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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武汉的李先生今
年81岁，2020年1月中旬
不幸患上武汉肺炎。在一
家医院住了六天后，非让
他转到大医院。大医院人
满为患，互相推诿。他只
好在家，病情一天天加重，
造成肾衰竭，导致昏迷，
二月初才住进了大医院。
医生跟他的家人说，李先
生求生欲望很小。

李先生的一位亲戚是
法轮功学员，给李先生打
电话告诉他就念 “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 九个字，
情况一定会好转。李先生
就记住 “法轮大法好” 五
个字。他每天诚心默念这
五个字，病情一天天好转，
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到
了第七天，核酸检测呈阴
性，很快就出院了。李先
生身上的神奇变化，令亲
友们惊诧不已。

重症染疫者
七天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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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瘟的秘诀不是防控和疫苗，而是诚念“九字真言”。

三国时期，杨修和杨宕叔侄二人共

侍曹操。杨修被曹操处死后，杨宕惴惴

不安，因为他经常克扣军饷中饱私囊，

害怕被查，打算趁最近押运粮草大捞一

把就告老还乡。不料突然胸口胀闷，像

一块大石头压着，整天如坐针毡。

华佗给他开了两张处方。第一张处

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

王不留行、法夏、毕拔、朱砂。”熟知古

文章法的杨宕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

上下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香（相）

连，王法毕朱（必诛）”吗？“二过”就

是指他错上加错呀。

杨宕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禁

大惊失色，冷汗直冒，但觉得胸中似乎

好受了些，遂打消了在军饷上大捞一把

的邪念。打开第二张处方一看，杨宕顿

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

原来处方上六味药名的头一个字谐音是

“赏汝棺木一副”。

过了好一会儿，杨宕睁

开眼睛，倒觉得心轻身爽，再

也没有胀闷的感觉，病竟然痊

愈了。这时华佗不请自来，告

诉他得病“乃贪婪气郁凝集而

致”，现在气随汗出，吐尽瘀血，

积消瘀化，恶病已除。杨宕从

此再也不敢克扣军饷了。

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

科鼻祖”，但实际上真正的神

医是医心。杨宕心生贪念又怕

被查，心如乱麻，才是病的根

本。华佗借方劝贪，杨宕知道

贪财会丧命，吓得打消邪念，

病也就好了。所以古人讲养生

即养德，养德即养心。

古代讲天人合一，人们

普遍认为瘟疫是人心败坏造成

的，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那

么，病毒不侵的根本就是人心

向善，即《黄帝内经》所说“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武汉肺炎肆虐期

间，很多人在得不到救治的情况下，就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

而神奇康复的。因为法轮大法是佛家高

德大法，“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诚心

念诵就能得到大法的护佑。

2020年正月二十那天，在湖北工

作的金星跑来找法轮功学员说：“武汉一

个同学打电话说她丈夫与公婆三人都染

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很危重不行了，

现在她和儿子也发烧，她非常恐慌，您

想想办法救救她一家人吧。”法轮功学员

赶紧拿来一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手

机拍下立即传给同学，让他们一家诚念

“九字真言”，并当即在电话里给她丈夫

退了党，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了队。

到了正月底，同学千恩万谢感激法轮功

救了她，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情重走了，

婆婆、丈夫和儿子都好了。

治病求本 避疫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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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最严重的时候，母亲请

了一位保姆。保姆恐惧得不知躲在哪

里才安全，整天满屋子消毒，一会儿

用酒精，一会儿用84消毒液，结果

把自己的手都弄红肿了。她不敢出门，

也不准我出门，说她有儿有女可不能

被传染上。

我安慰她：“你能到我家是咱们

缘份大，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这九个字，保你平安！”保姆

疑惑地问：“能行吗？你也信法轮功？

你是有学问的人，怎么信那个？”

这位保姆还会时不时的搞出点

我意想不到的小事。一天，她告诉我

香油快没了。我问不是刚刚买回两瓶

吗？保姆说她喝了。我才想起来有朋

友说把香油倒鼻子里可防病毒，保姆

喝香油可能是这个意思吧。于是我就

特意买了两大瓶回来，保证她有香油

喝。一次我怎么也找不到剪刀了，原

来是她做噩梦，害怕病毒而把剪刀放

在她的枕头下面了。哎，她活得多苦

多累啊！

那时我在家上班，生活上尽量关

照她。她满足地说：“一直在医院做护

工，累得身体不行了，到你家享福来

了。”我给母亲读大法书《转法轮》时，

她也悄悄地听。合适的机会我就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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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我家保姆的转变
讲大法真相，渐渐地她不反感

了。一次我出去买米面回来

时，在楼下保姆匆匆忙忙

和我走了个对面。按照

签订的合同不能把老人

单独放家里，她这样做

是违规的。我没有责备

她，得知她要去买

药以防感冒后，

我特意为她

去买了药。

她感动地

说：“姐姐，你心真善。”

我亲戚弟弟住院了，我去医院帮

忙。保姆要求我回家后要用84消毒，

换衣服，我答应一一照她说的办。我

从医院回来时，她躲开我并说不干了，

有家有口的，她可不能被传染上病

毒！我表示理解并让她考虑考虑。

第二天她主动对我说：“姐姐，

我想了，你修大法真了不起，为了一

个亲戚弟弟敢去医院那地方，你就不

害怕？你都是为别人好，不想你自己，

我真佩服！今天我好像胆子变大了，

我不走了。”

一次她从儿子家回来嗓子说话沙

哑，时不时地干咳，还发烧。她一个

劲地解释说不是武汉肺炎，还攥上拳

头恐惧地喊：“武汉加油！”我安慰她：

“不要再听假新闻了，是中共掩盖了

疫情才造成这场大灾难的。那病毒是

要命的！可你抓不着，看不到！你怎

么加油？怎么战胜它？你就真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天天念，

你全身都充满正能量，病毒它不敢接

近你，一到你周围就被销毁了，病毒

哪敢在你这停留！你的一切都会变好

的。”她连连点头说：“好、好，我念。”

她真的诚心地念，大声地念。一天后

她高兴地告诉我她不发烧了。 

保姆发自内心地说，到你家我

才知道法轮功好！信什么也不如信大

法，还是大法最好！我会记住“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的。

 真善忍好
法轮大法好

李其华是解放军301医

院的老院长，著名医学专家。

他从1993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功。

起因是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

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

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沉疴即消，

他惊叹于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

父的讲法,深感法轮功是真正的、更

高的科学。

301医院
老院长的反思

他说：“她学法轮功

那么短时间，不用打针、

吃药就全好了，这是为

什么呢？这些问号不断

地在我脑中翻腾。事实

胜于雄辩！我从怀疑、

观望、关心到想亲自试一

试，就这样我也走进了法轮

功的修炼行列。”修炼后李其华自己

一身的病也不药而愈，亲身经历让他

心服口服。他在文章中写道：“就我所

知，我所在的北京老年学法组，人均

年龄70多岁，80岁以上的就有好几

位……许多是被称之为老干部、老科

学家、老教授的高级领导和高级知识

阶层，这些人也都不是盲目的，不是

头脑简单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后才

走进修炼法轮功队伍里的。”

然而他撰写的《原则不是科学研

究的出发点，科学更需要探索和实践》

的文章后来落到了江泽民手里，加之

他的社会影响力很大，1999年江泽

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开始，李其华就

成为中共点名批判的对象，逼迫他写

检讨并企图让他放弃修炼。全世界也

唯有中共不允许人们信仰“真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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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女士今年快70岁了，只要不

下雨，她都去纽约布鲁克林的真相

点讲真相劝“三退”。两年前的一天，

有位女士走到真相摊位，潘女士告诉

她“三退”保平安，她同意了。潘女

士接着跟她说：“你回家告诉你老公，

让他也退出来”。她告诉潘女士，她

老公因脑血栓住院了，现在躺在床上

处于昏迷状态。潘女士要她跟她老公

说“三退”的事，如果他同意“三退”，

就让他捏一下她的手。

两天后，那位女士回来告诉潘女

祝你平安

士，她老公真的捏了她的手同意退队。

潘女士送她《普度》《济世》的光盘，

叫她放给老公听。她说没机子，潘女

士马上带她去买了个播放机。

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女士又来问

潘女士还有没有好东西？说她老公已

经会说话了。潘女士又给了她师父讲

法录音，并给她请了一本《转法轮》。

后来那位女士告诉潘女士她老公的精

神越来越好，还叫女儿、儿子都念“法

轮大法好”，还一起去看了神韵演出。

2020年12月的一天，潘女士

“我一页页照下来发到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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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常来到退党点，发放真相小册子。

一名中年男士走过，接了一份真相小

册子。第二天他经过时告诉潘女士：

“我昨天一页页照下来，用微信发到

了国内。”说完，还拿出手机给姐潘

女士看他拍的真相小册子的照片。

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传出，

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以祛

病健身、净化身心的奇效吸引了上

亿修炼者，至今弘传世界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

民动用国家机器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

学员。法轮功学员告诉世人救命的法

宝，而中共却把救人者关入监狱，谁

正谁邪一目了然。但中共迫害法轮大

法弟子的恶行招致天谴――瘟疫的大

流行，因而中共正是瘟疫之源！只有

退出中共组织，远离害人的共产邪灵，

不再是它的一分子，瘟疫才和你无关。

3.7亿声明“三退”就是觉悟的民众

对中共的唾弃，对美好未来的选择。

21年来，正是这些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严寒酷暑；无论遭受酷刑还

是关押，在承受中共无辜打压的痛苦

中，只为向您传递这救命的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瘟疫凶猛，

请抓住这救命真言，机缘稍纵即逝！

这是2015年发生在欧洲一个旅

游景点上的故事：一名法轮功学员遇

到了一群“老干部”模样的大陆游客，

问他们是不是老干部？后来得知他们

都是局级干部，其中有一位是副部级。

他们每人都要了份法轮功真相

报，坐在石凳子上看。学员看到他们

都在看头版周永康被抓的内幕，就说：

“你们都是老干部，比我了解共产党

的底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中共

正走向解体。现在谁不骂江泽民，谁

不骂中共？中共解体还有悬念吗？”

这帮老人都叹气。

学员见状说：“驱除马列邪灵，

九名官员退党及一包“退党材料”
求神佛保祐。我给各位起个化名，在

大纪元网站登记退党，躲劫难，保平

安，过个好的晚年，选个好的未来。”

沉默片刻后，有一个说：“我退。”

接下来，除一人外，其余8人都明确

表示同意退党。

在澳洲布里斯本的中国城景点还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中国城是大陆游

客必来的景点，每天都能见到一辆辆

满载中国人的游览车到来。一天，一

名男性中国游客第一个从车上下来，

直接朝一法轮功学员走去。她和平时

一样，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递给了

他，那名男子偷偷塞给了她一个小布

包，只说了四个字：“退党材料。”然

后他就继续往前走了。学员打开布包

一看，里面放着一张纸，上面工整地

写着来自中国多省共43个人的退党

名单。原来那位男子是带着来自北京、

天津、湖南、新疆、山西、甘肃和 

广州的43位中国人的重托和希望到

布里斯本的。

在世界各个国家的主要城市
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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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体会到大法的神奇。

当我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几天后，我做了一个梦：我一张

嘴看见了自己的声带，它们是完好

的，健康的。梦醒以后我还感慨：如

果是真的那该多好啊！

过了几天，预约的检查喉咙的时

间到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做喉镜，

却得到了一个让我欣喜若狂的结果：

根本没有原先的问题了，一切都正常

了。虽然仔细看还是能发现边缘不是

那么饱满，但相对于之前就是一个奇

迹，而且嗓音变得更好了。

这么重的包袱一下子卸掉了，自

己甚至有些不适应，还怀疑会不会检

查错了？可之后反复对比先后拍的喉

部照片，的确有鲜明的差别，再加上

那个梦的启示，我知道了一切都不是

偶然的。

这又是一个奇迹，之前我是不

 大法赐予我新的生命和声音
2020年上半年，我一直受抑郁

症和嗓音问题的困扰。其实我年纪很

小，之前有个天籁般的嗓音，可惜因

为过于固执，不听从老师教导，我的

嗓子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医生也没

有什么办法能为我改善。我是一个热

爱学习和生活的人，这半年因为情绪

问题我连最爱的学习都停滞了，好像

有种死过一遍的感觉。

我听说过也认识因为念“法轮大

法好”而出奇迹的人。可惜受无神论

影响，我自己并没有真正想去了解，

一直将信将疑了很长时间。最近几个

月因为困惑，我开始了解法轮功，也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炼

习打坐。

奇迹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没几

天脸上涂药都去不掉的青春痘很快无

影无踪了！同时感到自己的抑郁症在

逐步减轻，逐渐能安心学习了。我真

知道张开嘴就可以看见声带

的，可那天检查就是张

嘴就能看见声带，场

景和梦里相似。

我感恩大法赐

予我新的生命和声

音！我不

会再唱淫欲

的曲子，我会用这

声音去歌颂光明；我也不会去追逐名

利，我觉得我的心态变了：大法改变

了我。

我不是一个好人，我做过很多伤

害别人的事，也曾经不敬畏神佛，我

甚至不太清楚我的真心是什么，因为

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假恶斗。

现在，大法拯救了我这样一个

愚蠢且狂傲的人，我会努力做一个好

人，也会每天阅读大法书籍和认真默

念“九字真言”。

2020年11月19日下午四点过几分钟，我正

在家里做晚饭，邻居突然来到我家门前，说你家背

后那家着火啦！我闻声跟了出去，打开后门一看，

啊呀！真的浓烟滚滚，火焰借着当时五六级风的

风势，一下子就窜到了整幢房子，来势非常凶猛。

眼看隔壁的三间房屋瞬间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和

巨大的损失，而我的房子距隔壁只有两米宽的空

间，眼看火势就要向四面扑来。

在千钧一发时，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

只有一念救火，请师父救火！请师父救火！请师

父救火！并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不一会儿，风势一下减弱，火力也一下收势，好

像听从了安排一样，不再向四面扑了，我家的房

子安然无恙。

着火这家人的所有财产全部化为灰烬，如果

不是师父的慈悲相救，这片小区的所有房子将沦

为火海，造成巨大的灾难。谁也预料不到人生的

祸福、劫难，只有相信大法，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才是最安全的。

熊熊烈火中 大法显神迹
2019年8月11日，我、儿子和孙子搭乘了一辆家庭小

轿车回京，开车的是一对刚刚结婚的小夫妻，他俩坐前排，

我们一家三口坐后排。

当时正下着大雨，车子正在雨中疾驰，猛然间就听“嘭”

的一声巨响，车子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只觉得一下子撞向了

高速路右边的护栏，紧跟着被护栏反弹回来，又一下子向右

边撞去，整个车快速地划了一个半圆。

我一下子意识到是汽车爆胎了，情急之中脱口喊出了“师

父保佑！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车子就像听话似的，立

刻停了下来。

我们赶紧下车，一看路上全是车胎的碎片。车子已经报

废了，还呼呼地直冒热气，而车上五人竟然毫发未损。一般

高速行驶的车辆爆胎，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而我们一车人

全凭大法和师父的护佑躲过一劫，有惊无险。

事后我给那对小夫妻讲了真相，女的也非常感激师父的

救命之恩，爽快地做了“三退”。男的因为忙着处理

交通事故，没来得及“三退”。之后女的打电话把

她婆婆叫来了，她婆婆也明白了大法的神圣和伟大，

打心眼里感激大法救了他们儿子、儿媳的命。

高速上爆胎 一行五人毫发未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