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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后，我联系武汉一同学，

得知朋友正在陪妻子就诊，

他妻子的症状和武汉肺炎完

全一致，但医院不给确诊，

也没有床位，让他们回家自

行隔离。可家中还有老人和

小孩，急得没办法。

很早以前，我给同学

讲过法轮功真相，做过“三

退”。我告诉他们诚念“真

善忍好、法轮大法好”，不

停地念，全家都念，就会有

转机。两天后再联系，朋友

告诉我：“今早妻子醒来，所

有症状都消失了，一身轻。”

这是念动“九字真言”

化险为夷的真实故事，类似

的故事还有很多。因为法轮

功是佛家高德大法，“真善

忍”是宇宙的特性，人心向

善，诚心敬念就能得到大法

的护佑，平安度过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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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武汉肺炎
念真言两日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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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为何
拒绝反对法轮功？

“没想到
一本书改变了你”

两吨木板
砸身上无大事

真 

相  

顺 

天
平 

安

是来散布瘟疫的行役使者，而生米渡
这个地方民风好，敬天信神，不该遭难，
所以修行的僧人用超常的能力保护了
他们。

自古以来，当一个地区大面积礼崩
乐坏、道德沦丧时，瘟疫就会来警示人。
瘟疫是一种邪气，也是微观下的邪灵生
命。所以抵抗瘟疫的根本是用堂堂正气
来驱赶邪气，就像《黄帝内经》所说“正
气内存，邪不可干”。在武汉肺炎疫情肆
虐之时，很多人得不到医治，但靠着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而得以康复，
这“九字真言”就是现在能帮助我们走
过危难的秘诀。

这里讲一个真实的故事。2020年
1月 31日，一位身在海外的法轮功学
员与武汉染疫的舅舅视频通话，舅舅和
舅妈都是医生，互相打退烧针也不管用。
他让舅舅念“九字真言”保命，舅舅生
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
这个？！”

第二天，舅舅说喝了大蒜水也没用，
无奈而沮丧。学员说：“您也知道我炼法
轮功这么多年，非常健康。你要发财，
我没办法；要升官，我没办法；但保命
保平安，我有办法，就看您愿不愿意试。
您现在开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默念也行。”舅舅答应了。

再打电话，舅舅说：“发烧以来天天
失眠，昨晚念着念着就睡着了，看来是
有效果。”他又把法轮功第一套功法的视
频发给舅舅，告诉舅舅：“这套功法会非

常迅速地把你的百脉给打通，
你身上的正气就会上升。”

第二天早上，他舅舅突然
发语音说：“明明啊，舅舅好了，
舅舅好了！太神奇了呀！以前
腿都是冷冰冰的，现在都是暖
呼呼的！我要赶紧去告诉你舅

妈。”后来舅妈也好了，他们由衷地感谢
法轮功师父的救命之恩！

宋朝的《夷坚志》中记载：南宋乾
道元年三月八日，一位僧人早上来到生
米渡渡口，对看守渡口的官吏说：“不久
有五个穿黄衫的人，挑着笼子来到这里，
千万不要让他们过河，过了必有大祸。”
接着用笔写了三个奇怪的字，似符非符，
交给官吏说：“如果实在不能拒绝，就把
这张字条给他们看。”

到了中午，果然来了五个穿着黄衫
的人，各自挑着两个大笼子。官吏一看
就把他们拦住，双方纠缠很久。这时官
吏拿出字条，他们看后忽
然狼狈地往回走，转眼之
间就不见了，把十个大笼
子扔在了河边，原来里面
装了 500个小棺材。官
吏将棺材都烧了，并将字
符传给百姓。

这一年瘟疫爆发，死者无数，唯独
生米渡这个地方安然无恙。原来那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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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时刻  避疫有真言
“你要发财，我没办法；要升官，我没办法；但保命保平安，我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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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开始诚心
敬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默念也行。”

“



被称为“中国航天之父”的钱
学森，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然而，
大陆媒体在报导钱学森生平事迹时，
却只字不提他当年在人体科学方面的
贡献。

1980年代，中国“气功热”兴
起，钱学森将此现象称为“人体科学”，
并投入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去探索与研
究。他曾说，搞“两弹”是国家给予
他的任务，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

祝你平安

钱学森为何拒绝反对法轮功？

当法官

2021年1月29日2真相

是在思想上的创新。作为一位物理学
家，对微观世界的了解越深入，对于
生命与宇宙奥秘的探知也就越渴望。

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气功，试图
扼制气功，钱学森则上书表示支持。
由于他“两弹”元勋的特殊地位，直
接影响了胡耀邦对于气功的看法，最
终决定对气功“不宣传，不介绍，也
不批评”，人体科学与气功获得了发
展空间。

“我敢说我是正的，你敢说你是
正的吗？”一位法轮功学员理直气壮
地对警察说，警察无语地走开了。当
守法懂法、修炼“真善忍”的法官坐
在被告席上，这难道不是对中共及其
操控的司法体系巨大的讽刺吗？

原本并不修炼法轮功的李德君，
就是在旁听案件后走入修炼的。这位
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政策研究室主
任，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后，旁听了大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1999年 3月，武汉法轮功学员排字炼功的壮观景象。

量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越听
他越觉得在理，拜读了《转法轮》后，
他被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所折服，从
而走入修炼，却因此被非法判刑三年。

一级法官孙灵华，原辽宁省锦
州市义县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经济
审判庭庭长，1996年底被评为锦州
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却因信仰法轮
功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过三
次。一位原单位领导站在监室门外，
手扶铁窗的栏杆哭着说：“灵华，你
等着，想啥法我也得把你弄出去。” 
一位她以前办案的人到看守所去看
她，对警察说：“当地法院一百干警，
有一个不收礼的法官也是孙灵华，看
守所不应该关好人！”

钱学森
创建并亲自

担任中国人
体科学学会负责
人，他认为：“人

体科学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
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
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

在当年的气功热中，法轮功独树
一帜。自1992年传出后，以祛病健身、
净化身心的奇效传遍大江南北，很多
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都学炼法轮功，
很多人的顽疾不治而愈。1998年时
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乔石根据对法轮功
的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法轮功于
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
向政治局提交了报告。但中共党魁江
泽民仍然一意孤行，在1999年发起
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与迫害。江泽
民多次以“两弹一星”元勋颁奖、拜
年、祝寿等名义，亲自去看已瘫痪十
多年的钱学森，希望胁迫他站出来反
对特异功能和法轮功，“口头”或“书
面”都行。然而钱学森在这个问题上
却始终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2015年以来，海内外掀起诉江
大潮。孙灵华向最高检察起诉恶首江
泽民。她认为：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
认的普世权利，是中国宪法保障的公
民基本权利。江泽民怕善、怕好人多、
怕健康人多，公然编造谎言，侮辱、
诽谤法轮功和法轮功师父，长期迫害
法轮功善良的修炼群体，其行为触犯
了国际法、宪法、刑法的有关规定，
构成了多种严重犯罪。江泽民凌驾于
宪法之上，以言代法，这是中国法制
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中共逆天叛道，“天灭中共”是
历史的必然。炎黄子孙只有摆脱中共
谎言，尊崇“真善忍”的价值观，才
能有美好的明天。

遭遇法官

            晚年钱学森



忍”的法理解开了长期郁结在我心头
的块垒。我一直是众人眼中的好人，
不阿谀奉承，为人正直，不贪不占，
反被从领导岗位撸了下来。老实人成
了被人欺负和看不起的人，一度让我
怀疑做好人、善良人的人生信条是不
是错了？看完书，我明白了就得按照
“真善忍”做好人。

我以前脾气倔强，长
期家庭不和，事业不顺，导
致身心疲惫，我患了糖尿
病、关节炎，而且晚上严重
失眠，白天没精神。看完《转
法轮》的当晚，我经历了久
违的深睡眠，第二天精力充
沛；炼功后一个月血糖也降
下来了。以前经常听到亲戚
讲患有绝症的人通过修炼法
轮大法身体得到康复，我都
认为是瞎扯，现在却真实地

发生在我身上了。
修炼后我的脾气也改了。妻子

说：“一辈子跟你争斗，干仗，也没
有让你这个倔驴低头，没想到一本书
改变了你。”

祝你平安

我是一名退休医生，有几位远
房亲戚。修炼法轮大法，每次节日聚
会都会跟我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
效，我根本就不相信，如果是这样，
那还要我们医院干什么？！炼炼动作
就能把病治好，简直是搞迷信。

后来亲戚也走入修炼，
我很生气，一提这事我就发
火。有一次，她放神韵节目
给我看，舞台上那纯善纯美
的歌舞令人耳目一新。更令
我惊讶的是，还有著名歌唱
家关贵敏的节目。亲戚告诉
我：“台上的演员都是大法修
炼人，而且国外的法轮功学
员都是从国内出去的华人精
英，名校毕业的博士、医生、
科学家比比皆是。”

后来亲戚给了我一本《转法轮》，
诚恳地对我说：“中共今天打压这个，
明天打压那个，后来又搞平反，老
百姓都知道共产党在骗人。《转法轮》
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有那

么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在
修炼大法。难道外国人都是傻子？你
为什么不自己亲自了解一下，看看书
中说的都是什么？”

这次我没吱声。我花了大约一
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真善

2020年 59岁的甘肃某医院的
一名主治医师接到海外电话，非常感
动，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关心他这个一
直在疫情前线抢救病人的医生。他说：
“天天在跟病人打交道，非常担心自
己说不准哪天就染上了。”当学员告
诉他能躲开这场瘟疫的秘诀后，他激
动地说：“我有救了。我念一次给你
听好吗？看看是否对。‘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对吗？”

听完学员给他讲的法轮功真相和
中共的邪恶历史后，他说：“都明白了，
法轮功真的了不起！谢谢你们！谢谢
你们师父！”

2021年1月29日 3顺天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 三退”，真名、

化名、小名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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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经常听亲戚说绝症患者
炼法轮功身体得到康复，我
都认为是瞎扯，现在却真实
地发生在我身上了。

“没想到一本书改变了你”

医生护士齐听
越洋电话

这家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和护士们
一起接到了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
话，学员说：“大瘟疫是上天在警示
人，古罗马帝国因为迫害基督徒经历
了四次大瘟疫。罗马暴君尼禄火烧罗
马城，然后嫁祸于基督徒，大批基督
徒被杀、被投入斗兽场，被猛兽撕咬。
听信谎言参与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人
很快遭到了报应，在瘟疫高峰期每天
有一万人死亡，罗马在四次瘟疫中大
约6000万人丧生。回到眼前，这次
的瘟疫是不是同样因为中共暴政和对
正信的迫害而起的呢？肯定是的。”

她们静静听着不吱声，学员继
续说：“天降瘟疫是对着作恶的中共
来的。你也许会说，为什么瘟疫会伤
害到一般老百姓？因为每个入过党、
团、队的人都是中共的一分子，都发

誓为它奋斗终身，为它献出生命。如
果我们不退出中共就要替它承担罪
过，为它陪葬。只有退出中共，才能
躲过灾难。”护士长回应一句：“哦，
原来是这样！”

“这是老天给我们自救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呀，你只需在善与恶之间
做出良心的选择，记住‘九字真言’，
退出中共组织就能保平安。”护士长
和护士们说：“我们记住了，谢谢你！”

2020年 5月，台北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带给世人祥和与美好。



两吨木板砸身上无大事

小伙子含泪

祝你平安2021年1月29日4平安

一天下着小雨，我依
然出去讲真相。路过一小
区，看见两名30多岁的小

伙子正在校锯。我跟他俩搭
话，得知他俩都是干木匠活的
农民，现在建筑工地打工，因

下雨都未出工，此处是他们五六个
工友联合租住的房子。聊一会儿后，
我就给他俩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俩
记住“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

其中一人脸蜡黄、非常瘦弱，
看上去一点精神都没有。他愁眉苦
脸地对我说：“大姨，您别给我说这

些，没有用，我不爱听，我都是个要
死的人了。”我赶紧问他：“你到底怎
么了？”他说：“我吃了就拉，吃不进
去，睡不着觉，浑身没劲，你说什么
病吧？”旁边那个小伙子小声说：“他
得了肠癌。”

我对他俩说：“法轮大法是佛法，
现在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祛病健身有奇效。诚心敬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从心里相信，能
祛病。”我帮他俩退出了加入过的中
共组织。

这时我看到有病的那个小伙子，
就在校锯下面一个黑色的板子上工工
整整地刻上了“法轮大法好”五个大
字。他说让和他一起租房的几个工友
都看到，都念。我说：“孩子，你的

到“砰！”的一
声，两吨重的两
捆木板就砸在小
军身上！附近干
活的工人赶紧跑
过来，就听到小
军在喊：“小郭，
我压在木板底下
了！小郭，我压
在木板底下了！”
喊了两声，再也
没声音了。小郭

急忙上车，只看到小军右胳膊抱着头
露在木板外面。几个工人急忙搬掉压
在小军身上的两捆木板，小郭和另一
个刚修炼的法轮功学员边搬木板边在
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以前我们给开叉车的小郭讲过
法轮大法真相，他已做了“三退”。
小军从木板底下救出来，人有些清醒
了，员工叫了120急救车把他送往
医院，结果啥事没有回家了。

我们去小军家里看他，他四肢都
能动，抱头的右胳膊皮肤略青，他真

2020年 11月的一天，卡车拉
了满满一集装箱做家具的木板停在我
厂库房前。木板长约2.5米，每捆木
板约1.2米高，一吨重，两捆就有两
吨重。

开车员工姓郭，他用叉车一摞
一摞往下卸，再运到库房里。当他卸
最后一摞木板时，木板没动，这时叉
车又拽着绑在这摞木板上的绳子往车
门口拽，拽了两下还没有动。与司机
一起卸木板的工人叫小军。小军就上
车去解绑两摞木板的绳扣，突然听

的没事。他妻子高兴地说：“是法轮大
法救了我丈夫的命！”

我问小军：“你压在木板底下时
想什么了？”他说：“开始我头和身子
压在木板底下，喊声很低，但头脑很
清醒，心想快叫人，知道我压在木板
底下了，喊两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记得很清楚，身体压倒时，我的头
明明是压在木板底下的，等我醒来时，
发现我的头露在木板外边，这也太神
奇了！”

小军妻子说：“自从去年我俩听
了你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后，我俩经
常念‘法轮大法好’。自那以后好事
不断。回老家过年，他把真相讲给儿
子、女儿和一个朋友听，他们都做了
‘三退’。”

附近工厂去年也是木板倒了，一
个男员工被压在木板底下，送医院没
过一个星期就死了。明白大法真相，
并做“三退”的人，真有大法师父保
护啊！

现在已有3.7亿中国人认清中
共谎言，选择“三退”，希望大家都
能抓紧时间退出来，诚心敬念 “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远离中共，能
远离灾难和瘟疫，保命保平安。

病好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看那个患肠癌

的小伙子。一见到我他就激动地说：
“大姨，我的病全好了，能吃饭、能
睡着觉了，哪也不难受，浑身有劲，
一切都正常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说：“孩子，你可别谢我，你谢大
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小
伙子含泪说：
“谢谢大法
师父！”

法轮功学员游行，昭示民众“三退保平安”。

大法师父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