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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的那一刻
迎来了春天
同根同源的心
将我们相连
东方的神话蕴蓄了华夏
风风雨雨走到今天
天象瞬息万变
大疫入侵阴阳反背
红魔乱世间
若问劫难如何过
善念一出路通天
神佛看人心瘟疫也有眼
善恶有报是金玉良言
无神论才是欺世的谎言
慧眼识魔擦亮眼
关键时刻看你如何选
相信“真善忍”的人呀
危难中会得到神的垂怜
无数奇迹展现在眼前
华夏子孙莫忘救人的真言
向善归真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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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我们4个大人打麻将，

两个孩子就放风了，一个刷剧，一个打

游戏，现在想管都不好管了。”一位妈妈

后悔地说。另一位爸爸也很困惑，刚上

初中的女儿怎么变得物欲那么强，老说

自己怎么不是富二代呀，咱家怎么没买

别墅呀？他感觉是今年疫情不去学校在

家刷剧造成的。

认真学法  心性提高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孩子在家

容易放纵自己，但小乐乐却在疫情期间

有了一份特殊的收获，妈妈对他的变化

惊叹不已。让我们来听听小乐乐的故事。

我叫乐乐，今年8岁了，3岁前一

直是姥姥带着我。姥姥说我从小天真善

良，6个月时就能小腿双盘，长大后最长

的一次能双盘一个多小时。6岁那年，我

还跟姥姥一起通读了一讲宝书《转法轮》。

上学后回到父母身边，爸爸听信中

共谎言不让我接触法轮功。今年疫情以

来，父母都上班，没人管我，我连学校

的网课也没能听全，对学习完全没了兴

趣，连过去天天写日记的好习惯也没了。

父母把我送到姥姥家。姥姥看到我

的变化，就让我和她一起学大法，

我很愿意。我开始腿硬得不能双

盘，只能单盘或散盘学法。我

学得很认真，读错一个字必

须再重读，这对于我来说

很难，但我下决心让自己

坚持下去。开始读得很慢，

到了第5天的时候，同样的

时间，我们就能读15页了。

到半个月的时候，我们学法

就进入了佳境，同样的时间能

读20多页了，读法既标准又流利。

我在进步，我的心性也在提高，忍

耐力、善心也都在提高。

身体好了  学习很轻松

一周后，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前我每天早晨眼皮、嘴唇或者皮肤肿

胀得很厉害，有时看东西都很困难，学

法后就好了。我还患有鼻窦炎，晚上睡

觉只能张着嘴出气。每天起床后，需要

一大堆纸清理鼻内的卫生。学法后只出

现过两次很轻的症状，后来再也没出现。

我和姥姥在20天的时间里，一口

气读、听、看了3遍《转法轮》，我的收

获真是太大了！开始学法时，我做一份

120道的口算题需要半个多小时，还错

了16道。学法十几天后只需20分钟，

最多只错3道，还多次满分。我还恢复

了写日记的好习惯。妈妈看到我的变化，

更加支持我学大法了。

我上“学而思”辅导课，本来需要

半年才能学完的上、下册内容，在学法

这20天中，我自己独立完成了。妈妈简

直不敢相信，但这确实是奇迹啊！大法

太神奇了！我还练古筝（七级）， 学《诗

经》（古诗朗诵比赛中得了银奖），看英

文电影，阅读中外名著，学围棋， 我都

表现得不错。小小的年纪，有幸得到高

德大法，这是我生命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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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制作万朵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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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在姥姥家20天的巨大变化,让妈妈大吃一惊。

疫情中  小乐乐的意外收获



2020年12月24日

“挂起莲花，营造一种节日的气

氛，就像春天般清新，夏天般温暖，

很灵动。”商店销售员Tatiana很喜

欢塔蒂亚娜送给她的小莲花，把它挂

在店里醒目的位置。

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塔蒂亚娜，在

十年间亲手制作了超过一万朵小莲

明慧网

新唐人

2 希望 祝你平安

花，赠送给人们，希望莲花可以带给

人们好运和希望。她说：“当人们接小

莲花时眼神都不一样了，当听到‘真、

善、忍’三个字时，他们好像觉醒了，

心灵觉醒了。”

小莲花已经陪伴司机安德烈四年

了，他把它挂在车上。安德烈说：“这

十年制作万朵莲花   传递好运和希望
当人们听到“真、善、忍”三个字时，好像心灵觉醒了。

       大陆博士：
             “我急需翻墙软件”

今年10月，   

儿子的抽动症

突然发作，肩

膀、脸部肌肉一直抽，他难受得要命！

我急啊！怎么办？就是看医生也得吃

好多药，吃的人傻呆呆的还不一定管

用！儿子这些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忽然，我一下子想起去年我的朋

友给儿子讲了一些法轮功的道理，儿

子的抽动不是就忽然没了嘛！也可

以再试试啊！我就赶紧给我的好朋

友——一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她镇

定地告诉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儿子自己也接听了她的电

话，她那边念一句，儿子就跟着念一

句。念了几遍，儿子的身体就奇迹般

地不抽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

不可思议，简直太神奇了！

第二天，儿子身体正常，只是喉

咙发声还是控制不住，我赶紧带儿子

去了朋友家，谁想到一进她家的门，

儿子喉咙就再也没有发出过声音！真

奇妙！

一天下午，国内亲人忽然来电，

说我父亲正在急救室抢救！我一听就

慌了，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朋友的电话。

朋友仍然镇定地和我说：“告诉你的

家人，让他们和你一起赶紧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你现在就读《转

法轮》吧。”我急忙打电话和家里人

说了，让他们念“九字真言”。因为

儿子获得大法帮助后再也不抽了，所

以国内亲人对大法也有了好感，并且

都赶紧念。

这时我终于打开了《转法轮》，

开始看这本我一直被干扰、一直不想

打开的宝书！没想到我居然看进去

了……含着眼泪认真拜读《转法轮》！

我虔诚地求师父把我父亲救回来！当

我看完第一节后，国内亲人告诉我，

父亲插了喉管，病情稳定了，我的感

激无以言表。

父亲住院期间，我和儿子在朋友

夫妻的指导下，读了三遍《转法轮》，

儿子背了两段《论语》。他以前可是

很不喜欢看书的，现在能自觉自愿地

背《论语》，实在让我吃惊不小！事

实证明大法是多么伟大，让我们全家

有了平安、祥和的生活。

右图：真善忍美展中的油画作品《礼物》 ，
描述了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讲真相一景。一
位法轮功小弟子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莲花送
给周围的民众。画家用飞升的小莲花象征这
一美好的时刻和这份礼物的珍贵。

上图：本文主人公塔蒂亚娜将“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的小莲花挂件送给路人。

危难时刻想起了“九字真言”  
儿子跟着念了几遍身体就奇迹般地不抽了！

朵莲花让我更平和，帮我度过了路途

中遇到的各种危险。”

在中国，莲花象征着人至高无上

的品德。对塔蒂亚娜来说，莲花是一

个自我完善的象征。“我修炼法轮大

法，希望通过赠送莲花，与人分享修

炼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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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初，老板雇了两辆

高栏卡车拉蜜桃到外地销售。开

车的是30多岁的小俩口。我向他

们讲法轮功真相，男司机小徐很

生气，把脸一沉，头一扭，不听。

我给他们留下了真相U盘、车挂

护身符和《九评共产党》及《共

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

装车时，我发现小徐往车上

爬时特别费劲儿，每次都得妻子

双手托着他的臀部，才能很费力

地爬上去，原来是多年前被人把

腰打伤了。收完货，看到小徐费

力地爬上驾驶室，我过去帮他把

车门关上，并嘱咐他：“你要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看看

U盘，在车上也能播放，你身体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他答应着：

“一定！一定！”

过了几天，我问小徐：“看过

真相U盘了？”他笑着说：“看过了，

太好了。” “那就给你起个化名叫

‘徐健平’，把你入过的团、 队退

了吧？”他赶忙大声说：“管！管！”

（方言，就是“好！好！”的意思。）

我说：“徐健平，就是希望你身体

快点恢复健康！永远幸福平安！”

他赶忙又大声说：“管！管！”

又过了几天，我看到小徐往

车上搬装桃子的周转箱，一箱40

多斤重。一会儿又爬上车帮着装

车，身体很轻盈，动作利索，一

点也不费劲儿。我惊喜地问：“小

徐，你的腰好了？”他笑着说：“我

的腰不痛了！好了！”我说：“你

得福报了！

2020年12月24日 3顺天

最近，大陆某省的物理学博士陈

先生接到海外法轮功学员打来的电

话， 学员问他是否愿意退党。他说：

“天佑我大中华，我要退党了哪对得

起我华夏千万人啊。”

学员告诉他，中国不是中共，我

们应该爱自己的祖国，而不应该爱残

杀了我们华夏民族的外来幽灵。学员

从共产党是个西来幽灵说起，谈到中

共如何在历次运动中屠杀了8000万

同胞，如何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

学员器官，还讲到贵州的藏字石，“天

安门自焚”伪案，到现在如何将魔掌

伸向全世界，如何深度参与美国总统

大选舞弊案。

陈先生一直听了近一小时，他

说：“你说的很多都有道理，我也相信，

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听着，一边在

电脑上搜索，但都搜不到你说的。”

学员说：“当然搜不到了，中共

建立防火墙，让全中国人民都不知道

真相，防火墙就是中共的保命墙，要

是大家都明白真相，谁还会被它欺骗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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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可以给你翻墙软件。”

他马上说：“对，我现在最急需

的就是翻墙软件，马上给我。谢谢你

今天跟我说了这么多，我现在就退！

你的翻墙软件很珍贵，我也会给别人

的。谢谢你！”

翻墙软件让无数中国人了解到中

共的暴政与谎言，现在已经有3.69

亿人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

共“党、团、队”组织。今年3月30日，

山东青年张文斌发布视频，实名公开

呼吁“共产党下课”。他在视频中说：

“我也曾是一名中共的小粉红，翻墙

之后慢慢认清共产党邪恶的嘴脸。中

共从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三年饥

荒、计划生育、六四屠杀、对法轮功

的迫害、对西藏、香港和新疆人民的

迫害，到今天它已经将魔爪伸向了全

世界，而大家还都视而不见，甚至还

在（对中共）歌功颂德，我实在无法

忍受。”张文斌“翻墙”看真相，让

他由糊涂人变成了明白人，由木偶人

变成了自由卫士。

       大陆博士：
             “我急需翻墙软件”

防火墙就是中共的保命墙，要是大家都明白真相，谁还会被它
欺骗呢？

卡车司机大声说：
“管！管！”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
退”，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
站：tuidang.epochtimes.com 

自由门破网软件

自由门电脑版  “三退”扫码

翻墙及三退软件请扫码 

明慧网



法
轮
大
法
好

今年11月的一天，领导来上班，

表情很复杂，见我一个人在屋里，就

对我说：“你得救救我了，不然就来不

及了。”我问他怎么了？他就掀开衣

服让我看，他胸前粘满了治疗用的粘

贴。原来是心脏出了问题，医院检查

结果不乐观，需要北京来专家进一步

确诊。他心里没底，说不定就得住院

治疗。说完就转身进办公室工作了。

我忙完工作，就来到他办公室，

给他讲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经历的3件

神奇事。第一件是大姐在我家突然身

体僵硬往下出溜，我们赶紧把她架到

床上，求大法师父救她。我们一直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很快她就

恢复正常了。

第二件是我妻子的三姐头晕，从

一天的几次到后来的一天十几次，到

北京大医院住院治疗40多天也没好

转，医院说要下两个支架，对她来说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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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高得难以承受。

我们到北京去看她，

告诉她默念“九字真

言”就会有奇迹发生，

结果没做手术就好了。

再一个就是，疫情

期间咱们公司有个同事发

烧了，如果他被查出问题，

我们作为接触者都得被隔离。单位施

工刚开始没有几天，要停下来影响就

太大了。我让他赶紧喝一杯白开水，

又给他拿了3个橘子，让他赶紧吃了。

我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出了一身汗，

脸色也渐渐地恢复了，下班测体温正

常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又主动测

了一次才离开。这个时候，一般人都

避之唯恐不及，我们法轮功学员能去

帮他，还帮他退烧了，不是万幸嘛。

3件事说完了，我就告诉这位领 明慧网

导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会出现奇迹。他一边忙工作，一边

默默地听着，什么话都没说。

几天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

们在饭店里见面了。他从房间的最里

面转过桌子，到外面告诉服务员，特

意给我点了两种素馅饺子和素菜。吃

完饭后，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真

不好意思，我当时没有答应你。”我

心里一下就明白了，他是后悔没马上

答应我， 但心里记住了， 领导已经念

“九字真言”受益了。

“九字真言”是宇宙的真理，诚心诵念时能同化
宇宙正能量，防止外邪入侵。

 “你得救救我了，
 不然就来不及了”

           今年7月6日下午5：  

       30，儿子仔川从外面回

      家坐在沙发上，儿媳妇在 

      厨房做饭。不一会儿就听 

      仔川说他很难受，儿媳妇

      马上出来，发现仔川已经

      倒在沙发上，走近一看他

的脸色很难看，叫他也没反应。儿媳

妇马上打电话给我说：“妈，快过来，

仔川倒在沙发上了！”我急忙赶过去，

救护车也到了，几个人把他抬到车上

送去医院。

通过各种检查，医生说他的心脏

血管破裂。他一年前做过心脏搭桥手

术，之后经常出现休克。医生让马上

转院。在准备去省城医院时，我对儿

子说：“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大法师父会保护你的！”说完我

就去准备钱去了。

第二天早上儿子一醒来就说：“我

不会死的，感觉身体轻松了很多。”

这时过来一位医生，看了看他，摇头

说：“这么年轻就得这个病。”

8点多钟儿子进了手术室，直到

下午5点才被推出来转进监护室，一

直处于昏迷状态。我和儿媳妇一直

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术后第3天儿子醒来，转到普通病房。

命悬一线的儿子得救了 医生跟儿媳说：“你丈夫还需要做第二

次手术。手术费要30万，病情太严重，

即使做手术也很危险。可能得到北京

去做。”

出院后，儿子在家休养。我叫儿

子看师父讲法录像和《我们告诉未来》

《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等真相视频。

过了几天我去看望他，儿子说他看了

3天师父的讲法，鼻子流了四五天血。

我说不要紧，不看录像时你就真心念

“法轮大法好”。

3个月后儿子去医院做复查。儿

媳妇打来电话兴奋地说：“妈，医生

说想不到仔川好得这么快，第二次手

术不需要做了！”我感动地不停地流

泪——是师父救了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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