某出现发热症状，之后送

中坝镇、紫金县、河源市、广

州多个医院救治无效，于 3 月

8 日上午死亡。

……

接种没有通过验证的疫苗，
专家担忧

据国内媒体报导，中国已

有数十万人接种了疫苗，这引

起了各国专家对这种做法安全

性的广泛担忧。

美国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

的疫苗研究员 Anna Durbin 对

媒体表示，中国紧急使用疫苗

的计划“非常有问题”，在没

有临床试验标准对照组的情况

下，不可能判断疫苗效果。“给

人们接种疫苗，却不知道是否

能保护他们。”

专家们普遍认为：未经临

床验证的疫苗可能会导致严重

的副作用，接种者也可能错误地

认为自己已拥有免疫力，从而放

松警惕造成更大规模的传播。

更有专家认为，按常规，

疫苗研发至少 12-18 个月才能

初步做出人体的验证结果，而

新冠病毒变异太快，疫苗研发

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变异的速

度。疫情才发生八九个月，已

经检测出研发疫苗开始所选择

的病毒基因有变异的毒株，其

传播速度更快、感染力更强。

这意味着研究出有效的新冠病

毒疫苗极难实现。

面对国内的疫苗乱象，以

及客观存在的疫苗研发难度，

老百姓害怕的是，本来没有病

毒，却因为接种了疫苗，反倒

感染了病毒，或者产生严重的

副反应，要了人的命。

因为施打假疫苗，小豆
豆小小年纪就要遭受
针剂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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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例”谎言：
王安收铁锹杀父亲

这 1400 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根据被曝光的事实，有的案

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

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

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

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炼法轮功造成的。仅举一例。

1998 年 4 月 8 日，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

神病复发，将其父亲用铁锹打死。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这一事件

被谎称为王安收因“练法轮功”杀害父亲，并且收入中共诬蔑法

轮功的“1400”例中。从山东省新泰市法院（1999）新城民初

字第 24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与其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

的官方文件来看，这一谎言昭然若揭。

判决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

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

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

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

这就是说，对于王安收杀死父亲的原因，法院的判决结果已

法轮功禁止杀生和禁止精神病人炼功

查阅法轮功的书籍，里面明确指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
禁止杀生。无论杀生或自杀，在法轮功中都是被禁止的。由
此可见，杀人者根本不是法轮功修炼者。

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规定，禁止精神病人炼功。

中共江泽民集团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公开迫害法轮功起，

媒体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抹黑，炮制罗织了“1400 例”杀人、

自杀、死亡案例，妖魔化法轮功，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

经定论：“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而中共刻意隐瞒王

安收是精神病患者的事实，把王精神病复发杀害其父的行为栽赃

到无辜的法轮功身上，由此可见这“1400 例”的虚假。

王
安
收
与
其
妻
子
尹
彦
菊
离
婚
的
判
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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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穿帮镜头

“三退”是指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初中国人加入

中共党团队组织时，都发过“为其奉献终身”的誓言，那就等于要

与之同命运。中共作恶多端，必遭天遣。当上天要灭它时，当然

会连带它的成员——党员、团员、队员。所以退出中共组织，是

避免天灭中共时受到连累。截至 2020 年 10 月，在海外大纪元

退党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 3.66 亿。

为什么会有三亿人声明“三退”？

街谈巷议

2006 年 2 月中旬的一天，

在菲律宾莱特省昆萨胡贡村，

出现了一位穿白衣的老妇人，

村民们不知她是从哪里来的。

在村民相对聚集的两家杂货店

和小学，老妇人反反复复告诫

村民：要发生山体滑坡，需立

即撤离。

很多村民并不相信她。有

的说：“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这个老太太？”还有人说：“怎

么证明你说的事是真的？”“那

么多年都没事，哪年雨也没少

下，怎么今年下雨就会山体滑

坡呢？”

在学校门前，有的教师说：

“你这个老妇人也没什么科学

知识，讲的话也没有科学根据，

我们都是这里有知识的人，对

我们当地的气候、地质情况比

神秘白衣老妇
一句话救下 57名村民

2020 年 2月29日，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

声明三退方法如下（真名、化名同样有效）：

◎用海外邮箱发送三退声明至退党邮箱：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    

    tuidang.epochtimes.com 或全球退党中心网站：

    tuidang.org 在线办理“退党（团队）证书”。

◎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514-342-1023

◎传真：001-201-625-6301 或 001-510-372-0176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扫码三退



2928

金种子www.minghui.org救命预言谁人识 世事有果皆有因

较熟悉，我们是有科学论证的，

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山体滑坡、

泥石流的。我们还是劝你这个

老太太快走吧，不要再随口乱

说了……”

可是，白衣老妇仍然反反

复复继续劝说、告诫所有村民：

要听劝告，赶快撤离。

有几个村民骂骂咧咧地赶

老妇人走，嘲笑说老妇人是一

个“神经病”。面对嘲笑，白

衣老妇只是笑笑，摇着头，离

开了村子。

没想到三天后，灾祸真的

发生了。2 月 17 日，昆萨胡贡

村惨遭泥石流吞埋，受灾村庄

变 成 一 个 约 4000 米 长、500

米宽、9 米深的巨大泥潭，下

面埋着 3000 多人的尸体，全

村只有 57 名幸存者。

这 57 名幸存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都说，他们是听了这

位老妇的话，半信半疑地离开

了村子，才躲过了灾祸。

以上事件，源自菲律宾主

流 媒 体《 马 尼 拉 公 报》2006

年 2 月 18 日的新闻报道。这

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在中国广为

流传的另一个故事。

当石狮的眼睛被染红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

庄的人道德已经变得很坏了，

天意就将毁了这个村庄。

地藏菩萨想挽救还有善心

的人，于是他化成一个乞讨者，

来到村里挨家挨户地乞讨。可

是，没有一个人肯给他一口饭吃。

警世明言

他走到了村口儿，发现一

个老太太正在给佛上香，就走

上前去讨饭。老太太为难地说：

“我就这一碗饭了，给你半碗吧，

留下这半碗还得给佛上供呢。”

地藏菩萨一看老太太对佛如此

虔诚，心地善良，临行时就指

着村口的一对儿石狮子对她说：

“你什么时候看见这对儿狮子

的眼睛红了，就是要发大水了，

你就赶快往山上跑，切记！”

善良的老太太马上把这消

息告诉了乡亲们，结果全村儿

的人没有一个相信她的，还讥

笑她，说这石头做的狮子眼睛

怎么会变红呢？

老太太记住了要饭人的话，

每天都要看一看这对儿石狮子

的眼睛。一天，村里几个游手

好闲的人想拿老太太开玩笑，

便用红染料把石狮子的眼睛染

红了。

老太太一看石狮子的眼睛

红了，便焦急地向乡亲们大喊：

“快跑啊！要发大水了！”村

儿里的人看到老太太上了当，

都笑弯了腰，乐得上气不接下

气。老太太还是不停地喊，可

没有一个人听她的。老太太见

大家都不理她，只好一个人往

山上跑。

老太太边跑边回头，只见

大水迅速地上涨起来，霎时间

整个村庄一片汪洋。

不幸的人们已经没有机会

表达痛悔；幸存的人们感念神

佛天恩。这样类似的故事，在

世界各国都有，也都广为流传；

惊人相似的情节显然在告诉我

们：危难降临，天意救你，但

能否得救，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您会有灾

难，告诉您一个躲避灾难、保

平安的办法，您会相信吗？您

会听从劝告吗？

       救援人员搬运昆萨胡贡村泥石流遇
难者遗体（网络图片）



法轮功学员绘画作品：《一个护身符   救了两条命》

作品取材于明慧网文章。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
给了丈夫的好友老韩两个法轮功护身符，告诉他常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能保佑平安。三天后，
老韩骑摩托带着邻居去镇上买东西，被迎面驶来的一
辆面包车撞上，只见二人飞起来撞到面包车上又弹到
壕沟里，司机以为不死也得残。结果二人不但没伤着，
摩托车火都没有熄，就是挂在车上的护身符砸坏了。
老韩明白是法轮功护身符保护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