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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神的大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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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与存在

女儿：爸爸，为什么有人把相信神仙说成是迷信呢？

父亲：因为神仙不存在呀。

女儿：怎么说不存在呢？

父亲：存在吗？你看到了吗？

女儿：我没看到，可书中有很多记载啊。再说，也不能因

为没看到就说不存在呀？就像空气、电波，人也看不到啊。

父亲：空气电波虽然看不到，但科学能证明它存在，可是，

科学并没有发现神仙的存在。

女儿：可是科学能证明的事情很有限呀，科学家曾经说，

只有地球上有人类，没有外星人；科学家也曾经主张地心说、

日心说；我觉得，科学家在探索过程中好像也是在盲人摸象啊。

父亲：嗯，你说的

还真是有道理呢……

是啊，科学研究发

现的东西，都是前人所

没有的，如果我们把这

些所谓的“不存在”都

看作是“迷信”，从而

进行否定和打击，那么，人类社会还能向前发展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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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华不相信，狱友就

鼓励他试试。由于狱

中的空间很小，只能

盘坐炼第五套功法。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

蔡忠华的身体就感受

到了能量的存在。

从那天起，两人

就在监狱利用空闲时

间，一遍接一遍地看

法轮大法的书。

监舍中，有犯人看到蔡忠华炼功，就取笑他：“是不是被关太

久（当时已经被关了近 12 年），精神不正常了？”面对其他犯人的

冷言冷语，蔡忠华耐心且严肃地劝说对方：“别开玩笑，请不要污蔑

大法！这是真的！真的有神，不要以为没看到就不存在！”并劝他们

出狱后不要再做坏事。

蔡忠华说：“宇宙中有神存在。以前不相信有神，才敢做坏事，

做没有道德的事；如果相信有神，打死都不敢去做。”因为他的耐心

与包容，加上修炼后脾气改善了很多，蔡忠华和大家相处得比以前更

好了。就这样时光飞逝，两年后他终于获准假释出狱。

蔡忠华表示，修炼后自己心性变化很大。以前为了名利，会不择

手段想办法得到；修炼后把名利看淡，朋友叫他用不道德的方式去赚

钱，他会反过来劝善，并且诚恳地向对方表示：自己不可能再去赚取

这样的钱财了。

此外，修炼后蔡忠华的身体健康也改善很大。以前在监狱中 14 年，

他的身体变得很差：心绞痛、肠胃炎、胰脏炎、脊椎不适等毛病很多；

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就无病一身轻。以前运动时，跑几步就会很虚；现

在运动时感觉到身心轻松自在，中气十足精神好。

哥哥：“以前不相信有神，才敢做坏事”

2004 年，蔡忠华在嘉义鹿草监狱服刑期间，遇到一位狱友。两

人在一起做完手工品后，蔡忠华看到他随手拿起狱中书架上的《转法

轮》（法轮功学员到监狱弘扬法轮功时留下的法轮功主要著作）看了

起来。

这位初学的狱友热心地向蔡忠华推荐法轮功，一开始蔡忠华并没

有理会对方。因为他当时正在申请假释，两年多都未能通过，所以心

情起伏很大，没能安下心来看书。

拖 了 几 个 月

后，他终于开始看

《转法轮》，但是

没炼功。有一次蔡

忠华问这位狱友：

“ 炼 法 轮 功 有 什

么 好 处？” 狱 友

回答说：“精神、

身 体 都 会 变 好，

并 且 身 体 还 能 感

受 到 能 量。” 蔡

·人物春秋·

狱中奇缘遇大法
孪生兄弟获新生

台湾年已六旬的蔡忠华，曾在黑社会打混，吸毒、贩毒、走私毒品，	
坏事做尽，被判无期徒刑；而他的孪生弟弟蔡忠民，也因犯罪被判	30	
多年刑期。他们的家人对于这同是重刑犯的兄弟俩已经死了心。而后来，
又是怎样的一段奇遇，改变了他和弟弟的人生呢？

·www.minghui.org 明白·

蔡忠华（左）、蔡忠民（右）

蔡忠华（左）、蔡忠民（右）兄弟俩一起炼功



4 5

弟弟：“修炼后，忧郁症不药而愈”

和哥哥同样是更生人（指曾经犯罪，但已接受法律处罚、悔过更

新的人）的弟弟蔡忠民，在监狱被关十年半后假释。期间经历了母亲

过世、与妻子离婚等家庭的变故，让他心情很压抑，后来得了忧郁症、

躁郁症。

蔡忠民 2009 年开始修炼大法。在那之前，他是吃喝嫖赌样样来，

生活糜烂，精神忧郁。这让已经走入修炼的哥哥蔡忠华很着急。他时

常关心弟弟，劝他一起修炼。一开始弟弟不相信，蔡忠华说：“亲兄弟，

没理由骗你！”半年后，在哥哥的鼓励下，弟弟才开始跟着一起炼。

修炼大法前，蔡忠民因患忧郁、躁郁症，在监狱时就已经在服用

医生开的药，出狱后他仍需继续服药。虽然他曾私自停药，但是撑不

过五六天，精神就会出现恍惚、不安稳及胡思乱想。

就在蔡忠民上完九天学法炼功班后的第四五天，他明白了身体得

病的原因，不想服药了。没想到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现在他都没再

吃过精神科医师开的药，至今已经十年多了。这使他亲身体验到：

“当心性提高时，身体的不健康因素也获得了改善，真是奇妙又超常

的事。”

“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事，
就是修炼法轮功”

“这辈子什么事情都做

错，唯一做对的事情就是炼

法轮功学大法。”蔡忠华表

示，“很感谢师父度我、帮我，

如果没有师父，我现在就不

会坐在这里。”他叹道：“我

的人生起伏太大，不到三十

岁就用不正当手段有了房、

·人物春秋· ·www.minghui.org 明白·

有地、有车……什么都有，觉得很不错。然而却忽然间入狱，仿佛从

天上跌下来。但更没想到的是，后来自己却有幸得法。”

现在的蔡忠华认为，此生能得大法已心满意足，此生已没有遗憾。

蔡忠民说：“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可能我今天会继续待在监狱

或死在监狱里。修炼让我从本性上彻底改变，把根深蒂固的偏差观念

一点点去掉，自己也感觉到心性在提高。”修大法后，遵循着“真、善、

忍”的法理，蔡忠民从一个逞凶斗狠的人变成了一个平和的人。他说：

“越深入学炼大法，心胸会越宽大，可以去容纳很多事情，而且会越

修炼，心情越愉悦。”

修炼后，蔡忠民不再和人争斗，觉得内心有说不出的平静，以及

从未有过的喜悦。因此，他说，能修炼法轮功是一件很庆幸的事情。“我

这样做尽坏事的人师父都肯救度，师父多么慈悲，我很感恩！”

现在，兄弟二人一起经营餐饮业为生。

上亿人读过，而且仍在读的书！

《转法轮》是法轮功（法轮大法）的主要
著作。《转法轮》阐述了“真、善、忍”的道理，
讲明了宇宙的来源和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
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指出了解决之
道。《转法轮》语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
大精深。

“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憾。”这是
无数阅读过《转法轮》的人发出的感佩之言。

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时至今天，法轮功已经超越了文化、种族、语言、地域的障碍，
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转法轮》已经有 40 余种文
字版本	，是迄今为止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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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身边事· ·www.minghui.org 明白·

“眼见为实”的母亲亲历神迹

我母亲是个重现实、好面子的女强人。有一次我和她单位的一位

财务科长闲聊，他告诉我：“你母亲啊，能干、彪悍，我看见她也是

惧她三分的。”

我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洗涤了我的身心。

坚信无神论的母亲，对我的修炼不屑一顾，甚至是反对的。可是由于

我修炼后自身的变化很大，街坊邻居、学校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的人

品赞不绝口，所以她也就没干涉我。

1999 年 7 月，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我知道大法是被冤

枉的，去北京上访。在我被拘留十五天回家后，母亲愤怒地表示如果

我继续修炼，就要与我断绝母子关系；还骗我去中共在劳教所办的洗

脑班；又听信中共的谎言，配合着在报纸上信口开河，说她的儿子炼

功后如何变痴变傻，并以死或者断绝母子关系来要挟……

母亲认为我丢尽了她的脸面，她从内心看不起自己的儿子，认为

儿子是被中共定义的“愚昧”人员，所以我们母子之间的沟通几乎为零。

2008 年 4 月，母亲肚子痛得难受，去医院检查，被确诊得了葡

萄胎。化疗三个月后检查，

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得知结

果后，我看见强势的母亲躲

在厕所里偷偷地流泪。

因为化疗，母亲的头发

一把一把地掉；见着饭就呕

吐，她坐不了，也走不了，

每次化疗完回家，我得背她

上七楼，还必须非常小心，

因为她的骨头也痛……

在痛苦和绝望中，医生建议用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化疗反应更

强烈的药物试试，但得签字：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我问母亲要不要做？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我知道，这是求生的

欲望，其实她已经承受不了那样的痛苦了。

回到家，我把母亲背到沙发上，她一天都没吃饭，我去煮了十个

饺子，她只吃了一个半，过了一会儿还都吐出去了。我坐在她旁边，

说：“老娘，我想和你好好聊一聊。”她立刻回道：“聊什么？你不

就那点东西吗？我不想听。”

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是你儿子，我看见你那么难受，我心里也

很痛苦！我希望你好起来，这一点，难道你也感受不到吗？刚才医生

的诊断你也听到了，我看到你哭了，因为你觉得看不到希望。现在，

你的亲儿子打算告诉你重拾希望的办法，你为什么就不想试一试呢？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母子之间连聊聊心里话都不行吗？”

这一个多月从早到晚的陪护，母亲是看在眼里的。于是说：“那

你说吧。”

我从我亲眼看到的法轮大法治愈各种绝症的事例，到“天安门自

焚”造谣案的真相，以及海外法轮功弘传的盛况等，我们聊了一个多

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母亲开始精神起来了。

我又给她看了 2008 年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看完后，真的就是

一瞬间，她说饿了，我把饺子热了一下，她一口气吃完，接着就去睡

觉了。这一个半月来，我第一次看她睡得这么香。晚上，她又吃了一

小碗饭，而且没有呕吐。她说：“这倒是有点神奇了！”

又到了化疗的日子。我给母亲录了个 MP3，里面是李洪志师父

在广州的讲课录音。我对母亲说：“你下午要化疗，难受的时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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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楼长的楼长

十年的义务清扫工

我居住在一座教师家属楼，三十多年了。随着岁月的变迁，一茬

一茬的住户搬走了，逐渐地又有新的住户搬入。楼道里烟头、果壳、

纸屑乱扔，脏得时常下不去脚，物业、社区都不管，更没有门卫，成

了三不管楼。

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明白法轮功学员在哪都应该做个好人，于是

当起了义务清扫工。我每次都是从顶楼扫到地下室，隔几日便清扫一

遍。平时看见地上有垃圾，我随手捡起，把楼道的卫生看作是自家卫

生那么精心。过了几个月，我发觉楼道卫生有了好转，垃圾逐渐地少了。

这个义务清扫工，到现在，我已干了十多年了。

邻居的转变

邻居们都知道我炼法轮功，他们几乎都明白法轮功真相，只有一

位男教师，由于受中共污蔑宣传的影响，看见法轮功真相粘贴就往下

撕，对法轮功很抵触。而他碰见我几次，都是我在扫楼道。

一次，我想去倒垃

圾，正好碰见这位老师

上 楼， 他 二 话 没 说，

拿 过 垃 圾 袋， 边 下 楼

边 说：“ 大 姐， 可 谢

谢 你 了， 这 楼 道 的 卫

生都成了你一个人的事

了。”他竟然来了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打那以后，他再也没撕

·你我身边事· ·www.minghui.org 明白·

听一听吧。”

早上我去公司上班，心里却想着母亲下午的化疗，不知道会怎样

难受。一下班，我就从公司赶到医院。我一进病房，就看到她坐在床上，

听着 MP3。母亲看到我来了，显得有点激动，摘下耳机，连连对我说：

“太神了！太神了！这次回去，我一定和你一起炼功！”

母亲告诉我：“化疗大概十五分钟左右时，全身连骨头都开始痛。

实在忍不住了，想起来你早上给我的 MP3，于是拿起来听，听着听着，

那种痛苦一瞬间居然就消失了，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而且身上一点

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太神奇了！”

一 天， 主 治 医 生

来查房，看到她一个

人坐在病床上大口吃

着饭，连连惊叹道：

“你可真是个奇迹啊！

我治了这么多病人，

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

样的！而且你连白细

胞都不补，这哪里像

个病人啊！”

医生的话提醒了母亲，于是她决定不再做化疗了。随着修炼法轮

功，后来再去医院检查，所有指标一切正常，葡萄胎也消失了。

现在已经过去十二年了，母亲不仅身体好了，脾气也改了，遇到

矛盾时也总会看看是自己哪里没做好……

我把母亲的故事写出来，希望人们在面临困境时，也能像我母亲

一样，转变一下观念，法轮大法的神迹也会在你的身上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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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在
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
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教人向善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
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
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对近 3.5 万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医学调查。调查表明，修炼
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有效率高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人大离退休老
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李
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
各国各界的褒奖、支持决
议案和信函超过 4500 项。
“真、善、忍”的信仰得
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
戴和尊敬，却在中国大陆
受到残酷迫害。

·你我身边事· ·www.minghui.org 明白·

过大法真相粘贴。法轮功真相粘贴现在都掉色了，也没人往下撕。

你们有法轮功大姐吗？

我们这栋楼有三个单元，共用一块电表。过去楼道的灯、门铃的

电费都是学校给交，自打学校搬迁后，这笔钱没人给交了，也没人管。

到了晚上就抓瞎了，楼道里漆黑一片，上下楼不方便，尤其老年人根

本不敢下楼。特别是家中来了客人，进不了门，门铃没电，干摁摁不响，

住户叫苦连天。

人们只会抱怨，没人出头管这种事，我想我是法轮功学员，为别

人着想，不就是跑跑腿、动动嘴吗？于是，我去了电业局，找有关工

作人员联系，他们建议这三个单元各安一个电表，各用各的电。我想，

如果采用他们的办法，住户多花钱不说，也没那个必要。我找懂安装

的人咨询，他们很快地用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电业局也很认可。我自费买了一张电费卡，按时联系各户交电费，我

再去电业局帮他们交电费。我自费找人修单元门锁，楼道和地下室的

灯坏了，我买新的安上。

我们单元的事情，其他单元的住户知道了都很羡慕，都说：看你

们多省心啊！啥事都有人张罗，这人是谁啊？这么好啊！每每这时，

我们单元的人就说：你们有法轮功（学员）大姐吗？我们有！

被住户封为楼长

我家楼后有个下水井，2019 年夏天，粪便从井口冒了上来，大

夏天的真是臭气熏天，害得人们不敢开窗通风，屋里热极了。我自语

道：太熏人了，怎没人管呢！话一出口我马上意识到这不对，法轮功

学员不能跟其他人一样只去抱怨，应为别人着想。于是我下楼查看问

题出在哪里。

原来是我们单元的下水道出问题了。过去都是学校给解决，住户

都等靠惯了，下水道多年没人清理，粪便满了，把井盖鼓开了，所以

才熏人。我马上打电话找人掏井，由于忙，天黑了车才来。流出来的

粪便我用沙土垫上，第二天，冒雨找人通下水管道。我没叫任何住户

帮忙，也没让住户掏钱，住户都很感动，说：“你是我们不是楼长的

楼长。”

走近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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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之窗·

“我们比以
往更需要真善忍”

·www.minghui.org 明白·

5 月 13 日，应美国国会众议员

菲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

的要求，两面美国国旗在美国国会

大厦上空飘扬，向法轮大法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致敬。该议员同时还签

发二份褒奖令，特别表彰李洪志先

生，并纪念 2020 年 5 月 13 日“世

界法轮大法日”。

菲茨帕特里

克议员在为李洪

志先生颁发的褒

奖 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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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卡尔加里选区国会议员 Tom Kmiec

在贺信中表示，尽管遭受迫害，“法轮大法修炼

者一如既往地遵循真善忍的核心原则。”他认为，

在武汉肺炎大流行的危机中，“这些原则具有特

殊意义。”

加拿大埃德蒙顿选区国会议员 Kerry 

Diotte 发贺信说，在席卷全球的疫情危机

下，“这个中国传统的修炼方法倡导真、善、

忍原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

些原则。”

德国黑森州议员，自民党的奥利佛·斯蒂

尔博克（Oliver Stirböck）发来贺信：“法轮
功的真、善、忍的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都应

追求的崇高目标。”“中共对待法轮功完全违

背人道主义和宪法，我非常敬佩你们面对残酷

迫害坚持不懈的和平抗争，并尽可能竭诚地支

持你们。”

荷兰基督教民主党 CDA 议员马岱·海

尔菲德先生（Martijn Helvert）致信表示，

“我了解到法轮功学员从过去到现在仍在

承受着（迫害）。我将继续竭力为法轮大

法在世界范围争取平等的权利。”

2020 年 5 月 13 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28 周年暨第 21 届

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在国会大厦升旗，各国政要通过发贺信、

褒奖等方式，祝贺法轮大法日及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致敬。

菲茨帕特里克议员办公室将 513
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过的两
面国旗和褒奖证书赠予大费城法
轮大法学会。

◤菲茨帕特里克

◤国会议员 Tom	Kmiec

◤奥利佛·斯蒂尔博克

国会议员 Kerry	Diotte ◥

马岱·海尔菲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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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岁 的 挪 威 青 年 学 员 托 马 斯

（Thomas），九年前正处在严重的

失眠和忧郁中，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决定了结此生。恰好那时妈妈推荐他

学炼法轮功，妈妈已修炼了一年半。

他说：“大法将我从非常非常危

险的忧郁中救了出来，在大法中我获

得了生存的动力。”“如果我遇到困

难我会想真、善、忍，想法轮大法教我的面对困难的方法，在大法中

修炼也让我有力量不受社会上不良事物的影响。”

·海外之窗· ·www.minghui.org 明白·

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功学员谢师恩
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也在 513 这个节日举行庆祝活动，回顾自己

修炼法轮功的经历，感恩师尊救度。

美国女博士：感恩有这样的机缘

安 娜· 斯 基 宾 斯 基（Anna 

Skibinsky）在美国政府从事科研

工作，已修炼法轮功 23 年。她说，

人碰到问题时总习惯从外部找原

因，想要用力抗争。修炼让她理解，

要从自身找原因，只要心境发生

改变，周围的一切就会“顺”起来。

她说，自己永远感恩有这样的机

缘修炼法轮大法。
法国的唐先生参加过 1995 年

李洪志先生第一次在法国的传法

班，回忆起当年，从内心深处感激

师父引领自己走上修炼之路。

唐太太艾琳娜说：“有了真善

忍，我觉得好象收到了一个神奇的

法宝，就像给了我一个解决任何复

杂问题的方法，他让我与家人及所

有人相处保持了平和的关系。” 

澳洲墨尔本迪恩·弗林（Dean Flynn）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

说：“我曾经被自私、自负和好胜心所驱使，寻求物质方面的东西

来吸引别人的目光，以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崇拜我。”直到 2004

挪威青年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真善忍是神奇的法宝

修炼大法内心充实自在

安娜·斯基宾斯基在炼功

唐先生（前右一）、唐太太（后
右三）、两个孩子（中间）恭祝
师尊生日快乐！

弗林一家四口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托马斯和母亲汉丽埃特

年，“我遇到了法轮大法，那一天

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学会

用‘真、善、忍’原则来衡量自己

做的每一件事，在工作中也更加认

真，我不再只为个人利益而做事，

内心充实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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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神的大科学家们
爱因斯坦对神存在的惊人回答

世上到底有没有神？站在现代科

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接受记者的访问，

请他谈谈对神是否存在的看法。

爱因斯坦看着桌上的糖果、饼干、

咖啡杯，问记者：“您知道是谁将咖

啡杯等物安放在此处的吗？”记者回

答：“当然是阁下。”爱因斯坦说：“小

到咖啡杯等物，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

安排；那么请想想：宇宙拥有多少星

球，而每一星球按照某一轨道运行无

间，此种安排运行的力量就是神！”

“也许阁下您会说：‘我没有看见过、听到过神，如何相信神的

存在呢？’是的，但是您具备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

种感官是有限度的，例如声音，只有在 20 赫兹到 20000 赫兹范围内

的波长，人才能听到……”

爱因斯坦还说：“如果将来有什么理论能代表科学的话，那一定

是佛法，因为佛法太完美了，已经达到了至善的境界。”

牛顿与哈雷的故事

被尊称为“近代物理学之父”的大科学家牛

顿有一位朋友，是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哈雷。他推

算出一颗彗星的轨道，后来被命名为哈雷慧星。

而他却不肯相信宇宙中一切的天体是神创造的。

有一次，牛顿造了一个太阳系模型，中央是

·大家谈·

镀金的太阳，四周对应着各大行星，一拉曲柄便按照轨道和谐转动，

非常美妙。一天，哈雷见到这模型惊叹叫好，急着问是谁造的。

牛顿答道：“没有人设

计和制造，只不过是各种材

料凑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

哈雷说：“无论如何必定有

创造它的人，他无疑是位天

才。”这时，牛顿拍着哈雷

的肩头说：“这个模型虽然

精巧，但比起真正的太阳系，

实在算不了什么！你尚且相

信一定有制造它的人，那么

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岂不是全能的神，用高度智慧创造

出来的？”哈雷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也相信了有神的存在。

·www.minghui.org 明白·

明慧网（www.minghui.org），成立于 1999 年 6 月，主要以
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资料，及时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
息，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在修炼中的受益心得、法轮功弘传世
界的盛况、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等等。

联合国人权报告多次引用明慧网案例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
员任意监禁、酷刑致死，并要求停止迫害。目前明慧网在中国
大陆被封锁并被恶意攻击。

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即翻墙，方
法见封二）访问明慧网，全面了解法轮
功真相。翻墙后，您还可以阅读到更多
真实资讯，以及《九评共产党》《共产
主义的终极目的》等旷世巨著。

访问明慧网　了解真实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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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nghui.org 明白·

2010 年 7 月 10 日，逃往美国的香港病毒学家闫丽梦（Li-Meng 

Yan）博士，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表示：中共政府掩盖了武汉

肺炎疫情；她站出来说出真相，无关政治，因为这与全人类性命攸关；

这种病毒非常非常危险，可能会快速发展到每 10 人里有 1 人确诊；

并且不要指望有疫苗，因为人类完全不了解它。

闫丽梦博士之前在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职，她所在的实验室

是专门研究流感病毒和大流行病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参考实验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闫丽梦接受身为世卫组织顾问的上司——

潘烈文（Leo Poon）指派，秘密研究武汉出现的类 Sars 病毒。但

由于中共拒绝海外专家、甚至包括来自香港的专家去中国进行调查，

因此，闫丽梦求助于大陆的朋友以获取更多信息。当天，一位在中国

疾控中心任职的科学家告诉她，有一家人被该病毒感染，说明存在人

传人。

闫丽梦将其中的一些早期发现报告给了她的老板。她回忆道：“老

板只是点了点头。”并告诉她继续努力。不过世卫组织却在 2020 年

1 月 9 日和 1 月 14 日分别宣布：没有证据显示此病毒能人际传播。

闫丽梦说，在世卫声明过后，曾经公开讨论该病毒的医生或研究

人员，全都被下封口令。而在香港，当她于 1 月 16 日再次向其主管

汇报病毒调查结果时，却被严肃警告：不要跨过中共政府的红线，否

则“我们会被消失”。

我们通过闫丽梦披露的事实，注意到三个关键细节。

一、告诉闫丽梦病毒会人传人的人是谁？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一名科学家。而中国疾控中心是中共国家卫健委下属的统管全国

疾病预防控制的最高机构，这么重大的疫情肯定会在第一时间向上汇

报，并迅速上达至北京最高层。

香港女科学家逃往美国
曝中共掩盖疫情

中国病毒学家
闫丽梦接受福
克斯新闻采访
（视频截图）

·大家谈·

12 月 19 日国家卫健委称：
近日陆续向全国各省派出工作
组，指导做好疫情防护工作。（至
11 日已确认 41 例） 

武汉封城前 500 万人已
离开武汉，新冠肺炎洒向全
国、世界。	

2019 年 12 月 1 日，首例
发病（先后传染 14 名医护），
8 日武汉卫健委认定首例病
例，病因未知。

1 月 17 日称，新冠病
毒传染力不强。18 日百步亭
社区万家宴。

12 月 31 日、1 月 11 日，
武汉卫健委先后两次通报：未
发现人传人，可防可控。

12 月 26 日广州徽远基因
公司：确认发现新冠病毒，提
示隔离。30 日艾芬、李文亮
等相继“提醒防护”。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

武汉肺炎黄金防控20天

12 月 28 日国家卫健委派
专家组赴武汉调查。30 日北
京博奥医检公司检测报告，
确定为 sars 冠状病毒。	

1 月 20 日，钟南山通
过央视宣布疫情人传人。

12 月 30 日

1 月 20 日

如果没有对疫情的隐瞒，可能也就没有全球病毒疫
情及经济疫情的爆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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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

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

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

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天安门自焚”疑点重重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在天安门炮制了一出自焚的假戏，

用来栽赃法轮功，在央视播出的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仅举
两例。

塑料瓶烧不坏，警察摆拍

央视录像显示：被火烧过
的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
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身边警察
手中的灭火毯在他身后悠闲地
摇来晃去，没有丝毫灭火的急
迫。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

刘春玲被击中头部倒地

央视录像慢放显示：1、一手臂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2、接
着一条状物弹起；3、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位，随之倒地；4、一穿大
衣的男子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2 3 41

·大家谈· ·www.minghui.org 明白·

二、中国疾控中心的那名科学家是什么时候告诉闫丽梦病毒会人

传人的？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这意味着这一天前后北京最高当

局已经知道病毒会人传人。

三、时隔 9 天的 1 月 9 日，世卫还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指出，

病毒可在某些患者中引起严重疾病，但不能于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

这就是说，在得知病毒会人传人 9 天左右之后，北京和世卫仍公开宣

称病毒不会人传人。直至 1 月 20 日，当时的中共国家卫健委专家组

组长钟南山才公开披露病毒会人传人。

以上事实表明：由于中共从上到下系统地掩盖疫情，整整错失了

20 天左右的黄金防控期，致使疫情迅速从武汉扩散至全国，进而蔓

延至全世界，至今仍然看不到尾声。如今，闫丽梦博士出于良知冒着

生命危险将真相披露于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

识，并设法自救。

为什么这九个字被称为“避疫良方”

在新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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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明白了法轮功
被迫害的真相而得以痊愈；因此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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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可能觉得是迷信，玄而
又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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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学员会跟您开玩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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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甥女的丈夫是个退伍兵，在镍矿上班。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

被迫害的，他知道真相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还戴

上了我送给他的法轮功真相护身符。

2008 年，他在井下作业时，忽然有块大石头落下来，当时就把

他砸倒了。工人们大喊：“出事了！出事了！”工长也跑过来，看见

他的安全帽也砸飞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人是完了，别说是个大石头，

就是个石头子儿从那么高落下来也得砸坏。这时，就看外甥女婿慢慢

地站了起来，大家马上抬来担架把他送上救护车，就往矿医院跑。到

了医院做检查，发现哪也没坏，就连医生也感到吃惊。

后来外甥女婿和我说，他手一直摸着那个护身符，心里念着九字

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呢！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的命！

2009 年 的 一

天，他值完夜班，

开车回家。当时车

速很快，当行驶到

粮库拐弯处，刹车

突然失灵了，车直

接撞在大树上又弹

了回来，翻了四个

轱辘朝天，车全毁

了。他说：“就感

觉自己轻飘飘地落

在了地上，哪都没破，师父又救了我。”

事后，吊车把废车拉走时，吊车司机哀叹地说：“又一个生命

没了。”正好外甥女婿在跟前，他说：“小车司机是我！”“啊？！

不怕瘟疫的外甥女婿 你没事儿？”吊车司机嘴里自言自语

地说：“你这小子命大，是哪辈子积

了大德了！” 外甥女婿说：“我有神

佛保护！”

2013 年，外甥女婿得了紫癜，这

是医学难症。他向我请了一本《转法轮》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他只看了两遍，病就彻底好了。

2020 年年后，武汉肺炎肆虐全国，初三他们就上班了，别人问

他：“你这么早上班，就不怕这病啊？”他说：“法轮大法在我心里，

有神佛保护，我不怕瘟疫。”

莉莉的福报

“莉莉又摇上了大房子了”人们都七嘴八舌地说：“莉莉真有

福”、“她家这些年好事连连”……

莉莉的丈夫是工人，莉莉没有工作。他们刚结婚时住在铁皮房里，

铁皮房冬天比外边冷，夏天比外边热。为了生存，莉莉扫过大街、送

过牛奶……那时他们的生活真叫是饥寒交迫、风餐露宿，那日子真是

没法儿过。

莉莉的丈夫和我丈夫是堂兄弟。我从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虽然那时我也上有老下有小，生活也不宽裕，但我牢记师父的教诲，

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常常帮助她。

1999 年后，我因修炼大法数次被迫害，莉莉每次都帮我把大法

书等藏起来，也帮我把打印机等东西存放起来。后来莉莉被一家大酒

店聘用，工作或生活中，她也学着我的样子，与人为善，并告诉同事

和朋友法轮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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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几个员工还有外来人员在谈论法轮功，由于受中共的电视

宣传所欺骗，说一些对大法和师父不敬的话。莉莉立即理直气壮地大

喝一声：“闭嘴！法轮功不是电视说的那样！”众人立刻鸦雀无声。

她接着说：“有一天我去买菜，有一个人买菜钱不够，就差五角

钱，那卖菜的就不给他菜。有个老太太对卖菜的说：我给你五角钱，

你把菜给他吧。大家都觉得奇怪，都看着老太太。老太太说：我是炼

法轮功的……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别看事小，多少人能做到？你们谁

再说法轮功不好、提师父的名字，我跟谁急！”从此以后大家知道了

法轮功是好的，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

当 莉 莉 学 给 我

听的时候，她满眼

闪着泪花，说：“嫂

子，我不用看别人，

从你身上我就知道

了法轮功是多么地

好。” 我 也 被 她 的

壮 举 所 感 动：“ 你

太了不起了！”

从 此 以 后， 莉

莉的家真的是翻天

覆地的变化：本来是千分之一的企业福利房被她摇到了；过了七八

年，她丈夫在单位又摇到了更大的房子（使用面积 150 平米）；此

时的二手房房价特高，她上一次摇到的房子卖掉的钱正好够交这大房

子的全款，自己一分钱没掏；紧接着又买了车；她丈夫由一个修理工

被单位提拔为采购办主任；莉莉被他们大酒店提为管理人员；女儿

2018 年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现在的莉莉成为人人羡慕的有福人，天天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她自己都说：这是法轮大法给我的福分。

患肺癌的三嫂退党得福报

三嫂今年 84 岁了，退休前是师范学校的政治教员，50 多年的党

龄，还是先进积极分子。2019 年 7 月 8 日，侄子打电话告诉我，说

她母亲得肺癌了，正在省医院住院，医生说只能保守治疗。现在的症

状是吐血、气短、胸闷，不能走动。

我去医院看三嫂，告诉她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大法

师父会保佑她的。三嫂能接受，但侄子不信，老打岔，我也不好再多说。

三嫂知道我绝处逢生的经历。因我九岁时就已动了四次手术，胆

被割了，胃被切了，胃痉挛，泥沙性结石痛了 25 年，身体虚弱，瘦

得皮包骨头，吃药当饭，生不如死。1997 年学炼法轮功后，半年时

间病全好了，彻底告别了打针吃药。所以三嫂相信法轮大法祛病健身

有奇效。

第二天，我拿了装有大法师父讲课录音的手机和平塘藏字石的门

票，还做了饭菜，又去医院看三嫂。到了病房，看到侄子靠在椅子上

睡着了，我没有惊动他，直接走到三嫂面前。

我问三嫂念九字吉言好点不？她说胸不太闷了，可以呼吸了，血

吐得少了，就是不能动。我知道有救了，就给她讲平塘藏字石。我拿

门票给她看，她看出来上面的字是“中国共产党亡”。我就告诉她这

是天意，这字不是人为的，达尔文进化论说人类是猿猴进化的，人类

有文字才五千年，可这石头有 2.7 亿岁了。我把中国科学院院士考察

的结论从网上搜给她看，说明无神论是没办法解释的。

我又对三嫂说：“你那个党又不信神，你加入时又发誓为它奋斗

终身，把一切献给它，现在天要亡它，降这石头告诉人，让人退出它，

不跟它亡。你把发的誓取消了，退了吧？”她问：“怎么退？要去单

位吗？”我说：“不用，你明白了，从心里退出，我给你退就行。”

她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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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城的沉陷

在杭州湾的一片海域埋葬着一

座曾经繁华的城市——顾邑城，民

间又称之为“山阳城”。

在乍浦沿海地区流传着一句已有上千年历史的顺口溜：“沉掉山

阳城，氽起乍浦城。”史书记载，这山阳城应该叫顾邑城（又名东顾城）。

据《九山补志》云：“顾邑城，高一丈周三里，汉海盐县治。又有横

浦通城下入海。”由于顾邑城位于（九山）之阳，所以民间又称之为“山

阳城”。这座山阳城在唐朝末年时沦陷入海。

这山阳城原也是千年古城，曾经作为海盐县的县治 180 多年，至

唐朝末年时期更是一座人烟稠密、市场兴旺的繁华城市，人们都过着

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日子。

后来，在这座城市的闹市区来了很多北方的豪门贵族，这些人全

都身穿长褂，头戴礼帽，肩搭筒篮，手捧水烟锅，他们凭借政治上的

权势相互勾结，肆意鲸吞、掠夺平民百姓的财富；平日还横行霸道，

欺压百姓。

时间一长，许多当地人也都学会了欺诈、坑蒙拐骗的伎俩，穷富

之间也渐渐地人人为敌、相互仇视，最后发展到有地位权势的人与富

商狼狈为奸、坑害百姓，而一些不安分的穷人为了追求富裕也开始了

偷盗、抢劫。一个好端端的山阳城，被折腾得整日里乌烟瘴气、怨声

载道，本分的百姓竟状告无门、苦不堪言。

这天，山阳城里来了一位挑着货郎担卖油的白胡子老翁，老翁走

街穿巷时遇见好人便说：大水要淹山阳城。可是一直到过了大年初二

我还告诉她修炼法轮功会更好，“因为法轮功是佛家的上乘功法，

是教人向善的，你和大法有缘，师父开始管你了，你就学一学吧！”

她说：“年龄大了，又有病，能学吗？”我说：“你不要想着治病，

学法轮大法，你就会明白很多道理，身体也会有变化。”

我刚说完，她就迫不及待地让我教她打开手机听师父讲课录音，

听了一个小时。我告辞时，不能动的三嫂一下子坐了起来，举起右手，

恭恭敬敬地说：“敬礼！谢谢！”我连忙双手合十说：“谢谢伟大慈

悲的师父吧！”

第三天，三嫂就不吐血了，走路也不气短了，第四天就出院了。

回去后学法炼功，恢复得很好。侄子带她到处玩，每天走一万多步。

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不好的症状。

三嫂后来告诉我：她住院时，她妹妹在另外的医院做鼻癌手术，

可是不到十天就去世了！而 80 多岁的三嫂因为诚心相信“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并退了党，肺癌好了，得了福报。

2002 年 6 月，贵州平
塘县掌布乡发现一方巨石，
断面惊现六个大字：中國
共產党亡。经地质专家组
考察证实：巨石有 2.7 亿
岁，崩裂于 500 年前，断
面的字是天然的化石纹理，
文字图案上还有 2 亿多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碎屑，人工无法伪造。
新华网、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 100 多家大陆媒体都曾对此
做过专题报道，但都隐去了最后一个“亡”字。

可谓冥冥之中有天意。藏字石已经昭示：天要灭中共。

贵州平塘“藏字石”景区门票

神秘藏字石昭示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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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无人肯信。大年初三这天，卖油老翁走到南城门口时已近黄昏，

此时来到一户只有母子两人的人家，好心的母子俩见这么晚了卖油老

翁还在四处奔走，便端上烫茶热饭留卖油老翁在家一起用餐。

茶饭之后，卖油老翁意欲以香油相谢，但母子俩一定要用自家的

鸡蛋来调换。卖油老翁本来对山阳城的人已经心灰意冷，现在遇上如

此好人哪能不讲。于是告诉儿子邓华：“山阳城中，众多害逆，恶贯

满盈，玉皇大帝已发旨沉没全城，你每天凌晨必须去城隍庙门口看看

那一对看门的狮子，若是狮子的眼睛变红，下沉的日期便已到了，马

上背你母亲向西北方向逃难。”

邓华听了卖油老翁的话竟十分相信，一连三天都早起察看，正好

被一个杀猪的师傅看见，杀猪师傅问清情况后，却以为是痴人说梦话。

第二天早晨，那杀猪的想耍耍邓华，便端了碗猪血抹向大石狮的

眼睛。邓华看到大石狮的眼睛出血，急忙回家背起老母亲向西北方向

奔跑，边跑边喊：“山阳城要沉脱了，快逃命啊！”周围很多人都以

为邓华在发神经病，只有少数好心的人怕邓华出事，就跟在他的后面。

邓华背着老母亲到了陈山脚下就再也跑不动了。谁知邓华跑后不

长时间，人们发现在那邓华跑过后的土地都在下陷，远处的海水中的

滚滚大潮也紧随着汹涌而来，很多人这时再想逃命已经来不及了。而

邓华停下的地方，土地竟没再下陷，那海水就涨到了这里。

邓华回头看去，那远远的山阳城早已成了汪洋大海，就连山阳城

旁那高大的王盘山也沉入海中，仅露出几个小小的山头。跟着邓华跑

出来的人都随他进了陈山唐家湾。多年后，在这里一座漂亮的乍浦城

建立起来了。

整个山阳城沉陷了，只有邓华等不多的好人活了下来。

我们发现，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多这样的传说，都讲述了一个共同

的现象。一，当人类道德败坏时，就会发生大灾难；二，在大灾难来

临前神会前来救人，但都是以普通人的面目出现；三，能不能得救，

全看人自己，信者才能得救。

历史的传说是留给我们今天的借鉴。在天灾人祸频繁、瘟疫肆虐

的今天，当有人告诉您保平安的方法时，请您一定要珍视，也许您的

态度就决定了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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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共自建政以来，作恶多端，造成
8000 多万中国人无辜死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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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劝您“三退”的人，那是真心
为您的平安着想，真心为您好，却不图您的一分钱。

有人说“自己心中退党（团、队）就算退了，不必声明”，
还有人认为“自己多年没交党费了，就算自动退党了”。但这
都无法“解除毒誓”，只有公开声明才算数。神看人心，真心
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为什么说“三退保平安”

声明三退的方法（可用真名、小名、化名）

* 用海外邮箱发表声明 tuidang@epochtimes.com

* 用翻墙软件登录 http://tuidang.epochtimes.com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 或 001-888-892-8757

* 退党传真：001-510-372-0176 或 001-201-625-6301

* 可先将声明张贴在适当的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 利用出国的机会，在国外将三退声明通过上述方式发出或者
交给退党服务中心义工。



2020 年初，武汉，这个九省通衢之地，由繁华之城堕

为人间地狱；数百万家庭，笼罩在疫情的阴霾和死亡的恐怖

之下……

武汉周边一个小镇，一家六口全被感染，被警察封锁在家

中，求医无门，求生无望。除了警察，没有人能够听到他们绝

望的声息，也没有人能够轻易走近这里。

一个年轻女孩，辗转来到这里，避过警察，敲响了死寂的

房门，给这一家人带来了生的希望……她是谁？是怎样来

到这里？带来了什么？被封锁的大门内，到底发生了

什么？

电影《危难时刻》，不止是还原了一个真实

事件，其中还有许多疫情在武汉爆发后的真实新

闻镜头，从中我们会发现那些被刻意掩盖的真

相，而这些真相，与我们每个人的未来息息

相关！

更多详情，请使用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www.minghui.org），翻

墙后搜索观看视频“微电影：《危难时

刻》”，它是为世界上每一位有缘人准备的。

（封面图为武汉东湖樱园昔日景象）

生的希望在哪里？
危难时刻

——还原武汉市民一家染疫的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