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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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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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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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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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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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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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上，生命重新放飞

呼伦贝尔大草原景色迷人，美不胜收。天空
湛蓝清澈，白云缭绕，似梦如幻；大地绿草茵茵，
骏马奔驰，牛羊成群……祖先留下的这片绿色海
洋，成了不少内地人向往的福地。

1.    他叫陈庆河，大货车司机，河北人，今年 50 岁，对生活充满乐观。

为了让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多年来他一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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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生莫测。2016 年 6 月，一向身体非常健康的

庆河，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7 月，妻子陪他去呼

伦贝尔市医院检查，医生告知一个残酷的事实：骨

癌晚期，已经没必要做手术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庆河和妻子震惊得无法接受。瞬间，整个家塌了！

半个月前，庆河还风风光光，哼着小曲，开车

跑在美丽如画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的公路上……转眼

间，那令人神往的碧草绿浪，蓝天白云，悠扬牧歌，

妻子儿女，都将伴随着他的人生，画上一个残缺的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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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想死啊！庆河祈求生存的眼神和被病折磨的

悲惨呻吟，刺着妻子的心，她痛苦无助。

妻子和亲朋好友们想尽各种办法医治庆河的病。

从河北老家寄来的中药也不见效果。

妻子对庆河说：“北京专家和内蒙专家建议一

样，保守治疗。咱们不妨回河北，去你的老家再让

中医大夫好好看看吧。”

7 月 29 日，内蒙医生用 120 救护车把庆河送到

火车卧铺上，到老家后直接入住沧州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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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沧州医院与北京专家会诊后，束手无策。止疼

片不管用了，骨头疼得撕心裂肺，求生不能，求死

不得。在病魔面前，人竟然是这样脆弱与渺小。

坐在轮椅上，看着家乡的景色，庆河倍感人生

苦短与凄凉。他明白妻子的良苦用心，把他送回故

乡来，再看一眼家乡，看一眼亲朋好友，喝口家乡

的水，吃口家乡的饭，算是一种人生的告别吧。

妻子哭着对他说：如果还有选择，我依然如旧，

如果还有奇迹，我跪天跪地。我们一起祈求奇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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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奇迹，有时会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庆河的大姐修炼法轮功，她给庆河带来了一本

书——《绝处逢生》，这是美国明慧网出刊的，选

登了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修炼法轮功后绝症痊愈的典

型故事，这本书在海外很畅销。

庆河被书中神奇的故事吸引了。他用心读着，

再也无法平静了，为书里每一位绝处逢生的人感到

庆幸：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真有福，真幸运！

庆河流着泪读完这些故事，他决定修炼法轮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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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历八月十二，这一天让庆河终生难忘。

他半靠在床头，顺手拿起大姐送来的《转法轮》

（法轮功主要书籍）看起来。他没有任何幻想。他

知道自己病很重，连北京的最权威专家都拒绝为他

医治，他还有什么奢求呢？唉，就当故事看吧！

庆河一口气看了好几十页，他被书中的道理震

撼了，“真、善、忍”三个字撞击着他的心。更令

人惊喜的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看，竟然完全改

变了他的命运，他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作“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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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庆河自从查出绝症，疼痛让他彻夜难眠。但是，

这天，他仅看了几十页《转法轮》，就感受到一种

久违的舒服，他美美地睡了一个香觉。

接下来的日子，庆河家里来了好几位法轮功学

员，每天晚上陪他一起读《转法轮》，教他炼功动作；

还与他交流他们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每个人都有感

人的故事啊！庆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全国有那么

多人修炼法轮功：多少绝症患者得到新生，多少将

要破碎的家庭得以团圆；更有多少人在“真、善、忍”

的感召下，道德回升，境界升华，身心愉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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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绝处逢生，否极泰来。庆河和妻子共同祈求的

奇迹终于来临了……

修炼法轮功几个月后，一天清晨，庆河醒来，

感觉腿舒服极了，一点儿也不发沉，他躺着左右来

回晃动着腿，幸福地让妻子看，他们太兴奋了。

庆河走路生风，他身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修炼法轮功后，他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按照“真、

善、忍”的标准去做，遇事多为别人着想，生活很

快乐。庆河逢人便说：法轮大法让我获得新生，我

要把这奇迹讲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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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滥用抗生素已使细菌的
抗药性快速增加，一般的手术或轻微的感染都可能置人
于死地，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终结。所有抗生素都面临失
效的危险，被抗药性病原体感染的人，其死亡率已经增加
50%……

今天，我们将美国珠宝公司经理林依力少女时期患严
重皮肤病，修炼法轮大法得以痊愈的经历及照片呈现给读
者，跟您讲述一个感人的故事，为您献上一句珍贵的吉言：
法轮大法好！

如此奇迹，立照为证

1：摄于 1999 年 2 月，皮炎严重，脸上与身上都是脓血。
2：摄于 1999 年 6 月，林依力修炼法轮大法仅几个星期，   
      长达 4 年的皮炎就奇迹般痊愈了，皮肤平滑细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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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美国长大的林依力，6 岁时得了一种皮肤怪病，全身、满脸长满

了成片的红疹，流着血和脓水；换下的内衣经常血迹斑斑；98% 的日

常食物，她都不能吃，一旦吃了，皮肤病就更加严重。

妈妈带她访遍中、西医，连蝎子、白花蛇等都用上了。医生告诉

依力妈妈说：“你女儿的病恐怕会伴随她的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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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力的病像刀子一样割着妈妈的心。无论多贵的药都吃过了；无

论多苦的药，6 岁的依力也毫不犹豫地咽下去。几年过去了，可怜的依力，

脸色变得可怕的青黄，手脚无力，发抖，全身皮肉疼痛难忍。看到她

满身流着血和脓，同学们都唯恐避之不及。依力痛苦得冲进厨房拿起

菜刀，觉得无法再活下去了：“为什么我这么惨呀？我宁愿死掉。”……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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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在妈妈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名医的时候，1998 年年底，在美国，

她们幸遇法轮功。妈妈问女儿：“你想炼吗？”“想！”

万万没想到，依力的这一声回答，竟然是苦尽甘来，获得了人生

中的神奇转机！依力跟妈妈一起读《转法轮》，以书中“真、善、忍”

准则改变自己，依力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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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轮大法教人遇事先考虑别人，用善良与宽容，善待周围的人。

有一次，依力在学校买午餐，她只有一块两毛五美金，一个同学

跑来问她借一块钱，依力想也没想将钱给了同学，她觉得同学更需要。

同学走了，依力拿着剩余的硬币：“能买什么呢？买一块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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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知不觉，依力发现自己的世界观开阔起来；皮肤在不经意间痊愈

了，化脓的地方干了，像蛇皮那样脱掉了。寻遍中外名医不得痊愈的疾病，

修炼法轮大法仅几个星期就奇迹般好了，溃烂不堪的皮肤，变得光滑

细嫩。如今依力已经长大成人，自信而貌美。她无尽地感恩法轮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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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惊魂
在茫茫的大海上，船员们用力把泡沫板紧紧地

拱了在一起，大家一手用力抱住泡沫板，一手互相
扯拽着，依附着，以免被海浪冲散。

就这样，船员们在茫茫无际，波涛汹涌的海面
上漂浮着，等待着，期盼着……

1.     常言道：“行船三分险”。船员出海远行，安全是亲人最大的期盼。

2014 年 10 月 28 日下午，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博贺镇有一艘水泥船，

在返航的途中，一路顺风。谁知，行至琼州海峡时，刚刚还风平浪静

的海面，突然变得汹涌澎湃起来。滔天巨浪，翻滚拍打着船身，溅起

无数白色泡沫，仿佛要把整个货船淹没……

绝处逢生

2.    下午 4 点，船员们饭后都在仓里休息。突然一

个海浪打进一个船舱，仓里的船员张超滔全身被打

得湿透，他赶紧起来用牙膏盒去塞紧仓门，还没等

塞好，又一个海浪打了进来。他感到奇怪，海浪怎

么会不停地打进船舱呢？

他跑出船舱一看，大吃一惊，发现船体已经倾

斜了。张超滔大声呼喊：“快快起来，船要翻沉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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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况非常危急，张超滔和张永杰二位船员急速去解开救生筏救命。

可是，一个大浪打来把救生筏冲走了，惊惶中，船员们只好抱住一大

捆泡沫板下水，赶紧离船，因为船体迅速下沉时形成的漩涡，会把人

吸入海底。十多分钟后，船被大海吞没。

在茫茫的大海上，船员们紧紧地把泡沫板拱在一起，紧抱住泡沫

板以免大家被海浪冲散。就这样，船员们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漂浮着，

等待着救援。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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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眼看夜幕就要降临，

船员们既害怕又疲劳，又饥又渴，绝望之

感涌上心头。

这时，船员张永杰猛地想起了亲人二

伯母经常给他们讲：遇到危急的时候，一

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记住

这救命吉言，诚心敬念，就能逢凶化吉保

平安。

张永杰很相信亲人说的话，他赶紧大

声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招呼其

他船员都跟着念。大家都诚心地念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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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久，海面上飘来了一条很大的新鲜死鱼，接着飘来了一瓶又一瓶

的矿泉水。大家吃着生鱼喝着矿泉水充饥。过了段时间，被大浪冲走的

救生筏忽然神奇地飘了回来。

因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
法遭到迫害时，您还能明白是非、支持善良，这
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天的佑护。这是“善
恶有报”天理的体现。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
大法好”，危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比比皆是。

为什么诚念

“法轮大法好”

  会得到福报？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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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超滔抓住不远处的救生筏，奋力把它张开，全体船员都爬上救

生筏，大家的命保住了。夜幕降临。五六级的海风，掀起海水一浪接

一浪，在这危急时候，船员们被一只货船发现了，帮助联系求救。最

后遇险船员全部平安获救，大家欣喜无比！经历了沉船劫难的全体船员，

亲身体验到了在生命面临绝境之际，诚念九字救命吉言出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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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一家，居住在日本北九洲
的熊本市。

丈夫小川一博，敦厚朴实，是
一家公司职员；妻子小川优美子，温
柔漂亮，是日本传统式家庭主妇。

在儿子 3岁时，小川家盼望已
久的女儿出生了。女儿的降临，给全
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一双儿女，凑
齐了一个“好”字。看着活泼的儿子，
漂亮的女儿，小川夫妇心满意足。

心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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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就在女
儿 5 个 月 大 时，这
个幸福和美的家庭，
开始经历一场巨大
的磨难。一天，女
儿感冒，小川夫妇
带她去看医生。诊
断书很快出来：先
天性脑部疾病，导
致眼睛无法正常转
动，她将终身不能
生活自理。

优美子崩溃了，
每天都在责备自己。
医生曾建议，孩子
的两眼不会动，要
做些眼球运动。优
美子就用铃铛来训
练，每天如此。但
一点好转的迹象也
看不到。渐渐她的
精神支撑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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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泣，成了优美子唯一能做的事情，她
一遍遍唠叨着：“是我不好，是我的问题，女
儿才这样的……”

小川心里难过极了，他安慰妻子不要自责。
但是优美子的思维就像是钟表的指针一样，不
停地绕圈循环着，不断地责备着自己。

有一天，儿子扬着小脑袋，看着妈妈，说：
“妈妈，笑一笑吧。”优美子才猛然回过神来：
“喔，我已经很久没有笑了。”她忽然觉得很
对不起儿子，她抱起儿子：他才 3 岁多啊，他
也需要妈妈的呵护啊。但是女儿的病把优美子
的心撕裂了，她已经不会笑了。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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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小川用尽一切办法，要挽救这个濒
临破碎的家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同事朴先
生——一位法轮功学员。他记得朴先生讲过很
多绝症患者修炼法轮功后得以康复的事例。

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奇妙，也许人生中有
许多难得的福分机遇，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但
是，却留在了记忆中。绝境之处，恍惚间错过
的机遇，却成了峰回路转的契机。

小川找到朴先生，跟朴先生说了自己女
儿的疾病。朴先生对小川说：“你女儿的病能
不能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你学了法
轮功，你的人生将会非常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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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回到家，跟优美子讲了法轮功的讯息。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带着女儿和儿子一起修炼
法轮功，认准这条路一同努力，携手走下去！

优美子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全家第一次
到熊本百川公园参加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时
的情景。

那天，在炼功场，大家都在集体炼功。
让小川夫妇感到惊奇的是：以往女儿几乎没怎
么哭过。但是那天哭得却异常大声，而且哭声
特别有力。起初还以为女儿是想吃奶，之后才
明白了，法轮功炼功场上，有很强的能量，是
李洪志师父在给她调整身体。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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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过去了。
空暇时间，小川夫妇带着孩子一起看李洪志师
父讲法录像；周末，全家一起去炼功点参加集
体炼功。忙碌的生活过得充实而惬意。

修炼法轮功后，优美子对人生，对事情
都有了崭新的认识。因为对人生充满了希望，
内心也变得快乐。优美子说：“修炼法轮功，
讲‘真、善、忍’，对人要诚实，不撒谎，善
待别人，容忍别人，这三点成为我每日行为的
准则。无论出现什么矛盾，都首先找自己的原
因，这就很容易去理解对方。夫妻吵架也能在
玩笑中化解，什么都能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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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优美子意外发现，女儿的眼睛
可以一点点转动了……

在女儿一岁半的时候，做健康检查，医
生欣喜地说：你女儿已经没有问题了。当医生
知道孩子并没有在医院就诊就痊愈了，他非常
地吃惊。

优美子感激地说：“在母子手册上，有健
康和异常两个栏目，当医生在健康一栏上圈上
之后，我知道那是托了法轮功的福，那种感激
之情难于言表。内心只有坚定的一念，那就是
一直走下去。”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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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像以往一样，小川家的餐厅里充
满了欢声笑语。

4 岁的女儿，盯着桌子上盘子里绿绿的菜
叶，好奇地连声喊着：“嗨嗨，也吃这个草。”

妈妈闻言，“噗哧”笑出声来：“这不是草，
是生菜。”忙做早餐的爸爸，听到女儿稚气的
童语，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啊，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几年前，
女儿那双被医院判了“死刑”的眼睛，如今，
绿绿的菜叶，在她的眼里，就像是田野上的青
草，充满着葱茏与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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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月， 熊 本 市 的 樱 花
开得比往年更加浓烈，满
树烂漫，如雪似霞。

如 今， 女 儿 已 经 上 小
学 了， 善 良， 活 泼。 优 美
子 说， 人 有 不 同 的 缘， 由
于女儿的病，使我们能够
幸遇法轮功。托女儿的福，
我们全家走入了法轮功修
炼。小川夫妇说：“在学法
轮功之前，我们完全不知
道在中国大陆有那么残酷
的迫害，这是对人权的迫害。
想到这些，我们很难视而
不见，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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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真、善、忍”
1995 年 3 月

13 日，法轮大法
（也称 法 轮 功）
创始人李洪志先
生应邀到法国、
瑞典讲法。从此，
法轮大法走向了
世界。

多年来，法轮
功受到世界各族
裔民众的喜爱及多国政府的褒奖。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连续10 年发贺信，
盛赞法轮功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美国国会议员兰赫尔说：“法轮
功学员是美国人民的楷模，法轮功
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善。”法国
议员罗朗 • 艾纳说：“法轮功是生活
健康的一种修炼方法，是中国文化

和文明的一个特
色。”罗马尼亚前
总统康斯坦丁内
斯库说：“法轮大
法的‘真、善、忍’
原则可以帮助我
们所有的人，法
轮大法提醒我们
每个人这些美丽
高尚的原则。”

1999 年 7 月，中共江泽民集团
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至
今持续 20 年。但是，法轮功学员不
畏强暴，坚守“真、善、忍”信仰，
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清真相；众
多民众，不受中共谎言欺骗，走进
了法轮大法修炼。迄今，法轮大法
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来自世界各地的褒奖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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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1400 例”

并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
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
减半。后来张海青的妻子说中央电
视台竟骗人。认识张海青的人都知
道，他从没练过法轮功。

( 一 ) 利用精神病人栽赃
山东新泰市王安收因精

神病复发，杀死其父一事
被中共谎称为王安收因“练法轮功”
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判决
书上写着 :“本院认为，被告……
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

法轮功书中明确规定“炼功人
不能杀生”、“禁止精神病人炼功”。

1999年7月以后，大陆媒体充斥着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这些“新闻”是如何出笼的？下面仅举两例。

( 二 )“罗锅事件”的背后
1999 年7月20 日以后，中央电

视台播出了一个所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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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
人很多，他们排在很远处。这时来
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
对当时排队的人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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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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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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瓶子烧不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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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穿便服进入烧伤者隔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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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焚者之一刘春玲被烧死？1

1

3

2

4

伪 

火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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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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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了解更多真相。
下载破网软件的方法：

电脑版：https: //git.io/fgp     https: //git.io/umexe
安卓版：https: //git.io/f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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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  如此奇迹，立照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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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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