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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得法》表现了一位纯净、善良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为了让世人明白法轮
大法的美好，亲手制作了一款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纸莲花挂坠。当女孩将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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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年
编文｜兰心　绘画｜紫竹

平儿的老家在乡下，是个大家族，有 30 多口人。1

2020 年大年就要到了，这座农家小院挂起了灯笼，贴
上了春联与窗花。浓浓的气氛，读到的是早春的味道。
平儿的堂兄堂嫂就住在这里。

2

一个大家族中的近 30 口人与染疫者密切接触后，竟无一人被传染。是什么原因使他们
产生了“群体免疫”效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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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三，堂兄高烧不下，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去医院就诊，结
果确诊染上了武汉肺炎。得知实情后，堂嫂的情绪很低落，打电话给
平儿：“你堂兄感染了武汉肺炎，已经住院隔离了。”

5

6 平儿听说后，马上给堂兄去了电话。堂兄说：从初一开始，我天天发
烧，吃药也不管用。平儿说：对于武汉肺炎，没有特效药，您就诚心
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能保平安。堂兄没有反
对，也没有接受。

每逢过年， 平儿家族里的 30 多口人都来堂兄堂嫂家团聚。可 2020
年这个年夜饭，因武汉肺炎爆发，住在武汉的平儿一家 4 口就来不
了了。

3

谁知，刚刚吃过年夜饭，大年初一，平儿的堂兄却发起烧来，还伴有
咳嗽。堂兄以为是一般性的感冒，也没在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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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儿他们这个大家族中，除堂兄外，人人相信法轮大法，个个做了
“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堂兄因听信中共的虚假宣传，曾公

开攻击过大法。在平儿多次讲真相后，虽然他嘴上不说了，可脑子里
还固守着中共的谎言。

7

正月初八这天，平儿在电话里进一步给堂兄讲真相，还列举了许多诚
念九字真言得以康复的实例。这一次，堂兄听进去了，跟着平儿念了
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同意继续念。

8

正月初九，平儿问堂兄咋样了，堂兄说：昨天念了九字真言后，当晚
就不发烧了，到现在，身体一直感觉很轻松。

9

不久，堂兄就痊愈出院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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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堂嫂外，堂兄的儿子、孙女，还有家族里和堂兄一起吃过饭、聊过
天的近 30 口人，都属于密切接触者，可瘟疫好像偏偏躲开他们似的，
他们中没有一人被传染。

12

村里人都说：这武汉肺炎怎么在你们家族失去传染力啦？ ！ 平儿家族
里的人都明白，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而是他们都相信法轮大
法，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保护！

13

11 堂嫂相信法轮大法，喜欢看大法书籍，有时也打打坐，炼炼功。这次
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他端茶倒水，属于密切接触者。村里知道
后，就把堂嫂单独隔离了。隔离期间，堂嫂每天阅读《转法轮》（法
轮大法主要著作），14 天后，她就平安回家了。

在武汉封城令解除之后，一天，天气晴和，堂兄堂嫂把这个大家族中
的 30 多口人叫到了一起，圆了平儿没和大家一起过大年的心愿。一
家人再聚首的欢声笑语在春风里荡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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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的夏天，姐姐一家 3 口刚从国外旅游回来。为了给他们接风，
我、妈妈还有姐姐一家去饭店小聚了一下儿。

1

吃完饭往回走的时候，由姐姐开车。因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开着开着，姐姐就
有了困意。她想让姐夫或我换换她，一看我们都睡着了，心想：那就自己坚持
着开吧。

2

开到快下高速公路的时候，姐姐也迷糊着了。当时，妈妈坐在姐姐的身后，看
不到姐姐的状况。4 岁的小外甥坐在妈妈和我中间，从内后视镜中能看到姐姐
的状态，就和姥姥说：“妈妈闭着眼睛也能开车。”姥姥说：“别瞎说，闭着眼睛
怎么能开车呢？ ”小外甥说：“真的，闭着眼睛也能开。”

3

2011 年的那场意外
编文｜文嫣　绘画｜李梅

一辆进口越野车，在下高速的时候，撞到了分道桩上，随即汽车开始翻滚……

佛家救命真言
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是佛家最好的真言，也是法轮大法
师父恩赐给世人的救命之宝。只要真心敬念，可驱疫，祛病，
还能化解灾难，成为危难之中的护身之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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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时此刻，我立即大喊：“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与此同时，妈妈也大声喊：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紧接着小外甥也跟着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 真善

忍好！ ”车子连续翻了两个个儿后停了下来。

车外聚集了很多人，乱哄哄的，就听有人说：“这车都撞成这样了，人肯定不行
啦！ ”然后传来了有人打 120 的声音。

6

7 我们都缓过来后，姐夫用胳膊把前排他那侧的玻璃窗砸开，他钻了出来；接着
我们把小外甥递出了车窗；随后，妈妈和姐姐也陆续钻了出来；我是最后一个
出来的。

说话间，车就撞到了下高速的分道桩上，我们都感到了车子的巨大撞击，一声
巨响后，车开始翻滚……

4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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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妈妈还有小外甥都喊了“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虽然我
们仨满身都是破碎的玻璃碴子，但是一点皮都没破。姐姐耳后、姐夫胳膊仅仅
划破了一点。

9

真是有惊无险哪！ 我们都明白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们 5 个人的命！10

5 个人出来后一看，车被撞得非常严重，这辆进口越野车当场就报废了。万幸
的是，没有撞到其他车、其他人。可是，却撞倒了一片隔离带。

8



一位修炼了 20 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起排字前的一段经历时说 ：那
天，我和 30 多位法轮功学员把排字中的《转法轮》书籍图案铺在了地上，
因为有一些气泡，我就跪在上面，把它们挤了出来，突然，我觉得自己
真的像跪在了书里一样，被书包容着，那一刹那，我非常感动。

排字当天，当看到排出的九字真言壮观祥和的场面时，现场的观众
无不感到惊讶与震撼。纷纷说 ：

“连续下了这么多天的雨，今天放晴啦！”
“他们这个活动很神奇。今天我开车从木栅过来，沿途一直在下雨，

气象预告说当地也有雨，几率在百分之七八十，但你看，现场的雨就是下
不来。法轮功很特别。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而人类真的很渺小！”

“法轮功师父太厉害啦！北部连续下了 5 天雨，你看，今天就没下！”
活动快结束时，法轮功学员以洪亮的声音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九字真言。5000 多人的声音整齐划一，划破了云霄……

2020年 12 月 5 日，约 5400
名来自台湾各地的法轮

功学员齐聚台北自由广场，举行了一年
一度的大型排字活动，排出了中华民族
传统隶书体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

台湾大型排字活动始于 2000 年，
迄今已持续 20 余年。每年的排字内容
都不一样。此次排字，在整个图形的
中央，是 1995 年于中国大陆首次出版
的《转法轮》书籍和金色莲花座。

台湾排出祈福秘诀
文｜宋心明　黄宇生    编辑｜兰心

台湾法轮功学员排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是希望有缘人
在看到排字图案后，尤其在变种病毒
持续肆虐的当下，能诚心诵念，籍此得
到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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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翩翩美少年长了一脸顽固的皮肤癣，遭到了同学们的鄙视。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
中。这一痛苦整整折磨了他 19 年。19 年后，他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

那年   那“雪” 那人
编文｜笺白　绘画｜竹梅

读初中的时候，我班有个男生叫达林，因长了一脸白花花的癣，同学们都觉得
他寒碜，不愿与他打照面，看见了扭头便走，甚至有人还嘲笑他。所以，在校
园里，达林不敢到人群里去，时常将帽檐压得低低的，像个怪人，躲着人走路。

1

为了治疗皮肤癣，达林没
少去医院。大医院，小医
院，他都去过，结果都无
济于事。而且，他还寻找
过治癣的名医，打听过治
癣的土方，到最后，癣依
然纹丝不动。

3

2 达林脸上的皮肤癣非常顽
固， 奇 痒 无 比。 挠 的 时
候，白花花的癣就像细碎
的雪片和面粉一样从手指
间往下落。挠厉害了呢，
就疼。因此，有人还给达
林起过外号。这使他非常
苦恼，没事的时候也不愿
出门，不愿见人。

4 后来，达林无意中发现了
一种圆柱形的护肤油，用
一层薄薄的透明纸包着，
上 面 印 着 小 红 字， 极 便
宜， 抹在脸上油乎乎的，
能把癣片软化了，脸看上
去就不那么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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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林喜出望外，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就多买， 还攒了一些。在长达 19 年
中，达林从未离开它，一年四季都靠着它过日子。

5

6 气功大潮来啦！ 听说气功能治病，达林寻思：我也练练气功吧，或许能治好我
这个顽固不化的皮肤病呢！ 于是，在好心乡邻、亲朋的推荐下，达林今天练这
个功，明天练那个功，反正各种各样的气功没少练，折腾了 8 年，可皮肤癣没
有一点变化。达林又心灰意冷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希望了。

7 一年秋天， 达林正在采摘棉
花， 邻村的一个同学从地里
路过，对他说：“给你一本书
看看，比别的气功都灵！ ”达
林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转
法轮”三个大字。可是， 达
林对气功早已失去了信心。
碍于面子， 他把书放进了装
棉花的袋子里。

8 回到家， 达林翻开书念了两
句， 然后就把书放在了大立
橱的顶上。有时想起来， 达
林就拿下来看一眼， 念几句
再放回去。就这样断断续续
地达林看了近半年的时间。

有一次， 达林又拿起了《转
法轮》，这回念得比较多。这
一多不打紧， 他再也撒不开
手了， 不念都不行了。达林
发现书里说的“真、善、忍”
三个字太了不起了。这极少
的、不变的三个字能统括天
下所有事。不管大事、小事，
什么事，都能用这三个字来解
决。以少对多， 以不变对万
变，简直太好啦！ 这正是达林
内心深处想寻找的、想要的、
梦寐以求的那种正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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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之后，达林就天天阅读《转法轮》。大约读到半个月的时候，他发觉脸上的癣出
现了变化：癣片薄点了，软点了。心想：难道这功真管事儿？ 他就继续读。读
了一个月后，脸上不是很白了，癣片变得极薄、极柔、极细小了。达林满心喜
悦，确信法轮功准能治好他的病！ 然后，他就将护肤油停抹了。

12 听 说 法 轮 功 还 有 五 套 功
法， 达 林 就 找 到 那 位 同
学， 同学将《大圆满法》
一书送给了他。然后，达
林 一 边 阅 读《 转 法 轮 》，
一边按照《大圆满法》书
中师父的教功动作，学会
了五套功法。就这样，在
达林炼功将近 3 个月的时
候， 折磨了他整整 19 年
的顽固皮肤癣彻底好啦！

13 流年似水，往事如烟。然
而，由法轮佛法缔造的神
奇——发生在我初中同学
达林身上的传奇经历，却
一直有人在追述。

“真、善、忍”这种理念，别的气功里没有，也没见过。达林认为这给他的人生
指出了一条往前走的大路和处理各种事情的方法。这是他初读《转法轮》后得
到的一种直观认识。而且，神话小说、神话剧中的腾云驾雾及各种变幻等疑惑，
也都在《转法轮》这本书中得到了解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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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的故事
编文｜伏笔　绘画｜忍冬

一个 19 岁的大兵得了 IgA 肾病，无药可医，发展下去就是尿毒症。他绝望了……

青阳， 出生在农村。18 岁那年， 他入伍当了兵。
当时他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在各项训练中都不甘
落后，渴望自己在部队里能干出一番事业来。可就
在他满怀憧憬的时候，他的梦想却被无情的现实打
碎了。

1

一次部队聚餐，食堂买了好多海鲜，当天没吃完，
就留到第二天吃了，结果造成全连食物中毒，有
一半人住进了医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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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常来看望青阳，安慰他：“不要怕，西医看不好有中医，中医看不好有偏方，
偏方还不行，再试试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全国有几千万人在学呢！ ”

5

按照连长说的，中西医医治无效后，青阳怀着一线希望回老家找了个偏方，治
疗了 3 个月。可回部队的当天晚上，病又复发了。

6

青阳是中毒症状最重的，全身乏力，尿血，别人都出院了，他还在医院里躺着。
为了查清病因，军医和副指导员带着青阳到济南军区总医院做了“肾活检”，
诊断结果是青阳得了 IgA 肾病。IgA 肾病是一种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临床表现
是反复发作性血尿，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蛋白尿，部分患者还会出现严重的高血
压或者肾功能不全等症状。这种疾病会日益加重，到了晚期就是尿毒症。得知
这些，青阳感到忧心忡忡，心情极度沮丧。

3

随后，青阳找到一位与他要好的医生，请他帮忙查了查国外的相关医学资料。
医生说：“即使在国外，这种病也没有特效药，只能是保守治疗。如果每天坚持
吃药，大约 10 年转为尿毒症；如果等到感冒发烧后再吃药，大约 5 年转为尿
毒症；如果完全不吃药，硬扛，大约两三年转为尿毒症。”这位医生还特别嘱
咐他：“得了这种病，最好别结婚，结婚会死得更快！ ” 青阳绝望了，心想：“我
才 19 岁啊！ 今后的人生道路可怎么走啊？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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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青阳借来了一本《转法轮》，每天阅读。不知不觉 3 个月过去了，青阳
出现了发热、咳嗽等感冒症状。然而，令他惊喜的是：打那以后，尿血的病症
减轻了，没几天尿检就转为正常了，感冒一粒药没吃也好了。青阳康复啦！ 他
激动地说：“法轮功真是太神奇啦！ ”

8

在军队服役的时候，青阳结识了一个女孩，他向她如实地讲述了自己从生病到
修炼法轮功的整个过程，女孩没有反对，很高兴与他交往。退伍后，青阳就与
这个女孩结婚了。

9

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 20 多岁了。她与爸爸、妈妈一样，也走入了法轮大法中
修炼。他们一家 3 口在法轮大法佛光的沐浴下，感到无比幸福！

10

无望中，青阳想起了法轮功。他想：“全国有几千万人在学，有专家，有学者，
这些人可都是有头脑、有智慧的，他们会轻易地相信什么吗？ 为了救命，我也
要炼法轮功。”一打听，青阳才知道：包括连长在内，全连已有 10 多名官兵在
修炼法轮功了；团长、参谋长也都看过《转法轮》，说这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

7



2021 年 5 月 1 日，天气晴朗，5200 多名台湾法轮功学员集聚台北
自由广场排字，庆贺李洪志先生华诞暨法轮大法弘传 29 周年，场面壮
观殊胜。

台湾各界同庆同贺

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元说 ：“感谢当年李洪志先生的嘉勇，带
领法轮功学员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过去气功的新道路，除了让人们锻炼身
体外，还让人间、社会更加美好。”

台湾前卫生署长涂醒哲表示，几十年来，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
忍”的做法，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他表示敬佩。

新竹市议员曾资程 ：“期待更多的人加入法轮功，相信这是世界和平、
安定、最坚强的力量。法轮功学员传递中共迫害真相，得到了世界各国
领袖及国会的高度重视，他们已开始合作谴责中共邪恶政权。”

2021 年 5 月 13 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70 华诞，也是法轮大法弘传世
界 29 周年暨第 22 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为庆祝这一盛大节日，美国、加拿大、
澳洲、英国、德国、瑞士等世界多国政要及台湾各界纷纷送上祝贺与褒奖，赞扬
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了美好和福祉。

 美国颁奖

在第 22 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纽约州、密西根州、宾州、佛
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特拉华州等多州政要纷纷颁发褒奖令，表彰李洪志先生，颂
扬“真、善、忍”，褒奖法轮大法对社会做出的杰出贡献，愿法轮大法继续带给人
们永远的充实与平和，同时谴责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台湾排字

普天同庆“5•13”

2020 年 5
月 13 日，美
国国会大厦
上空飘起两
面美国国旗，
向李洪志先
生致敬

 美国国会议员布莱恩 • 菲茨帕
特里克为李洪志先生签发的两
份褒奖令，上面写道：“您的教
导将继续激励世界未来的领导
人，给他们带来信心。”

2021 年 5 月 7 日上午，“世界法轮大法日”旗帜首度在世界著名景点尼亚加拉
瀑布市政厅前升起，与加拿大国旗、安大略省省旗一起飘扬，对法轮大法福泽社会
与民众表达敬意。

加拿大联邦、省、市众多政要发来贺信或视频

省督罗素 • 莫瑞斯蒂说 ：“谨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感谢你们与民
众分享功法，帮助人们缓解压力。”

国会议员马兰茨 ：“你们表现出的宽容与韧性，在这样的黑暗时期显得尤为可
贵。任何人都不该因为信仰而遭受迫害。”

国会议员迈克 • 尔库珀说 ：“我一直在国会上提出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议题，
并敦促加拿大政府依据国际《马格尼茨基法》追责并制裁迫害者。在加拿大国会上，
我的很多同事也在为法轮功发声。法轮大法所代表的“真、善、忍”精神终将战
胜邪恶的中共。”

 加拿大升旗



前南京电视台导演揭：
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报道源于中共政法委
文｜千摆渡   编辑｜清宁 2019年 1 月 23 日，海外希望之声电台记者对纪录片《欺世伪

火》的制片人李军进行了专访。2001 年天安门“自焚”
事件发生前后，李军在南京电视台工作，是这家电视台《社会大网角》
栏目的制片人，他们制作的节目与《焦点访谈》的类似，而且，该栏目与

《焦点访谈》栏目还是一种合作关系。李军回忆说 ：

“大概在 1997 年或 1998 年的时候，我和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
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问他
们：‘那个人是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

‘那是哪儿的？’‘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
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实在话，咱们都
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这个片子不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
目组做的，是另一个专门组做的。这个组的人都不在《焦点访谈》节
目组上班。’” 

作为专业电视人，当李军第一眼看到《焦点访谈》关于天安门“自
焚”事件的报道时就知道是假的。他说：

“我看了之后，就知道这个事件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
人嘛，又是导演。当时我们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 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
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分钟，我到哪儿
去拍啊？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在地上喊的镜头，包括那个
小女孩在喊妈妈的镜头，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
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

“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
就喊，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当时看完后，
就知道这个事情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

2001年 1 月 23 日， 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 5 人
“自焚”案。事后，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的节目中

宣称“自焚”者为 5 名法轮功学员。节目播出后，煽起了无数民众对法
轮功的误解与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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