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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生系列故事

明慧期刊

●  治愈瘟疫的灵丹妙药

●  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 数日康复

●  三次躲过灾难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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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眼石狮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

庄，那里的人已经变得很坏了……

观音菩萨还想挽救有善心的人，

想再给人一次机会，于是她下凡

到人间，幻化成一个要饭的到这

个村庄里乞讨。可是村里没有人肯

给她一口饭吃，还受到辱骂。也没

有一家再供佛了。

她走到村口，向一个老妇人讨

饭。老妇人为难地说 :“就这一碗饭

了，给你半碗吧，那半碗我还得给

佛上供呢。”

观音菩萨看老妇人对佛如此虔

诚，心地善良，显本相告诉她 :“村口

的石狮眼睛变红的时候，就是要发

大洪水了。你就赶快往山上跑，保

你平安。”说完就隐去了。

善良的老妇人马上把这消息告

诉了村民，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几个

坏小子戏弄老妇人，晚上用红颜色把

石狮子的眼睛染红了。

第二天，老妇人一看石狮子的眼

睛果真红了，焦急地冲村民们大喊：

“快跑哇，要发大水了！”村民们看老

妇人如此“歇斯底里”，都笑弯了腰。

都不信要发大水了。

老妇人无可奈何地自己朝山上

跑去。跑到山上回头一看，整个村子

已淹没在一片汪洋中……

古人留传下来的真实故事，是让

我们记住：神会拯救还信神的善良

人。截至 2020 年 4月13日，全球已有

187 万多人感染武汉肺炎，11万多人

死亡。您知道大难当头了吗？您像老

妇人那样听信避难的真言了吗？为什

么发生了这场瘟疫？谁是罪魁祸首？

瘟疫是冲着中共而来
自古以来，社会礼崩乐坏、道

德沦丧之时，往往伴随着瘟疫的流

行。古人敬天信神，讲积德行善，笃信

“善恶有报”。

中共篡政后破坏了传统文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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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信神，背弃神，背弃祖先。

把人们心中的道德理念、善恶标准

彻底颠倒与破坏。搞假、恶、斗，搞

运动，害死 8000万中国人，老天能不

找它算账吗？

这次瘟疫很明显是冲着中共和

亲共人士而来。武汉肺炎直奔亲共国

家去感染。而拒绝中共或不相信中共

的，如香港、印度、台湾等基本上都

成功抵御了武汉肺炎。

死心塌地追随中共的个人也是

一样。网上传出一张中共某单位内部

统计的 2月份死亡名单。名单记录的

死亡者中，中共党员占88%。中共党员

是高危人群。

大疫当前  “三退”保命
既然病毒是冲着中共而来，近

墨者黑，任何与中共为伍的国家或个

人，都可能成为病毒感染的目标，沦

为中共的陪葬品。

老天要灭中共，其组织成员必

然受到牵连。加入中共党、团、队的

人，都举着拳头宣誓，要把生命献给

党。发这个毒誓时，在你的头上，就会

被共产邪灵打上兽的印记。声明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会抹去兽的

印记，老天才能保佑你，使生命获救。

回归善良  念九字真言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礼敬神

佛，回归善良，用一颗虔诚的心，反

思自己道德方面哪儿出问题了，祈求

上天给机会改过。怎么改过？

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不厌其烦地

向人们讲真相，一遍遍地告诉人们：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

报；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相

信法轮功学员告诉的真言，并按照去

做，就是改过自救的最好方法。

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

教人修心向善，使人道德回升，身体

健康。这是经过上亿人亲身证实的。

“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也是人

类应该遵守的道德，诚心念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愿做一个善良的

好人，神佛才能保佑你，从而远离瘟

疫和所有灾难。

越洋电话送福音 
疫灾之中得平安

武汉一家三口“三退”得救
法轮功学员小谢打电话给好

友胡女士，告诉她“三退”的意
义后，她明白了，立即爽快地说：
“你帮我用真名退了团吧，我就
永远跟中共不沾边了。”

小谢接着跟她说：“你能问问
你先生吗？”在她旁边的先生说：
“我早在单位退了，早就看不惯
它了。” 

小谢说：“我要帮你在大纪元
网站正式声明退了才生效。”他说：
“不用了，我不相信什么保佑这
些东西。”

武汉发生疫情后，小谢给胡
女士打电话，胡女士语气沉重地
说：“我先生染上那个倒霉的病毒
了，一直都等不到床位，只能隔
离在家，他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
重了。”她伤心地哭了起来。

小谢赶紧安慰她说：“你不要

急，上次没能劝他‘三退’，他当
时要退了，今天就不会染上了。”
胡女士就把电话给了她先生，小
谢给他再次讲了“三退”的意义，
还跟他讲了一些“三退”保平安
的真实故事。

他认真听完后说：“谢谢你！
我真后悔当时没听你的，你现在
帮我用真名退了吧，我绝对要脱
离中共了。现在还来得及吗？我
真后悔啊……”他懊悔地哭了。
小谢答应他一定帮他退。他的女
儿（14 岁）也让小谢帮她用真名
退了少先队。

胡女士跟小谢说：“我们家就
一房一厅，我们是很容易感染上
的。很多都是一家一家的被感染
了，有的一家一家的走了呀，好
可怜啊。可我天天照顾他，我就
没事。”

小谢对她说：“是因为你很真

武汉爆发大瘟疫，中共封锁网络，民众被
中共谎言欺骗，使千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海外法轮功学员关心大陆民众，一直打电话告
诉他们真相。大陆人幸运地接听到了渡过瘟疫
的良方，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帮助。

翻墙软件获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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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网络封锁  寻找真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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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做了‘三退’，神
佛保佑啊。”她也激动
地说：“是啊，幸亏我
之 前 退 了， 真 得 谢 谢
你啊！”

小谢说：“你们从
现在开始就全家一起
诚 心 地 念‘ 法 轮 大 法
好， 真 善 忍 好！’ 非
常诚心地念，不停地念，
神迹会出现的。”

一个星期后，小谢再打过去
电话，胡女士非常高兴地说：“真
神奇啊，他全好了！”他们一家就
对着电话喊：“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她先生激动地说：“我全
好了，谢谢你！感谢法轮功师父
救了我们全家！”

诚念大法好 武汉肺炎消
刘女士在乡政府工作，平时

受中共邪党毒害较深，家里亲人
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她却置
若罔闻，给她讲法轮功真相也似
信非信，似听非听。 

2020 年 2 月 6 日，她去小区
药店买药，期间与服务员面对面
攀谈了 30 多分钟（后证实该服务
员感染了武汉肺炎），回家后第二
天，出现发烧、干咳、胸闷，全
身疼痛等症状。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四五天，

天天低烧，体温 37.5 度，吃药也
不见好转。刘女士心里不稳了，自
己偷偷跑去医院做了 CT 透视，显
示肺里都是白色斑点，这可把她吓
坏了，心想，完蛋了，染上瘟疫了。

正在这时法轮功学员打电话
来，告诉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即可遇难呈祥，
消灾解难；并一再叮嘱她要诚心
念诵。

刘女士这次听信了法轮功学
员的劝告，照做了，开始诚心念
诵“法轮大法好”，奇迹出现了！ 
念“法轮大法好”当天就不咳嗽了；
第二天憋气、难受的症状消失了；
第三天退烧了，体温恢复正常了。

法轮功学员又打来电话，刘女
士高兴地说 : 念“法轮大法好”救
了我的命。经过这一次生死劫难，
刘女士由衷地感谢法轮大法，真心
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不背黑锅 帮我退党
有一位原籍武汉，人在外地

公司上班的经理先生，无法复工，
停业在家，且有亲人染病，自己
也咳嗽。这位先生接到法轮功学
员的来电，他很感谢学员的关心，
但他不相信退党能改善现况，甚
至认为“三退”是“反动思想”。

学员跟他说：“强大的古罗马
帝国尼禄等几位暴君，因不信神
佛，迫害基督徒遭致天谴，发生四
次大瘟疫，最后使国家衰亡。而那
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人没有
染上瘟疫。这次武汉肺炎是冲着
中共来的，我希望您平安，赶快与
共产党划清界线，退出党、团、队
组织，抹去誓言，才能躲过这次灾
难，才能保平安。”

这位先生考虑了一下说：“你
口音像台湾的，你们法轮功学员
赞成台独吗 ?”

这位法轮功学员
回复说：“我们先保自
己平安要紧，不要去
管那些政治。我们要
认清中国不等于中共，
爱国不等于爱党。爱
咱们中国，爱中国的
人民和土地，爱中国
的五千年文化。

那位先生静静地
听着，法轮功学员接

着说：“法轮功学员是修‘真善忍’
的，到哪里都会是好人。法轮大法
受到各族裔的爱戴和尊敬，唯有
搞无神论的中共迫害法轮功，还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
暴利，其罪恶震惊全世界。中国人
讲善恶有报，报在谁身上？报在共
产党身上。”

对方还在听，学员又接着说，
“那共产党又是谁？是一群加入中

共党、团、队组织的成员组成的。
现在上天给好人一个机会，能退出
来的人就不被它连累，真正的得
到平安吉祥。我这样说你听明白
了吗？”

这位先生听罢，很感激地说：
“我听明白了，中共不等于中国，
是吧？我不要背黑锅，你帮我退党
吧。我还要转告我太太也退，请你
改天再打电话给我，记得，记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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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聪焕（Nguyen Cong Hoan）
是越南河内友谊医院的医学专家。
该医院是一家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
大型综合性医院。阮教授治愈了
很多患者，在越南医学界享有很
高声誉。

医学专家身患绝症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2016 年

11 月，他被查出患有肺癌。
阮教授曾专门飞往新加坡著

名医院诊断，在确信自己是百分
百的癌症后，不得不接受放化疗。
在难以名状的病痛折磨和治疗过
程中，阮教授深有感触地说：“经
过 6 次放化疗之后，我感到自己
的身体就像失去了灵魂。”作为
在医院工作几十年的医生和专家，
他感到非常悲哀，因为他身患的

是自己也无法治愈的绝症。
一天，阮教授接到了一位亲

属的电话，是在军队医院工作的
晚辈。晚辈说：“我有三种严重
疾病：肾结石、糖尿病、高血压。
后来我阅读了法轮功的书籍《转
法轮》，开始修炼法轮功。半年后
医院检查，所有指标都像健康人
一样。开始时无论如何我都不敢
相信这个结果，怎么会有这样的
奇迹！？此后再没服用过任何药
物。我从没想到疾病可以这样解
决，太神奇了！你必须学法轮功，
这是最好的治愈方法。” 

医学专家选择修炼
接到电话后，阮教授并不能

完全接受和相信这样的事实。不
过这个电话提醒了他：除了西医

治疗方案，还有别的途径可以选
择。有一天，他化疗后回来，发
现枕头上有一本《转法轮》。

阮教授拿起书开始阅读，过
程中，他莫名地感动，他感慨地
说：“书中的内容太深刻了，而且
非常丰富，让我感到震惊。关于
人类以及生命的大量知识让我大
开眼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尤
其是了解到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
么，让我因生病而悲伤、郁闷的
心情豁然开朗，也给了我强大的
信心。我当时就决定以真诚、谦
卑的态度修炼法轮功。” 

阮教授作为本院的知名专家，
形成的职业习惯让他每次化疗后，
都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进行认真、
仔细地检查。他发现，在用最先
进的西医药物和技术的治疗过程
中，各项病理指标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更加恶化。

医学专家亲历神迹
阮教授不再依赖西医，决定全

身心投入修炼。几个月过后，当他
进行 CT 扫描和各项检查后，各项
指标都正常了，这让他感到非常惊
讶。他的姐夫也是一名医生，有一
天看到他时，露出了疑惑不解的
表情，他不相信肺癌病人能够出
现如此巨大的变化。当听完阮聪
焕修炼法轮大法的经过后，姐夫

喃喃自语地说：“希腊神话来了，
希腊神话来了！”他激动地拥抱着
阮聪焕说：“希腊神话就在这里！”
阮聪焕对姐夫说：“感谢法轮功，
多亏了法轮功！”

阮教授的神奇变化惊动了身
边所有的人，包括认识的和不认 
识的，都知道是法轮功在他身上 
创造了奇迹。他弟弟是化学博士，
非常感慨地说：“我在国外留学期
间认识了很多著名老师、教授，我
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李
洪志先生教授的内容是在人类任
何知识中都找不到的，并且远远超
出了所有的学科和范畴。” 

阮教授的妹妹没有多少文化，
患有多发性关节炎，长期卧床。
他向妹妹推荐了《转法轮》。妹妹
一口气读完《转法轮》后，又参
加了法轮功的九天班，之后妹妹
告诉他：“第一天去听课，腿还站
不起来。第二天听完课后，我不
费劲儿地就站起来了，在一旁陪
伴的女儿和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睹
了这个奇迹。”

阮教授听后激动地说：“我完
全能想象到当时的那个场面。在
我的从医生涯中从没有见过这样
的情况，即使别人说了我也许不
会相信，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
个神话，法轮功创造的任何非凡
神奇，我都完全相信……

“希腊神话
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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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遍小村庄的

奇闻
文 /宋真

原来，今年大年刚过，一向
身体还不错的郑老汉，忽然难受
起来：厌食，疲乏，消瘦得非常快。
家人劝他去医院检查，但是郑老
汉很固执，就是不去，不多久竟
然大口吐血了。

女儿们见状，强行逼他住进
医院，经检查诊断为肝硬化晚期，
需要做手术。医生直言不讳地说：
“手术做了，也许下不来手术台，
也许会成植物人，即使手术成功
的话，肝脏也很难不会硬化。” 

做这个手术，光手术费就得
15 万，儿子没能力，三个女儿说：
凑钱也要给老爸治病。

郑老汉心里很明白：他是被
医院判了“死刑”的人。拿出钱来，
也是治病治不了命，最终落个人
财两空。儿女都不容易，他不愿
给他们增加任何负担和麻烦。于
是，郑老汉坚决要出院，谁劝都
无济于事。

医生对家人说：回家准备后
事吧，一个月之内，最长不会超
过两个月。 

郑老汉一副知天命、无所谓
的表情，对谁都说，死就死吧，
都 73 岁了。七十三、八十四，阎
王不叫自己去，到了寿坎了，还
怕什么！

中秋 , 风和日丽 , 秋高气爽。
多日不见的算卦先生郑老汉，今
天精神抖擞地出摊了！大家好奇
地围了过来，问这问那。郑老汉
感慨地说“唉，这些日子啊，我
差点去见了阎王。但是呢，我却
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儿。”大家都
竖起了耳朵……

都念。不几天，郑老汉就感觉舒
服了很多，也能吃饭了。再继续
念……一个月的时间过去后，郑
老汉的病症消失了。

儿女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就带郑老汉去医院复查，身体一
切都正常。医生惊讶地说：你是
怎么好的哪？这真是个奇迹！ 

全村人都知道郑老汉活不了
几天了，寿衣、棺材都准备好了。
但是，突然，郑老汉出来逛街了。
乡亲们惊讶得不得了，这快死的
人怎么出来逛街了？！

郑老汉告诉乡邻们，我福大、
命大，大难没死，从棺材底下漏
出来了。

郑老汉的起死回生，轰动了
全村，三里村五里屯的也知道了。
乡 亲 们 都 赞 叹 说： 法 轮 功 真 神
啊！郑老汉活下来，真是奇迹。
炼法轮功的人讲的神奇事儿，都
是真的！

郑老汉回家后，原本一百几
十斤的人，瘦得只有九十斤。村
里人都说，看样子快不行了。

家人开始张罗办丧事。可女
儿孝顺呐，不甘心让老爸这样走。
就找了一个民间据说有点能力的
人，给郑老汉看看去处。

那人端详了郑老汉一番，说，
你这个人正直，善良，好打不平，
是个好人，尽管病重，看着不像
有生命危险，因为你有神保护着。 

听这话，郑老汉心里一阵惊
喜，突然想到：是啊，神，不就
是法轮大法吗？ 

原来，3 年前，郑老汉耳后
长了一个枣大的瘤，不知道啥性
质的，没查过。本村有炼法轮功
的，告诉郑老汉说：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对祛病健身
有奇效。

郑老汉看过很多法轮功真相
资料，很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
就开始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从心里感觉“真善忍”
好，告诉自己，要按照这三个字
去做。过了一个多月，郑老汉耳
后的瘤子不翼而飞了。

想起经历的这个奇迹，郑老
汉心中充满了希望。

郑老汉每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他念时不应付，心里
很 虔 诚， 除 了 睡 觉， 其 余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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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信谎言的恶果
2020 年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

海外已经有报道说武汉有疫情了。
我很关心在武汉的舅舅一家，就打
电话给他们，舅舅叫我不要听信谣
言，武汉没事。

到了 1 月 31 日，舅舅和舅妈
出现了武汉肺炎症状，打退烧针一
周也没用，越来越严重。在视频
上，看到舅舅非常的虚弱和无奈，
好像要跟我做临终告别一样。

我关切地说：“舅舅，我有让
您保命的秘诀。”他振作了一下，
赶紧问：“是什么？”我说：“请诚
心敬念我告诉过您的九字真言。”
他马上就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

了，你还跟我说这个？你要说这个
我就挂电话了啊！”

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学校无理
开除，后来辗转来到北美。舅舅也
知道共产党不好，也做了“三退”，
但一提法轮功就抵触。

我非常关心他，不想他挂电
话，就跟他说：“那好吧，还有一
个办法，一位朋友说的，去买大蒜
煮水喝。”他说：“好。”第二天他
又打来电话，说试过了，没效果。

绝望中的希望
我看他那么无奈和沮丧的样

子，就跟他说：“您也知道我炼法
轮功这么多年，身体非常健康。

因中共隐瞒疫情，舅舅和舅妈虽是武汉医生，却不知疫情真
相，年前到处去聚餐和打麻将，1 月 23 日开始发烧……他俩染
上了武汉肺炎，非常严重。危难中我劝他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跟着视频学炼法轮功第一套功法。舅舅当天就康
复了，舅妈后来也好了。舅舅泪流满面地说：“我重生了，简直就
是脱胎换骨了，我叩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现在，这个肺炎没药可治，武汉
已死很多人。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你要发财，我没办法；要升官，
我没有办法；但保平安保命，我
有办法，就看您愿不愿意试。” 

他深思了一下说：“那我问你
一下，你修炼法轮功后得到了什
么好处？”我说：“我得到了身体
的健康！”他停了一下说：“那你
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您现在
开始诚心地敬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这九个字，喊出来也行，
说出来也行。若有效果了，您再
告诉我好不好？” 

他说了声“好”。早上打电话，
问舅舅怎么样，他说：“我昨晚念

了。我自从发烧以
来都失眠，昨晚念
着念着就睡着了。
看来是有效果了。”

诚心就能体会
神奇

看 到 舅 舅 的
诚心，我就继续跟
他说：“您看到有
效果了吧，我再告
诉您一个办法，就
可 以 把 您 的 情 况
扭转过来，就看您
信 不 信？” 舅 舅
急忙说：“你快说，

什么办法？”我说：“就是炼法轮
功。”现在，他听进去了，他问：“那
我怎么做？”我把法轮功的第一
套功法“佛展千手法”视频发给
了他，让他学着炼。

到了晚上（他那边是早上），
舅舅突然发了个语音给我：“明明
啊，舅舅好了，舅舅好了！太神
奇了呀！以前腿都是冷冰冰的，
现在都是暖呼呼的！我要赶紧去
告诉你舅妈。”舅妈已经被送进医
院，确诊武汉肺炎，看到舅舅好
了，她说：“真神奇啊。”她也开
始念九字真言，一起炼功，很快舅
妈也好了。她说，真是太神奇了，
感谢李大师救命之恩！

两武汉医生患武汉肺炎 
数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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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 福祸难测
我曾在三年里失去了三位亲

人。亲人的早逝造成我内心的痛
苦还未抚平，厄运又突然落到我
的身上。2005 年 3 月的一个夜晚，
我被肝部一阵阵撕裂般的刺痛搅
得坐卧不宁，心神不定。第二天
去医院检查，结果很快出来了：
肝部占位性巨大肿瘤，长宽厚已
有 12.1×11.4×9.6 公分。

医生明确告诉我：治疗已经
没什么希望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吧。刹那间，外甥女被肝癌夺去生
命的情景闪现在我眼前，她从发
病到生命结束，仅 3 个月。得的
是与我相同的病。难道阎王的催
命书这么快就来了吗？我才 50 岁

厄运转幸运

啊！我真不相信这是真的！欲哭
无泪，生死关头，我该怎么办？！

家人希望奇迹发生，哪怕能
控制病情不再恶化，维持现状也
好。我随着家人的安排，每天吃
药打针，却没有好转的迹象，而
且每况愈下，病魔和药物的双重
折磨，我很快就撑不住了。在痛
苦中，我想起了二姐去美国之前，
存 放 在 我 这 里 的 一 本 法 轮 功 书
籍——《转法轮》。

机缘幸临 福莫大焉
二姐跟我讲过法轮功真相，

也多次让我看看《转法轮》，可我
受中共电视上恐怖宣传的影响，
一直有顾虑，不敢看这本书。今
天我得了要命的病，回想起二姐
跟我讲的法轮功真相，在生死关
头，我还怕什么，横竖一死，豁出
去了，我怎么也得看看《转法轮》
这本书。

我取出《转法轮》一读，就
被李洪志师父所讲的精辟法理深
深吸引住了，激动的心情无法抑
制。本不想把我得病的消息告诉
远在美国的二姐，怕她为我担心，
可现在我不想再瞒她了。

我电话告诉了二姐我的病情，
也告诉她，我开始看《转法轮》
了。我说：“二姐，我要炼功，我
要炼法轮功！”二姐修炼法轮功

已经多年了，听我说要炼法轮功，
高兴地对我说：“毛仔，你是有福
的，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你！”

二姐想办法托人给我借了另
外几本法轮功的书籍，还有李洪
志师父的讲法磁带，在电话里，
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怎么炼功法
动作，怎么修自己的心性。

否极泰来 枯木逢春
通过学法轮功书籍，我心灵

像是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对
一切都有了新的认识。我相见恨
晚，悔恨莫及，《转法轮》就在我
的身边，我竟封尘了几年，不看不
摸。现在我身体这样了，还来得及
吗？我想，我这辈子剩下的时光不
多了，不能再浪费一分一秒。

我如饥似渴地一遍又一遍地
看书，看累了，就听李洪志师父
讲法录音。稍睡一会儿有点力气
了，就起来炼功，每天都这样坚
持着。奇迹终于发生了：我的精神
一天天好转，疼痛减弱了，爱吃
饭了，力气也增加了，身体状况也
有了起色。每天我都沉浸在修炼
的美好中，内心无比激动欣慰。

随着不断地修炼，我的身体
状况越来越稳定，半年过去了，
身体康复了，人还挺精神。我的
家人、亲朋好友们看到癌症病人
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都惊奇地说：

奇迹呀，真是奇迹！陆续有人走
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

悲叹故人 被谎言迷惑
我们家在三年里失去了三位

亲 人。2000 年， 做 教 师 的 29 岁
的外甥女被肝癌夺去生命；2001
年， 我 50 岁 的 哥 哥、 美 术 设 计
师，在他事业正辉煌时期，被肺
癌夺走生命；2002 年，55 岁的三
姐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离开人
世。真没想到，当厄运落到我身
上时，法轮大法拯救了我，我成
了幸运儿。可以肯定地说，如果
我那三位已故的亲人也能修炼法
轮功，一定也会获得新生的！

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听信了
中共那些谎言，许多人不敢接触
法轮功，却不知道被中共迫害 20
年，不准老百姓接触的法轮功，
竟是如此神奇！

中华文化本是神传文化，自

古以来中国就有“敬佛得天佑”

的说法。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

炼大法，大法弘传，受益的不仅

仅是法轮大法弟子，佛光普照之

下，所有敞开心扉接纳法轮佛法

者，皆会获得福报。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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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之间的抉择

我今年 60 岁了，一家 4 口人：妻子善良、贤惠；一双儿女，
凑齐一个“好”字，惬意人生，让我心满意足……

突患绝症 跌落深渊
人生难测。2012 年，我偶然

发现臀部长出一个小包，越长越
快。7 个月后，到医院检查，发
现是一个直径 14 厘米的肿瘤。

2012 年 3 月 14 日 这 天， 做
手术时，确诊是一个恶性纤维细
胞瘤，这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毒瘤，
全世界也没有几例，根本就无药
可医。

随即，大夫赶紧给我做了第
二次手术。3 天后，医院就撵我出
院，我有些不理解，因为当时家人
不让我知道病情，没有告诉我。 

出院二十多天后，我的病情急
剧恶化，浑身疼痛难忍，两只手抬
不起来，生活已不能自理了。

家人又去医院找大夫，主治 
医生说：“面对现实吧，他这病，
就是我们医生自己得了也没有任

何办法。如果他实在疼得受不了，
就 打 点 杜 冷 丁 吧。 就 目 前 状 态
看，他能活过三个月就不错了！”

听信谎言 中毒太深
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妻子不

断地给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劝
我看法轮功真相期刊，让我诚心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
我依然跟她吹胡子瞪眼……

早 在 2005 年， 我 妻 子、 女
儿、儿子就都相继修炼了法轮大
法。我切实看到了他们修炼法轮
大法后出现的巨大变化。但是，
我受中共谎言的欺骗，相信了那
些媒体诬陷法轮功的造谣，中毒
很深，坚决反对他们炼，把孩子
们吓得都躲着我。即使这样，妻
子还是不舍不弃地给我讲法轮功
真相……

不住地流下来了。心想，人的一
生这么快就要结束了？心里有一
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过了一会，我走出卫生间，
开始给妻子交待后事。被妻子打
住：“你别说了，现在只有法轮大
法能救你，我师父能救你！”见
我没反对，妻子接着说：“咱们
先吃点饭，我给你念法轮大法书，
你听听，啊！？”面对妻子哄孩
子般的语气，我才稍稍体谅妻子
这么多年的用心，就随口答应：
“行！你念吧，我听！”

说也神奇，妻子开始给我念
《转法轮》（法轮功主要书籍），
念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我就睡着
了。没想到，这一觉竟然到天亮。

生死安危 重在一念
谁知第二天，我那中毒太深

我在病痛的折磨下，一天一 
天地熬着时间，特别是夜晚，根 
本就不能睡觉，坐着不行，躺着 
不行，真是生不如死！眼看着我 
一天不如一天了，家里的兄弟姐 
妹都不忍心再来见我了，在背地 
里为我准备后事了。

即使这样，我还是固守着中共
那些骗人的谎言，听不进妻子苦口
婆心的忠告。

命悬一线 方听善言
一天，妻子递给我一张两万

元钱的存折，我不知是咋回事。
妻子说：“这是保险公司给你赔付
的十大疾病保险费。”接着妻子
说：“你已经这样了，咱们夫妻一
场，我不得不告诉你实情了。我
给你看看你真正的诊断书，盖红
戳的，而且不是一个地区的医院
诊断。你知道吧？你哥他们给你
看的是复印件，是经过修改的。
你的病目前在世界上都没有药能
治；放疗、化疗都不行，医院根
本就治不了。” 

妻子见我看诊断书都有困难，
就拿过去给我念了一遍。我这才
恍然大悟，明白了家人为什么不 
给我用药了。

镇静了一会，我扶着墙艰难
地站了起来，踉踉跄跄地挪到卫
生间，洗了几把脸，这时泪水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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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观念又活跃起来，开始质
疑了：“现在世界上啥药都有，我
得病，就没有药能治？”妻子见
我这样反反复复，就说：“你要不
相信，可以去医院查病历。”

于是，我还就真的同妻子去
了医院，看到病例和医生说的真
实情况，我再也无话可说了。妻
子说：“这回你可看着了吧，医院
也治不了你的病，没有你用的药。
咱们回家学法轮大法吧！”

回家后，面对绝望的人生，我
似乎第一次发现家里孩子大人都
很健康、精神：这么多年他们都没
得过病，身心健康，快乐。就唯独
我得了绝症，为什么？事已至此，
已无路可走，我为什么还固守自
己的观念？不去试一试？兼听则
明啊。我不再犹豫了，跟妻子一起
学《转法轮》。

一 天， 学 完《 转 法 轮》 后，
我问妻子：“你平时看的就是这本
书吗？”妻子答：“是啊，就是这
本《转法轮》。”我说：“这本书写
得太好了，好像都是在说我似的。
不管治不治我的病，我在活着的
时候也要把他看完！”

迷途知返 绝处逢生
学《转法轮》三天后，妻子

开始教我炼法轮功功法。第一天
炼功的感觉就非同寻常：我全身

似乎都有一股电流在涌动，双臂
感觉尤为强烈，特别舒服。之后，
手也好使了，腰也不疼了，身体、
气色都好转得非常快。 

在妻子和很多法轮功学员的
帮助下，我终于醒悟过来了。我
这条命是李洪志师父从死神那给
夺回来的啊！我相信师父，相信
法轮大法，也相信我自己，我会
让师父放心的！

从此，我坚持每天学法炼功，
真是一天一个变化：身轻体胖，满
面红光，令兄弟姐妹都惊喜万分；
我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改
变了原来的暴躁脾气，变得祥和，
包容。那些像我以前一样，被中共
谎言欺骗，受无神论迷惑，思想观
念顽固僵化的亲朋好友，看到我的
变化，惊叹不已，他们的旧有观念
一下子全转变了，都做了“三退”
（退出党团队），还有的请了法轮
大法宝书——《转法轮》。

免费下载法轮功书籍，阅读法

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和更多

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请突破网络封

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教人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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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五套动作缓

慢优美的功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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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国家体
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

作了5 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 3.5
万人。结果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

有效率 98%。
弘传世界 法轮功已弘传

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世界人民的

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

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

献，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支

持信函 3600多项。

美国

台湾

韩国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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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inghui.org三退平安

三次
躲过灾难的

秘诀
文 /文静

我妹妹的女婿涛涛，当过兵，
六七年前他与外甥女定亲时，我
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刚开始他
很抵触，我就耐心细致地给他讲
清，后来他明白了，并用真名做
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
队组织）。

前几天，我见到涛涛，他给
我讲了他三次躲过劫难的经历。

涛涛说：“我在一个金矿上班，
经常到矿井下工作。矿井下的温
度很高，最高达 40°C。有一次，
我们领导叫我们再到井下去，我
当时就是不愿意下去，就跟领导
发火了：‘我们都连续到井下三天
了，我不下去！’结果那天矿井
下塌方，那几个下去的人被堵在
里面，两天后才被救出来。由于
井下的温度太高，那几个人最后
连自己的尿都喝了。而我当时不
知怎的那天就是不想下去，怎么
叫我下去我也不下去。”

涛涛接着说：“还有一次，我

们七八个人到矿井下，刚送上电，
几个同事全被电倒了，就我没事。
因为井下都是水，下去都得穿着
靴子。谁知他们穿的靴子都有漏，
就我穿的不漏。”

涛涛说到这里，感慨地说：
“就我幸运，真的，算我最幸运

了。”他没再往下说，低着头，好
似思绪又回到了井下……

我打断了他的沉思，迫不及
待地问：“那第三次呢？”涛涛抬
起头望着我，我看到他的眼里蓄
着泪水，声音有些哽咽地说：“第
三次，真是生死大劫！那天我和
同事在井下正往前走着，突然一
个拳头大小的石头掉下来砸在我
的安全帽上，我感觉不好，有危
险，掉头就跑，边跑边喊：‘快跑！
快跑！’跟在我身后边的那个同

事没反应过来，还抬着头愣愣地
看着矿顶上。”

涛涛边说边学那个同事抬头
愣愣地看矿顶的样子。“就在这时，
一块巨大的石头掉下来砸在那个
同事身上，只露出一双脚和小腿。
石头太大了，比人还大，人根本
搬不动，后来用铲车才把巨石铲
走，那个人也被铲得零碎了。当
时我要不跑连我也一起会被砸到
石头底下……你知道吗？同事们
都说我：‘你的命真大，一定是有
神佛保佑你！才让你躲过生死大
劫！’真的，我太幸运了！”

我静静地听完了他的故事，
对他说：“他们说对了，你真的是
有神佛保佑着！你还记得六七年
前，我帮你退了你曾入过的党团
队吗？我当时告诉你：‘天灭中
共，三退保命！天
灭中共，三退保平
安！’这不是一句
口号，不是一个标
语，它是实实在在
真实存在的！涛涛，
是你退出了邪党组
织，劫难来时，是
神佛保佑了你！你
才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躲过
劫难！”

他听后若有所思，恍然大悟。
我递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告诉他：

“以后不论遇到任何事都别忘了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
有神佛保佑。”他说：“记住了！”
接过护身符装在上衣口袋里。

我又递给他一个手机真相 U
盘。他接过去装在手机上就看了
起来，并说：“共产党算是真完了！
还净搞一些没用的，三天两头的
还叫党员们去重温学习那一套东
西，我从来不去，他们强制我去
时，我就反驳他们，再以后他们
再有什么事也不再来通知我了，
也不叫我去了。”我说：“对，你
做得太好了！就是不能与他们同
流合污！你看薄熙来、周永康这
些迫害法轮功的大官们不都遭报
了吗？”他说：“我知道。”

我接着说：“法轮功是佛法修
炼，是法轮大法师父慈悲才传大

法度众生的。因为共
产党做的坏事太多，
遭到天谴，是天要灭
中 共！ 你 一 定 要 善
待法轮大法，多了解
了 解 真 相， 把 U 盘
从头到尾看完，再传
给 你 的 同 事、 朋 友
看，给他们也讲讲真

相，让他们也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让你的同事们也都能得到神
佛护佑，遇难呈祥保性命！”“知
道了！”涛涛爽快地答应了。

我递给他一个护身符，
并告诉他：“以后不论
遇到任何事都别忘了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会有神佛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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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相三退平安

天安门自焚伪案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在央视
播出的画面中，可见多处破绽，以下是其中两处。

烧死还是打死
CCTV 镜头显示，刘春玲并非被

火烧死，而是被人用重物击中头

部倒地。图 1 ～ 4：一手臂抡起，

猛击刘春玲头部。一男子站在出

手打击的方位。

CCTV 镜头显示：王进东全身烧黑，

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

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警察拎

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

东对着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

上，分明是在拍戏。

“自焚骗局”联合国曝光： 整个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

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录像分

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在场的中共代表面对确凿

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法轮功禁止杀生和自杀
法轮大法的书籍中明确指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禁止杀生和自杀。可见自焚

者不是法轮功学员。

塑料瓶子烧不破  

关键的

选择
在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以来，

已有 3.5 亿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三退”，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将是

人类历史上的一次空前壮举。

为什么要发表声明“三退”，因为

“三退”保平安。不声明“三退”的，

带着兽的印记，会被视为中共的一

分子，在天灭中共的灾难中被一同销

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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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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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可“翻墙”到在大纪元退党网

站声明“三退”；也可请身边法轮

功学员帮您“三退”。如不方便可

将写有“三退”的名单贴在公共

场合或写在钱上花出去。

    大纪元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
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
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
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
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
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
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
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
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 ( 被邪恶
打上兽的印记的 ) 人，赶快退出，
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
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
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
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
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
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
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
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纪元
2005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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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