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身体强壮

的孙子患上了武汉肺炎。

医生说：“没药，药都给武

汉了， 回家等着吧。”家人

到处去买药也买不到，就

给他喝板蓝根，也不管用。

他一直咳嗽，发烧，憋气。

居委会经常打电话来问病

情，却帮不上任何忙。

       我静下心来想，医院

肯定没指望了，只有靠大

法了。我便求师父救救孩

子，同时告诉孙子快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太神奇了！孙子当天晚

上就不再咳嗽了，烧退了，

也不憋气了。我们全家人

都见证了这个奇迹，无不

感叹大法的神奇，感叹师

父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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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的武汉肺炎
奇迹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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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医护女儿
接触染疫患者平安无事

患病经理：“我不要
背黑锅，帮我退党 !”

抵御疫情 
要靠良知与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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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封条隔离在家，连家人都不敢和她在
一起，搬出去住了。她自己呆了一两宿
就快精神崩溃了，希望法轮功学员去陪
她。学员去了之后和她一起学法炼功，
两天后就退烧了，但第二天又烧起来了。
家人都让她去检查。她哭着说：“你们谁
来陪我呀？”家人说：“你就自己在家呗，
陪什么陪，这时候谁陪谁呀。”她对法轮
功学员说：“四姐呀，不行啊，还得是炼
法轮功的，你看他们，都不敢靠前，都
害怕。你要不来，我就完了。”

第五天，她决定去医院检查。她女
儿开车送法轮功学员回家，说：“谢谢您
呀，也就是您，外人谁敢陪我妈呀。”学
员说：“我没事，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
你妈也没事，只要她学法炼功啥事没有。”
结果一检查还真不是武汉肺炎，后来烧
也退了。

人说危难时刻见人心，疫情肆虐人
人自危的时候，避之唯恐不及，连家人
都指望不上，能指望谁呢？法轮功学员
却能替别人着想，在危难中伸出援手，
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一避疫真言、救命的法宝。

居住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法轮功学员
王春荣，疫情期间为公寓大楼里的老人
们提供帮助：义务理发，载没有车的邻
居去银行，帮90多岁的老人购物，帮

助中国同胞退出加入
过的中共组织。她的
付出收到了来自蒙哥
马利郡议会的褒奖。

家住纽约曼哈顿
的护理员石文丽也获
得公司颁奖，在很多
护理员担心染疫不敢
出门的时候，石文丽
主动承担了很多工作。
有时间她还去公园炼
功教功，给人们带来
祥和与美好。

“我现在呼吸困难，喘不上气，快要
憋死了。你过一会儿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如果没有人接，那我就……”没等她说完，
我就意识到事态严重了，她中招了，但
她自己一个人住，又住得那么远，我就
是开车过去也得两个小时啊。我举着电
话对她大声说：“没事，咱有救，快点念‘九
字真言’” 。

我说一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求求李洪志师父救救我”，她重复一句。
就这样我说一句，她重复说一句，我们
举着电话有一个小时，她说好些了，能
喘上气来了。然后，我把法轮大法网站
发给她，告诉她看师父讲法，同样能感
受到巨大的能量。

晚上，她又给我打来电话说，看着
师父的讲法录像，她睡着了，醒来后身
上舒服多了。两周后她的病基本好了。
她激动地给我打电话致谢，并告诉我现
在她每天学法炼功。

这是一位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疫情期
间帮助朋友走过危难的经历，这样的例
子不计其数。一位国内的法轮功学员说，
她的姨妹妹发烧咳嗽，一个人被社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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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中谁在伸出援手？
疫情肆虐人人自危的时候，避之唯恐不及，谁能为你解困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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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荣

作为法轮
功学员，不
管在哪儿，
都要实践
‘ 真、 善、
忍’，做一
个好人。”

“



2020年武汉肺炎期间，人人
都躲在家里不出门，可是医务人员
就不一样了，必须面对病人。我的
两个女儿都是医护人员：一个是医
生，一个是护士，都在一个医院工作，
而且都在接触武汉肺炎患者。

我的大女儿是门诊医生，专门
看发烧、咳嗽的病人。初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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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医护女儿接触染疫患者平安无事

“九字真言”真灵！ 谢谢你送给我们的保命符
2020年 5月的一天，我在街

上讲大法真相，遇到一个人，我
问她听说过大法真相吗？她问我
是不是炼法轮功？我说是呀，她
就给我讲起她知道的法轮功的神
奇事。

她说，老家有一个人在武汉
做保姆，那家主人家来了一个客
人，客人是炼法轮功的。刚来了
没几天，武汉肺炎疫情就爆发了，
客人不得已留在了武汉。保姆（她
老乡） 染上了，医院根本就进不去。
就在生死攸关时，客人胸有成竹
地告诉他们：“不要急，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病毒
就没法在你的体内存活。”主人一
家和保姆念后，果然都安然无恙
地走过来了。他们发自内心地感
谢法轮大法。

疫情期间，一位武汉市民接到
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市民绝望地说：
“政府不管我们，生病了要我们自己
隔离，但是没有提供资源给我们啊！”

学员告诉他：“不要绝望，天无
绝人之路，总会有办法的。”接着又
跟他说，“还有一个不用花钱就能保
命的好办法，现在你们武汉很多人都
试过，都好了。”

学员说：“中共坏事干绝，天灭
中共，只有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
从内心退出来，远离中共才能避疫。
用化名、小名“三退”都可退出党、团、
队组织，不给它当陪葬品，这才是我
们的出路啊。”那位市民同意用化名 
“三退”。

学员说：“大哥，你是善良人，
神佛才给您得救的机会，您把我讲
的真相也讲给您太太，让她也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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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口罩和防护服都很短缺，一
个口罩用几天，有的还是烂的。有
一次，一个很严重的病人在她面前
对着她不停地咳嗽，她心里很害怕，
因为她的口罩也是一个烂的，她们
医院也有医护人员被感染的。好在
我平时常让她念“真善忍好，法轮
大法好”，她也很相信。这个时候，

她不断地念“九字真言”，心里就不
怕了。

前年，她们科室的花叶上还开
了圣花——优昙婆罗花。她看到了
很高兴，还用手机拍下了照片保留
着。她虽然没正式修大法，但把大
法放在心里，所以受益很大。她丈
夫也是医生，也是一线工作人员，
他们全家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平
安无事。

我的小女儿是护士，还是专门
照管染疫的病人。刚开始给她的口
罩和防护服都很差。不过，她很相
信大法，她在护理病人时，不断地
默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师
父保护了她，她至今平安无事，也
非常感谢师父。

我修炼前也是一身病，修大法
后无病一身轻，尚未修炼的丈夫很
严重的咽炎也好了。真是一人炼功，
全家受大益啊！

来，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瘟疫就不会靠近。”他说：“好的。太
谢谢你送给我们这个不用花钱的保
命符。”



我们要认清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咱们
中国，爱中国的人民和土地，爱中国
的五千年文化。”

学员接着说：“法轮功是修‘真
善忍’的，到哪里都会是好人。法
轮功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很受欢迎，唯有无神论的共产党迫
害信佛的好人，还活摘学员的器官牟
取暴利。我们中国人讲善恶有报，报
在谁身上？报在做恶的共产党身上。”

对方在听，学员又接着说，“那
共产党又是谁？是一群加入这些组织
的人组成的党、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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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说您能听明白吗？”

这位先生听罢很感谢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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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网友评论说：“王小丫、李修平
也被美国制裁了。”细想一下确实如
此，这两位央视主持人分别是制裁名
单中曹建明和张春贤的妻子。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法轮功学
员在打真相电话时感到“高官似乎更
相信天灭中共指日可待”，以前这些
中央机构官员接电话时盛气凌人、言
语狂傲，现在基本没有碰到，而且这
些人大多比普通民众对国内外形势了
解得更多更早，有些人已经有很多思
考，同意“三退”。

祝你平安

关键时刻的选择

有一位原籍武汉、人在外地公
司上班的经理，疫情期间无法复工，
停业在家，且有亲人染病，自己也咳
嗽，状况不太好。这位经理接到法轮
功学员的来电，刚开始很感谢学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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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暴君尼禄，因不信神佛，迫害基
督徒遭致天谴，先后发生4次瘟疫，

“今天，遇到人生中最重要的一
个陌生人；知道了对一个生命来说最
关键的一段话；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
的一次决定：退出少先队！” 2020
年 12月 4日，来自四川成都的李友
惠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了“三退”
声明。

有50年党龄的汪洋桓（化名）
在退党声明中说，“虽然身陷泥坛，
但依然愿意尽量站在干净的地上。”

从2004年至今，已有3.7亿中
国人声明“三退”（即退出加入过的
中共“党、团、队”）。尤其是2020
年 10月美国开始限制中共党员及直
系亲属入境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选择“三退”。因为，党员身份已经
成为给人带来麻烦的“负资产”：入
境要被问询，甚至入境被拒打道回府；

患病经理：“我不要背黑锅，帮我退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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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家灭亡，这是上天在惩罚他
们。而那些在迫害中帮助基督徒的
人却没有染上瘟疫。我希望您平安，
赶快与共产党划清界线，退党抹去
毒誓，才能躲过这次肺炎瘟疫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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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法轮功学员说：“我们先
保自己平安要紧，不要去管那些政治。

党员名单多次被泄露，自己在海外的
党员身份可能会引起注意。

国内党员已经抱怨切身利益受
到影响：强行交党费，被迫参加各种
形式的学习，在政府机关和国企工作
的还被收缴护照，限制出境。

来自辽宁丹东的韩中华说：“共
产党克扣我的工资交党费，工资少得
可怜，还不让我赚外快养家糊口。儿
子要去美国读书以及去美国参加海
军，要求不能有共产党员身份，为了
我的幸福和我儿子的人生，我不能在
这个邪恶的组织里，我期待儿子会在
美国实现梦想，感谢你们给我提供退
党的机会。”

现在每天都有五六万人发表“三
退”声明，连中共官员的心态也在发
生变化。12月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
对14名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实施制裁，
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他们及亲属入

2021年1月4日 3顺天

病毒针对中共而来，统计数据显示党员染疫比例远高于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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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 idang .epoch t imes . com

自由门电脑版 “三退”扫码



抵御疫情   要靠良知与正气 
2020年 12月 21日，北半球

的冬至日晚间，上演了800年来木
星、土星最为接近的罕见天象。按照
中国史书的记载，“土木合相”乃凶相，
对应着灾祸即将到来，而且两星距离
越近，预示着灾难越大。

就在这一天，英国宣称传染性
更强的变异病毒已失去控制，已经扩
散到多个国家。全球感染人数到达第
1个 1000万用了5个多月，而第6

在隔离病房的 50天
我是一家市级医院的医生，武

汉肺炎期间我们医院成为定点医院。
我从1996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知
道瘟疫都是冲着受中共毒害的，真正
信神修佛的人是最安全的！我虽然年
近50，但第一个报名进入污染区病
房工作，一干就是50多天。

看着孤零零不允许有陪护的可
怜患者，我不仅为他们的疾病操心，
更为他们生命的永远担心。我利用问
病史、采集标本、送饭等机会和他们
交流、攀谈。我有大法护身，从不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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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与患者直接接触。搀扶老年病人上
卫生间，为行动不便的患者把椅式座
便拿到床边，连扶带抬帮他们上下床。

病人们普遍情绪低落、恐惧。
我就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开导、
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
远离中共才能度过劫难保平安。中共
的邪恶灌输蒙不住生命善良的本性，
很多患者都明白了真相。在重症监护
室里，有个我在疑似病房收治的老太
太，再次相见她很高兴。我告诉她常
念“九字真言”，后来她恢复得很好。

有一位患者非常积极地配合疾
控人员回忆活动轨迹，他们还写了

书面材料保证不泄露个人信息，但
过后却出尔反尔泄露出来，网上传
得沸沸扬扬，他们全家人精神压力
都很大，一度拒绝治疗。我从中共
为了捞取政绩欺骗人民、卸磨杀驴
的一贯做法开始讲真相，告诉他们
念“九字真言”，给他们做了“三退”。
他们感激我的真心关怀，体会到了
大法弟子的善，说：“这个时候别人
都避之唯恐不及，你还能费这么大
劲儿和我们讲这些，我们相信你。”
后来他们把我当作最信任的人，经
常和我通电话、发微信咨询治疗意
见，全家人都平安无事。

个与第7个1000万之间仅仅用了半
个月，可见这波疫情来势凶猛。中国
也不例外，沈阳、大连接连出现超级
传播者，北京多地出现病例并进行大
规模排查。

抵抗瘟疫能仅仅靠隔离吗？靠
疫苗吗？国内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中国国企外派员工出国前都要接种国
产疫苗，到非洲乌干达、安哥拉工作
后仍然染疫，感染人数恐高达数百人，

但中国政府迅速封锁了海外
媒体的报导。

疫情看似天灾，实则人
祸所致。病毒针对共产党而
来，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
地区、团体和个人都与中共
关系密切。此时，面对病毒
变异，我们需要进行道德反
思，需要用良知与正气去抵
御病毒的侵害。

台湾成为抗疫典范就是
一个明证。台湾人敬天信神，
保持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
化，而且了解共产党邪恶本
质并唾弃中共，是世界受疫
情影响最轻微的地区，至今
户外活动都不受影响。2020
年 12月 19日，台湾“国际
管乐节”照常举行，台湾法
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10年
受邀参加。

200位团员身穿古代服装，一
路演奏《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法
正乾坤》等乐曲，把“真、善、忍”
的精神带给世人。来自台南的谢先生
跟太太一起来观赏天国乐团，他说：
“音乐很正，有正能量，能净化人心
鼓舞人心，令人产生共鸣。”世界各
地的法轮功学员也在危难时刻广传真
相，将诚念“九字真言”“三退”保
平安的福音告诉更多的人。

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向世人传递“真善忍”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