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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
门，但有时同是一家人，
因认识不同,   在关键问题
上选择不同，人生道路也
不同。1949年中共篡政之
前，民国大师胡适和夫人
选择离开大陆去台湾，而
胡适的儿子却不愿意走，
结果被迫害致死。那时，
很多人和胡适的儿子一样
被中共谎言迷惑了双眼而
导致悲惨的结局。1949年
离开还是留下，成为那一
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分水岭。

今天，在大疫来临之
时，我们又一次站在人生
的分水岭上，依然是这道
考题：能否认清中共。能
慧眼识魔看透中共本质、
退出中共组织、不与邪恶
为伍的人才能走向未来。
而紧跟中共、迫害善良、
不信神佛的人就会在大劫
中与中共一起被淘汰。希
望我们都能站在正义一边，
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人生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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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喜笑，个个平安”、走过大劫难的秘诀就是诚念“九字真言”。

史料记载，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禀

报唐太宗说要发生日蚀。古代认为日蚀

对天子是不祥之兆，而且当时没人能预

报。唐太宗有些不高兴，对李淳风说：“如

果没有日蚀，爱卿你怎么办？”李淳风说：

“有如不蚀，则臣请死之。”

到了算定那天，唐太宗

在庭院里等着。果然，“如言

而蚀，不差毫发。”

李淳风流传后世的《推

背图》精准预言了朝代的大

事及更替，甚至包括2003年

的SARS。而明朝宰相刘伯温

的《陕西太白山碑记》则精

准地预言了武汉肺炎爆发的

时间和地点：“若问瘟疫何时

现，但看九冬十月间。”“三

愁湖广遭大难，四愁各省起

狼烟。”而且，刘伯温把劫难

中保命的护身符，用字谜的

方式点了出来：“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眞，古代真的写法），“八

王二十口”（善），“三点加一勾”（忍）。

600年前的刘伯温怎么能知道现在

天象的变化，难道瘟疫真是定时、定点、

甚至定人的吗？这在现代人看来简直不

可思议，但这确实是中国神传文化的精

华。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天象变化能

精准地对应出人间的变化；但却被中共

说成是迷信。因为中共宣扬无神论，如

果老百姓都相信老天爷，谁还信它呢？

如果大家都知道天灭中共，大瘟疫就是

来淘汰中共的，谁还跟着它走呢？ 

古代人大都知道瘟疫是天惩，所以

要拜天祈祷，改过行善来求神化解，现

代人却把希望寄托在疫苗身上，但道德

问题不是科学能解决的了的。如果大家

能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一“九字真言”，就能像刘伯温碑记结尾

所说的“人人喜笑，个个平安”。

“九字真言”的奇效在武汉肺炎肆虐

时期已经得到印证。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住在大搞万

家宴的染疫重灾区——武汉百步亭小区，

发烧，胸闷，呼吸困难。医院没有床位，

只能在家自行隔离。这位老年亲属非常

害怕，在诚念“九字真言”，

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后，几

天后所有症状都消失了，完全

康复，令家人惊奇不已。

一位湖南妇女在接到法

轮功学员打来的真相电话时

激动地说，前不久自己出现严

重的胸闷气短、发烧症状，但

得不到检测及医院收治。就在

身体非常难受的时刻，接到了

法轮功学员的救命电话。“我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助我度

过了难关，现在身体已经完全

好了，太神奇了！现在我每天

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

反复念诵‘九字真言’。”

平瘟绝招  在“诀”不在药

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八王二十口

三点加一勾



2021年1月13日

2003年夏季，骄阳炙烤着大地，

10岁的双胞胎姐妹豆豆和果果，不

时抬手抹去脸上的汗水，小跑两步，

紧紧跟上拿着行李的妈妈，盼着早点

到达目的地见到爸爸。

母女三人颠簸了400多公里。

听到妈妈说“到了”，姐妹俩抬头一看，

高墙、铁丝网、巨大的铁门、荷枪实

弹的哨兵。

“这里是监狱。”妈妈说，但她们

俩不明白，他们的好爸爸为什么只因

修炼法轮功就被关在这里。往返800

多公里的行程，是此后三年中姐妹俩

雷打不动的 “暑期旅行”。

直到2007年，爸爸终于回家

了，但经常被警察非法

上门骚扰，抄家。姐妹

俩担惊受怕，不知哪天

又见不到爸爸了。2017

年姐妹俩先后来到悉尼，

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豆豆说，她和妹妹在这

里安全了，但亲人和家

乡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并

不安全。“想到这些，就觉得自己有

责任让更多人知道中共的罪行，让更

多人发出正义之声，帮助制止中共的

迫害。这是我们姐妹俩的心愿。”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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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中共不让留学生

回国，引来众怒。一位名为詹姆

斯·刘的中国留学生说自己曾是

真正的小粉红，发生这事，他觉

得自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顿”，

“你能想像一直坚定的信念突然有

一天有人告诉你：其实事情并不

是这样的？我爱的国家不想让我

回来，第一次感到与自己国家的

基本政治原则发生了冲突。”

当小粉红们遭遇现实之后，

开始重新思考。去年9月，中共在

内蒙古不顾民众反对，强行弱化

蒙语教学。一位内蒙小粉红深深

忏悔道：“当新闻里在放抓香港人

的时候，我当成八卦追剧一样在

看，认为他们活该。中共迫害西

藏人的时候我真的一点也没有关

心过。把新疆人关在集中营的时

候，我还拍手叫好，认为是对他

们好。现在这样的事情正奇迹般

讽刺地发生在我身上。”

“关键是我们对此没有一点点

的反抗的权利，警察抓人，政府

威胁家长，威胁不报到的学生取

消学籍。封锁新闻和舆论，这么

大的事情，内地身边的同事朋友

完全不知道内蒙发生了什么。我

这才知道，中共就是靠着这种手

段，蒙着一个人的眼睛打另外一

个人。我真是太傻太傻了，我们

应该早一天醒过来，千万不要再

听信政府控制的媒体在国内的宣

传了。”

身在加拿大的原大陆央企“网

络宣传员”穆先生也曾是个“五

毛”，去年他实名退党。他说：“我

是真心想退，退了才对得起自己。”

 发自内心的忏悔清
醒

掀起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

员的残酷迫害，上百种的酷刑折磨，

每天做十几个小时的奴工，有人被打

毒针迫害致疯，甚至被摘取器官。至

今，已有逾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残

酷迫害致死。

历史上，无论是罗马迫害基督

教徒，还是中国的“三武一宗灭佛”，

最后不是招致大瘟疫就是帝王短命早

逝。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是犯下

反人类罪、酷刑罪，也是犯下灭佛的

大罪。既是天罪，必有天惩，天灭中

共是历史的必然。这场大瘟疫就是针

对中共而来的，是来清除不可救药的

中共党徒和与中共为伍的人。同时，

也是在中共覆灭前夕，

帮助人们认清中共、选

择未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共就是病毒的根

源。武汉疫情平息后，

东北三省、山东及北京

反复出现疫情，而且最

近这波疫情来的也最猛，

因为这些省份恰恰是迫

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中共作恶，

参与者及百姓都跟着遭灾。慈悲的上

天是在告诫人们，迫害正信是弥天重

罪，走出红魔谎言，善待大法，才是

找到疫情救赎的根本之道。

2018年7月20日，姐妹俩参加悉尼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9周年活动。 

这场大瘟疫就是
针对中共而来的，
是来清除不可救
药的中共党徒和
与中共为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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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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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音乐家成为偷渡客
1967年1月15日

夜晚，乔装改扮、东躲

西藏的马思聪一家终

于等来了偷渡的机会，

蜷缩在船内胆战心惊

地经过一个又一个检查

哨，拖船终于在香港大屿

山靠岸，马思聪把胸前挂的

毛像章摘下来扔进大海。

很快，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

小提琴第一人、全国人大代表马思聪

弃共而逃的消息震惊了香港。数日后，

他们一家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陪同下飞

抵美国。马思聪在纽约公开露面，发

表了题为《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

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讲话，

他说：“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

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

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

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

饿的幽灵’。”

马思聪逃亡后株连到国内亲属，

留在大陆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

致死，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

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而跳楼自杀。马

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

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总有一

天会真相大白。”

宁信刘伯温，不信共产党
马思聪作为中国最高级别的知识

分子偷渡引起关注，在19世纪50年

代～ 70年代的大陆逃港人数有200

多万。在饥荒与动荡的年代，老百姓

选择用脚投票，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自

由世界，成功几率并不太高：成功几

率并不太高，逃亡途中不仅有悬崖、

鲨鱼与洪水，还有边防军机枪扫射和

警犬，等待失败者的是死亡，是酷刑，

或者监狱。和平时期能有这样的大逃

亡，古今罕见。

那时，许多人连饭都吃不上，香

祝你平安

港人已用上电视机、洗衣机。

而中共却丑化香港，发布

文件《人间地狱——香

港》，把香港描述成世

界上最荒淫的城市，香

港黑社会横行，香港是

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

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

的……街头剧要演一个女孩

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但最后那

些演剧的演员都逃港了。

那时民间流传着刘伯温说的“过

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

是香港的“香”字，许多人宁信刘伯温，

不信共产党。

前鸡西副市长公开退党
 时光荏苒，中国人

已经不用冒着风

险偷渡，但是移

民潮一发而不可

收，大批商人、

官员家属离开中

共统治，拥抱自由

世界，人们仍然在用脚投票。

2020年8月，57岁的前黑龙江

省鸡西市副市长李传良出逃美国后，

公开宣布退党。他说，由于中共官场

腐败，2014年就主动要求退出副市

长职务及公职，得知当地一区委书记

马思聪们的逃亡之路 孔令宝因议论中共隐瞒疫情遭举报逮

捕后，担忧因言获罪而出逃美国，随

后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实名“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

李传良称自己与中共体制格格不

入。“共产党一开始可能给你一些条

件，让你听从，利诱你，再不行就打

击你，威胁你。”公开退党并接受媒

体采访后，国内亲友多人遭中共官员

约谈询问，两位前下属被逮捕。他说：

“这明显就是打击报复，中共惯用的

手段就是让人产生恐惧，你越怕他们，

他们越倡狂，我当然要坚持发声。”

       去年逃离中国的北京

著名中医师赵中元

说：“我服务的一

些律师，都是为

法轮功学员辩护

的一些律师，只是

因为他们为法轮功

辩护，就遭到中共的打压，我为他们

服务也遭受了打压。可是他们都是一

些有良心的人，不畏强权，依法抗争

的人。如果认清中共的邪恶，如果还

有正义良心的话，所有的人都应该跟

中共划清界线。”

抛弃中共不是要逃离中国，而是

心灵觉醒，从内心认清中共本质，退

出中共组织，找回正义

良知，获得灵魂自救。

如今，已有3.7亿人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打倒中共恶魔”车队
            在华盛顿游行。

   扫码三退



福 寿

2021年1月13日4 平安 祝你平安

师父还会救你。”

女儿马上说：“我向师父

忏悔。”我说：“你说法轮大法

好。”她说：“法轮大法好。”我

对她说：“孩子你有救了，无论

你烧多高，都会正常的。”两个小

时后，她的体温降到38度。是大法

师父慈悲，见她悔过后，从死亡线上

将她拉了回来。晚上我又让她听了半

个小时的师父讲法。女儿以后一直很

支持我学大法。

14年的不治之症好了
我小女儿一岁半的时候，突然得

了一种难以治愈的呕吐病，发病的时

候吃什么吐什么，呕吐时人很难受，

几天下来就瘦得吓人。14年来我们

跑遍了全国许多有名的医院，土方、

偏方也找了，什么都治不好。为了治

病，我们一年住院20多次，花去十

来万，持续了十几年。

一位比我年长的亲戚看孩子这么

小，受了这么大的罪，很同情我们的

遭遇。这个亲戚修炼法轮功已经多年。

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的工

作丢了，还被关过监牢。我听说他受

迫害的经历后，还有些瞧不起他，觉

的这样的人奇怪，不

正常。2019年冬天他

对我说：“修炼法轮功

可以祛病健身。”

我从小也没有读

什么书，十几岁就离

家出来打工，饱尝社

会各种苦难。如果在

几年前他告诉我法轮

功祛病健身我还真不

会相信。现在走投无

路了，就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开始了解法轮大法。

就这样，我看完了真相材料，又

开始认真看《转法轮》。看完书，我

的人生观被颠覆了，原来世上真有这

样一群默默 做好人却备

受中共诬陷和打 压的善良民

众。《转法轮》唤醒了我从小心中就

有的良知。不管能不能治病，我就认

定这个功是好功，我就让小女儿看《转

法轮》，了解真相。

没想到小女儿看书三个月后，她

的病从2020年2月到现在，没吃任

何药，也没打任何针，却没有再犯过，

体重也增加了，现在彻底好了，和正

常人一样。现在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

过正常生活了。

真心忏悔重获健康
我大儿子对法轮功有误解，经常

大吵大闹，说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

后来，他生了病，头痛头晕，脖子后

背疼，胃疼，脚疼。他吃了中药吃西药，

针灸拔罐，野郎中、名医生找了一大

堆，做了医学上的各种检查也不好。

去年，中共以“清零”为名骚扰，

逼着我放弃修炼，我严词拒绝。儿子

以死威胁我，磕响头，把双腿磕肿，

流血，自己把脸打肿，打破。他见我

不放弃修炼，就破口大骂，谤师谤法，

造下很大罪业。事隔几天，他就头疼，

脖子后背都疼，头晕恶心，不能吃东

西，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病。

我去看他，他见面就说：“我实

在受不了了，你求求您师父救救我吧，

我错了，对不起李老师。”我说：“你

要想好，就真心忏悔。”求生的愿望

使他马上写了郑重声明，表示悔过。

事隔一周，他高兴地说：“我好了，头

也不疼了，不晕了。”

 转变观念  柳暗花明
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下，一些人对

法轮功有误解，当他们知道了中共导

演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

案后，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真诚与善

良后，尤其是在危难之时得到大法的

救助后，对大法充满了感恩。

命悬一线的女儿得救了
我女儿在公安局上班，受中共毒

害很深。2002年，她怀孕四个月左

右在家休息，我做家务放着大法师父

讲法录音。她冲着我大声说：“你想让

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听吗？”我说：“听

听有什么不好？”她说她不想听，还

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说：“别这样，

对你不好。”

过几天，女儿说自己好像得了一

种很重的病，频繁地发烧，住院一个

多月。出院后没上几天班又住院了，

而且病得越来越重，每天都要发一次

高烧。这时也不保孩子了，什么药都

用上了，也不见好转。一天早晨，我

刚从医院回来，丈夫就来电话说：“啥

也不用拿，你打车快来吧。”我当时

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拿上钱就打

车去医院。

一进病房，只见大夫、护士围一

圈在抢救女儿。女儿

脖子下面放了一个冰

矿泉水瓶，两个胳肢

窝各夹一个冰矿泉水

瓶子，小肚子上放一

个，两大腿根各放一

个冰矿泉水瓶子，脑

门上敷着冷毛巾，她

冻得直哆嗦。

我眼泪夺眶而出，

对她说：“孩子，你知

道你为什么这样吗？

你说了对大法不敬的话，师父不会惩

罚你，可天体有层层护法神哪。不管

你是谁，只要犯了破坏大法的罪，都

要受到惩罚的。你赶快向师父认罪，

看完书，我的人生
观被颠覆了，原来
世上真有这样一群
默默做好人却备受
中共诬陷和打压的
善良民众。《转法轮》
唤醒了我从小心中
就有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