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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网上流传着一个
热帖：“明天和意外，你永
远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先
来。但2020年底，最让人
唏嘘的新闻，却是那么多
人匆匆告别了人世。”

确实，一切来得太突
然。人们习惯较高的感染
率、极低的死亡率。然而
病毒变异之后迅速蔓延，
2021的疫情可能更为凶猛。

危难之中如何救急？
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
中，有不少染疫病人因诚
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而康复，连医学
专家也发现，当人们诚心
念诵时，会与宇宙高能量
场发生共振，就能增强免
疫力，免受病毒感染。

危难时刻，请您把这
一救命的真言也告诉更多
的有缘人，让我们共同走
过劫难，感受生命的奇迹。

  病毒变异 
如何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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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突然发烧，咳嗽得后背都

疼了，甚至以为自己可能过不去这一关

了，最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心里一块大

石头终于落地了。”生活在美国北卡州的

华人颜先生讲述了他在朋友的鼓励下走

过困境的艰难历程。

武汉肺炎在美国迅速蔓延，我突然

开始发低烧。我请人帮忙在纽约买了抗

生素，平时有头疼脑热吃了就见效，但

这次却不起作用，烧一点都没有退。我

真开始担心是不是中招了。

在忐忑不安中我去医院做了测试，

结果是阴性。这时我稍微放宽心，不过

低烧没有减退，咳嗽得更厉害了，咳得

我背部都疼了起来。我很难受，这时我

又担心起来了——本来没有武汉肺炎，

会不会是去医院反而感染上了？当时医

生还让我从口腔测体温，这是很容易被

感染的，我越想越后悔，觉得自己真是

没事找事。

我在纽约有位修炼法轮功的朋友，

他们都是真诚的人，这时我想起了他们，

甚至把“后事”向一位法轮功朋友交代

了——如果我有不测，希望她能关照我

的女儿。

我的法轮功朋友坚定地告诉我，只

要我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

我与法轮功朋友通电话时，她对我

说，你开口念“法轮功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听后马上就跟着她开口念了两遍。她

说：“因为法轮功是按宇宙特性修炼，这

句口诀能调动宇宙正的因素，净化身体，

净化空间场，邪不侵正，病毒就上不来。”

我说我相信念这句口诀有效，因为

法轮功是佛家大法，那么多人的陈疴顽

疾通过炼法轮功好了，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法轮功主张念的口诀，我也相信会

有效果，因为气功本来就是调动能量，

有科学上还没充分认识的神奇之处。正

是情急之下的这一念使我获得了新生。

法轮功朋友又给我发来电影《危难

时刻》的链接，这是讲武汉肺炎在武汉

肆虐时，确诊感染的人念了“法轮大法好”

而病好的故事。

果真，到了晚上我的烧退了，人也

感觉舒服了很多。第二天早上，咳嗽明

显减轻。我发烧一般是在下午，下午特

别难受，但第二天下午，虽然还有点烧，

但我感觉比之前好多了。

朋友又给我发来了获奖电影《归途》

的链接，这是讲大陆一名著名电影演员

患晚期淋巴癌，后来修炼法轮功而奇迹

痊愈的故事，我也浏览了。

我和她说：“新冠肺炎一般都是发高

烧的，我是低烧，所以我不怕，也希望

你的师父保佑我。”她说：“你的诚信很可

贵，一定能帮你。”后来又去医院做检测

还是阴性，我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了。渐渐地几乎不咳了，讲话有力气了，

畅顺了。

我很高兴，我跟我的法轮功朋友说：

“谢谢你们的师父保佑了我！”

危难时刻：一念之间的奇迹
朋友告诉我，只要诚念“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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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亲人三日神奇康复
2020年4月，独自在日本大阪

留学的女学生思源因参加同学聚会，

感染了武汉肺炎。回家后没多久，就

开始发烧，头晕，腹泻，而且一天比

一天严重，全身无力。医院让她自己

在家隔离。

思源的父亲哭着给她在新加坡的

表叔Gary发视频， 问怎么办？“那

种面对生命的无力感，没有亲身体验

过的人， 是不会了解的。” Gary对记

者说。当天晚上Gary与太太联络到

思源，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病就会好。思

源半信半疑地问管用吗？

“当然管用，只要真心

诚意地念就一定管用。”

思源说：“那好，我相信

你们。”

第 二 天，Gary打

电话询问病情，思源表

示症状开始减轻，到了

第三天，她说自己已

经痊愈了。“没有花钱，

没有吃药，就念‘九字

真经’，病就好了，真

是奇迹。” Gary由衷地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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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明真相 
       相互传递救命法宝

感佩大法的神奇。

Gary说，他是看了Youtube上

的视频《危难时刻》才知道这一救命

良方的，这是一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的电视剧，影片中感染了病毒、绝望

了的武汉市民一家，就是念了“九字

真言”很快痊愈。“实际上就是向神

祈祷，我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危

难来临之时，在穷尽人的方法都无法

解决之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神

祈祷，祈祷神的护佑。”

思源的奇迹不是个例。一位移居

法国的土耳其人马克布雷·塞

维姆不幸感染后，整整11

天吃不下东西，感觉好

像有蛇和动物在皮肤下、

骨头里咬噬着她。隐约

中，她似乎听见自己的

骨肉被撕裂的声音。她

说那种滋味“太可怕

了”，痛不欲生，她甚

至想到了自杀。

这时，一位在荷兰

的表外甥联系她，并让

她诚心念“九字真言”。

令她惊喜万分的是，念

后感觉马上好多了。

她在接受采访中数次赞叹道：“这

真是奇迹！”

劝朋友念真言 家人转危为安
杨女士从新唐人节目中知道了

“九字真言”有奇效，告诉了绝望中

的朋友。

2020年7月25日中午，悉尼奥

本法轮功学员小李在劝路人“三退”

时，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北方移民来澳

洲的杨女士。杨女士高兴地向小李讲

述了她的朋友为病危中的哥哥默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朋友哥哥

转危为安的神奇经历。

杨女士说，她朋友的哥哥60多

岁，因脑栓塞入院急救，病情一直不

见好转，反而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期间，

肺部被感染，同时冠心病发作。不得

已家人把病人转到另一家医院，每天

医药费就几千元，前后住院一个月就

花了近20万。“这对一个每月只有

2000多元收入的普通工薪家庭来说

简直难以承受。” 

杨女士的朋友也是一名医生，但

面对哥哥的病情却无能为力。任何药

物都不起作用，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

知书，她很是发愁。杨女士得知这一

情况后，突然想起在Youtube上看

过的《拍案惊奇》节目中，主持人介

绍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有

奇效，就劝朋友为她哥哥念“九字真

言”。朋友听到“法轮功”后很紧张，

马上说国内不让念。杨女士就嘱咐说：

“你得信这个，你心里为你哥哥默念，

每天默念几千遍。”就这样，别无选

择的朋友开始默念。

大概两星期后，杨女士收到朋友

的微信：“太神奇了，我哥真的见好，

痰也咳出来了；下周一可以办出院手

续，回家调养了。”杨女士也感到很

神奇，说：“太感谢法轮功了！”

原来，杨女士天天在YouTube

上看新唐人节目，她非常认同讲到的

要远离中共。她说：“我出国就是为了

远离共产党，我爷爷被共产党害过,

告诉我不能相信共产党。”

Gary说：他是看
了Youtube上的
视频《危难时刻》
才知道这一救命
良方的。

纽约法轮功学员游行传递避疫真言



2018年10月28日， 重庆市

一公交车因乘客与司机发生口角

后双方互殴，导致公交车坠落长

江，司机和乘客在内15人全部死

亡。当时但凡有乘客站出来劝阻，

也不会发生车毁人亡的悲剧。而

当人们不愿意站出来阻止邪恶时，

遭殃的就是自己。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

中共不是中国，抛弃中共才是爱

国，声明退出中共组织，不再与

邪恶为伍。一位三十八军老团级

干部2020年岁末在大纪元网站

发表退党声明中说：“我是老党员。

亲身经历了1989年共产党在天门

的大屠杀，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

败反官倒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

了。我因跟随老军长拒绝进京屠

杀学生而受到严厉处分。我深知

共产党的败坏及独裁暴政，多年

来也没给它交过党费。中共一天

不亡国将无宁日，民无安日，百

姓永远是被欺压宰割的对象。”

2006年在北京读MBA实习

期间入党的祝晓梅在退党声明中

说：“当时鬼迷心窍，觉得党员身

份可能有利于工作晋升。2015年

我来香港后接触到了墙外的世界，

了解到中共暴政，对法轮功的人

权迫害，还有令人发指的活摘人

体器官等罪行。这两年亲眼目睹

中共对香港年轻人的残酷镇压，

特别是现在居然在美国大选背后

捣乱，陷全世界人于危险之地！

不主动和他们划清界限的话，我

感觉自己都成了帮凶了！”

2021年1月7日 3顺天

在武汉出生长大的中国90后屠

龙（化名）对美国之音说：“一场武汉

疫情彻底改变了我。要不是自己会翻

墙，要不是一些海外的朋友告诉我真

相，此刻说不定我已经进了焚尸炉。”

封城的日子里，他反思了很多：

“他们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我跟自

己说，我很努力，我不是低端人口，

我不会被清理；他们在

新疆搞劳改营时，我想

我也不是少数民族，我

也没有宗教信仰，我也

不会被清理；我很同情

香港人的遭遇，但我觉

得我也不会去上街，不

会抗议，所以也跟我没

关系。这一次事情发生

在我的家乡，我周边已

经有很多人得了病，也

有去世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忍受下

去了，我要为死者发声。”

身在美国读博士的邓宁也曾被北

京驱逐低端人口的视频所触动，由此

开始了解真相。他说：“我觉得不可思

议，这和我想象的北京政府做法不一

样。这样的新闻在国内平台完全搜索

不到。我才意识到中国媒体在隐瞒信

息，才慢慢去了解。”

当他看到令计划儿子车祸身亡、

谷歌退出中国、法轮功受迫害等许多

官媒上看不到的新闻时，他震惊了。

“我才意识到中国的言论自由是受到

严格控制的。中共官员被查出贪腐前

都是伟光正的，一旦查出来就会曝出

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和利益瓜葛。我

才意识到整个体制都是腐烂的，只因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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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被中共牢牢控制所以才看不到一

点负面消息。”

疫情发生后，他看到李文亮医生

被训诫的消息，知道中国媒体是不可

信的，就通知国内的家人注意安全。

邓宁说：“一开始只是跟家人和身边

的人提到这个问题。到全球大流行后，

我才意识到这次中共控制疫情措施很

不人道，它不报导，导

致疫情蔓延。看到这种

人道灾难大量发生，我

无法忍受，我需要站出

来让身边的人觉醒，不

能再相信中共。”

邓宁开始和同学、

朋友们讲述这些真相，

2020年10月初他的手

机被封号。邓宁说：“我

的行为引起了他们的注

意，我若继续在国外发布这样的言论

对我家人可能有影响。但是我觉得我

们不应该害怕，要揭露出来。这是侵

犯隐私权，侵犯言论自由。”邓宁不

仅没有被吓倒，还在海外大纪元网站

上声明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

队和共青团。

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百姓苦不堪

言。切身之痛让很多人醒悟，明辨了

是非。署名的“一方”人在大纪元网

站“三退”时留言：“不想与以假治国，

以黑治国，以警治国的共产党为伍。

他们视老百姓为草芥，这样的党不该

存在。”现在已有3.7亿中国人内心

觉醒，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退出

中共组织，远离中共，做一个清白的

自由人。

找回良知  
不与邪恶为伍

明慧网

清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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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发生后，邓
宁看到李文亮医
生被训诫的消
息，知道中国媒
体是不可信的，
就通知国内的家
人注意安全。

“一场武汉疫情
     彻底改变了我”
正在美国读博士的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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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来让她吃饭，可对她不高兴了，

说：“这么个走法，得什么时候能到家

啊？”外孙女可不管什么时候能到家。

刚走了不多远她又说：“我困了，要睡

觉！”她爸爸妈妈让她在车上睡她还

不干，非要到服务区休息厅去睡。她

爸爸只好把车开到服务区，再一次停

车让孩子睡觉，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

3点。

路上我女儿一直在跟她公公联

系，询问疫情如何？她

公公说：“没事，你们尽

管来吧。”可过了一会

儿，她公公却打来电话

说：“你们快别回来了，

你姐夫中午吃饭时还好

好的，现在突然发高烧

了。可别传染了孩子！”

这时我女儿才反应过

来，为什么她女儿今天

一次又一次地不是吃饭

就是睡觉，原来是大法

师父在保护他们，就是不让他们回老

家啊！现在想想，那时如果真回去了，

不得困在湖北回不来了嘛！女儿从内

心深深地感谢师父的保护！

回家的路上非常顺利，外孙女变

得非常听话，再也不吵着吃饭、睡觉

了，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回了家！一进

家门女儿就跟她公公视频聊天，女儿

把路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亲家，亲家高

兴地说：“你们真是有神佛保护啊！”

这一路上发生的事，让我女儿一家人

真正地认识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女儿决定正式修炼大法。

 “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保平安
我女婿的老家在湖北，女婿在我

们当地上班。每逢过年，女儿一家3

口都要与居住在南京的大姑姐一起回

湖北老家与父母阖家团聚过大年，享

受天伦之乐。

2020过年前虽然知道武汉有了

疫情，但为了一年一次的大团圆，他

们决定自己开车回去。走之前女儿带

上了4个“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

为了能与姐姐早日见面，女婿决定绕

路从南京走。农历腊月

28上午10点他们出发。

小外孙女平时吃

饭、睡觉都很让人犯难，

她很不爱吃饭，就是吃

也吃不多点儿。可是那

天车刚开出去不远，她

就说饿了，要吃饭，她

爸爸只好停车让她吃

饭。吃完饭车刚开出不

远，她又说饿了，要吃

饭。他爸爸只好又停

2020年，纽约疫情数字以“子

弹列车”的速度激增，除基本服务行

业外，全城基本停顿，人人居家避疫。

昔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纽约华人

社区法拉盛也变成空城。

但是，在法拉盛地铁口和图书馆

旁有两处“地标性风景线”，在疫情

最高峰也照常开放，没有停顿过一天。

在行人稀少的时候，它们显得更为突

出──那就是法轮大法的真相点。法

轮功学员在这里十多年如一日，传递

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三退

保平安”的救世良言。

经历疫情生死考验的人们，此时

更加珍惜这个近在身旁、传递救人福

音的法拉盛一景了。法轮功学员张淑

君说：“很多行人听到《九字真言》歌

惜缘

这时我女儿才反
应过来，为什么
她女儿今天一次
又一次地不是吃
饭就是睡觉，原
来是大法师父在
保护他们，就是
以此不让他们回
老家啊！ 明慧网

茫茫人海中 避疫良方在身旁

大纪元

曲后，都放慢脚步或停下来，接过法

轮功学员手中的真相资料，拿回家阅

读，或当场就要了解。大疫下很多人

开始思考，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说的是

真的，接受资料的人比以往更多了。”

在法拉盛图书馆旁讲真相的徐卫

国说，2020年5月14日，一位老先

生经过真相点，接过小莲花和“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小卡片，非常

感激和感动。现在很多人明白它是吉

祥物，是保平安的护身符。

“当时我跟他说，我们是救人的，

大法是救人的，后面还有很大的瘟疫

浪潮，你知道吗？他说：‘知道知道。’

我说，2000年前是耶稣在救人，现

在是大法在救人，他说：‘知道知道。’

他双手合十，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法轮功学员爱丽丝说，一位从台

湾移民美国的女士，主动向她要金黄

色的小莲花，说台湾人都很清楚中共

的邪恶，也知道香港人现在的处境以

及香港人在抵抗中共上的付出。

很多人在盼疫苗，然而新冠疫苗

有效性和副作用至今不明。其实 “九

字真言”“三退保平安”这救赎真言

就像大洪水中的诺亚方舟，才是真正

能帮您度过劫难的千金良方。

民众签字支持“解体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