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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
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
先生传出。法轮大法是佛
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 “真、
善、忍” 为根本指导，包含
五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

法轮大法以净化人心
和祛病健身的显著奇效，
在百姓中口耳相传，很快
家喻户晓，传遍了中国的
大江南北，传向世界。迄
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
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一书，是迄今为
止翻译成外国文种最多的
中文书籍。

法轮大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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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弘传 苍生之福

美国：法轮功学员欢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民众喜欢中国传统文化。香港：法轮功学员游行，
越来越多民众了解了大法真相。台北：法轮功学员在自由广场排出“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场面
庄严殊胜。韩国：千余位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澳洲：罗拉尔全家三代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家
庭美满。捷克：布拉格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炼功。法国：巴黎法轮功学员在艾佛尔铁塔前集体炼功。

美国

香港 台湾

韩国 澳洲

法国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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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
感恩

    加拿大魁北克的伊万（左后）和卡提雅及两个可爱的孩子，全家人修炼法轮大法，把“真
善忍”作为日常生活的指导。2020年圣诞节，全家感恩大法的救度。

法轮大法弘传29年，上亿修炼者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身心净化，道德回升。很
多明白“法轮大法好”的亲友和百姓也获
得了福报。

    山东诸城市52岁的女士
2017年我患上了子宫颈癌，精

神快崩溃了。住院期间有位法轮功学

员告诉我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

身体一定会好的。我照她说的虔心敬

念，一个月就康复出院了，法轮大法

太好了。

    山东省招远市集的生意人
“法轮大法就是好！”我天天说，

大声说，我的嘴我说算了，共产党不

让说，我就偏说！我姐姐有病时，我

教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她诚心地念，结果病就好了！我知道

这是法轮大法管她，我全家人都相信

大法能救人。

                      

                        美国纽约长岛
                       珠宝商盖德

盖德2020年3月感染武汉肺炎，

在家隔离，呼吸很困难，她感到了死

亡的恐惧。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安娜打

来电话，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令她惊奇的是：“当我一个

字一个字念的时候，我的肺被打开了，

我能够把气吸得更长更深。”慢慢地

她喘过气来了，在接下来的三天中，

盖德终于像正常人一样呼吸顺畅了。

盖德发现，念“九字真言”不仅让她

从病毒中走过来，过去的心脏病及其

他病状也都消失了。

                        

                       Gary的侄女
                        染疫后痊愈

在新加坡工作的Gary看了《危

难时刻》后，知道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救了武汉染疫的一家

人。得知在日本留学的侄女思源染疫

后，他将这一救命法宝告诉了她，思

源第三天就痊愈了。“没花钱，没吃药，

就念‘九字真言’病就好了，真是奇

迹。”Gary由衷地感佩大法的神奇。       

                 马克布雷·塞
                 维姆染疫获救

移居法国的土耳其人马克布

雷·塞维姆不幸感染武汉肺炎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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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连连

赞叹：“这真是奇迹！”

                        美国宾州州立
                        大学生李晓华

晓华是位品行兼优的学生。从小

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小时候她眼

睛弱视，医生让她做手术。她说：“我

每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早上、晚上都念。过了一周后，

我发现自己看远处的东西没有问题

了，半个月后去检查医生都很吃惊。”

                冬奥铜牌获得
                        者马汀斯

马汀斯·鲁本尼斯是拉脱维亚的

著名运动员，2005年，马汀斯开始

修炼法轮功。几个星期后，运动造成

的疾病和伤痛都不翼而飞了！ 2006

年都灵冬奥会上，他重登运动生涯

的顶峰获得男子单人无舵雪橇铜牌，

2014年冬奥会上与队友获得了团体

接力比赛的铜牌。马汀斯激动地说：

“我不再需要药物！法轮功的柔和功

法和打坐绝对是健身、保持身体巅峰

状态的最佳方式！”“这时在雪橇上的

我，已没有了以前与其他运动员竞争

的心理，竞赛成为一个战胜自我的美

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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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是一名佛教徒。2020年

12月26日，他在巴黎艺术与职业广

场遇见法轮功，得知在中国的法轮功

学员因修炼“真善忍”而遭受迫害，

他很受触动。他说：“中国共产党摧毁

了中国的灵魂，摧毁了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是一种独裁，是一个过激

的专制的体制，那里没有刹车制动，

就像一部失控的机器，是很危险的。”

他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人类能走出这

个黑洞，无论生活在这个地球的何方，

都没有迫害，希望人类找回宁静与人

们之间的信任。

中共篡政70多年来，在历次运

动中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迫害正信，逆天叛道，是中华民族真

正的罪人。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认清中

共本质，反思中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

痛苦和灾难。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

刻，不仅做个历史的见证者，更要成

为历史的推动者，脱离中共，获得灵

魂自救。如今已有3.7亿人“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自己

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一位自称“农民”的网友说村长

带领全村人“三退”：“我们农民没有

文化，但是单纯，也不愿意招到中共

的晦气，所以什么党团队都退干净了。

村长说退干净了，瘟神就不来了。这

话我们信，我们受共产党的气，也许

全国都退了，共产党就没电了，盼着

老天爷把中共这妖精收了，我们农民

也像个人似的活着，有人的尊严。”

2020年8月，前黑龙江省鸡西

市副市长李传良出逃美国并公开宣布

退党。他说，得知当地一区委书记因

议论中共隐瞒疫情遭举报逮捕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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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良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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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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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为法轮功辩护，就遭到中共的打

压，我也遭受了打压。如果认清中共

的邪恶，如果还有正义良心的话，所

有的人都应该与中共划清界线。”

凤凰网记者
2020年

8月，现旅居

加拿大的前凤

凰网记者张真

瑜在声援“三退”大

潮的集会上说：“当年我翻墙了解了法

轮功，我更加认识了中共的邪恶。为

了个人的安危，为了中国的未来，我

们都应该远离邪恶的中共。”

澳州上议员
澳大利

亚维州州议

会上议员费恩

说：“暴力、死

亡和谋杀是共产主义

信奉的处事原则。江泽民启动了对法

轮功的镇压，迫害还在继续，这也是

该让我们所有人都很担心的事实。我

们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

巴黎大学生
正在巴

黎攻读哲学

的大学生佩斯

利和朋友们一起

签名支持法轮功。

她希望自己能帮助制止迫害：“我

想通过签名制止迫害和活摘器官，签

名的效果或许不

大，但如果我知

道我还能做些什

么，我会去做。”

支持
正义

中共在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
正常死亡，迫害正信，逆天叛道，是中华
民族真正的罪人。在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
刻，炎黄子孙应脱离中共，获得灵魂自救。

   香港法轮功学员游行，传递“三退”的
正义之声。
    纽约法轮功学员游行，告诉世人远离中
共，才能远离瘟疫。

    

扫
码
三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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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已经弘传世界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人们推崇“真善忍”的

普世价值并喜爱法轮功给他们带来的

祥和与美好。

戴夫·范德马韦曾经是南非的记

者，他看到2020年末新西兰法轮大

法天国乐坛游行时说：“我喜欢天国乐

团蓝白相间的服装，尤其是帽子后面

的小披风看起来太帅了！太美了！所

以我刚才一直在录像。”

翠莎·马修和儿子约翰对法轮功

学员的表演赞叹不绝。翠莎说：“天国

乐团绝对是今天游行的一大亮点，这

是一场质量很高的演出，他们把内心

的祥和都融进音乐中了，太棒了！我

完全赞同他们给大家带来的‘真善忍’

的信息。”

新西兰画家萨琳娜·侯阿尼非常

认真地学习了五套功法。她说：“我非

常感恩给我带来的快乐和体验。当我

叠扣小腹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热热的

能量，我的腿也能感受到这种温暖的

能量。我觉得法轮大法蕴涵着强大的

能量，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是相

互联系着的，而法轮大法就有这种能

把所有的人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

“法轮大法触动我的心灵”
来自德国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

地区的米歇尔·沃尔讷2012年通读

了《转法轮》。他说：“法轮大法触动

我的心灵，我意识到这是真实的，是

人在世上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修炼后

我戒了酒，放弃了年轻时代的荒唐，

有了美满的家庭。”

“炼功让我感到充实和放松”
艾米莉是美国一所著名常春藤大

学的研究生，她说：“研究生的生活压

力很大，经常通宵熬夜准备考试，连

续12个小时在学校里忙碌。但是炼

静功打坐为我提供了缓解精神压力和

恢复精力的绝妙方法，总是让我感到

充实和放松。”

“我发现法轮功非常祥和”
家住悉尼的亚历山大·尼尔森

说：“我发现法轮功非常祥和，炼功

后使人充满活力。

我曾因背部受伤而一直痛苦，修炼法

轮功几个星期后完全康复。我的头脑

也变得清晰起来。修炼法轮功，使我

有了完美的工作、平衡和谐的婚姻、

美好的家庭生活。我的许多家人也陆

续走入大法修炼。”他的儿子法宝也

是大法小弟子。

“改天还会再来继续学炼”
2020年9月，美国新泽西滨海

城市阿斯伯里公园和快乐点的海滩上

一早就来了很多游客。人们来到海边

舒缓因武汉肺炎疫情造成的紧张。

上千的游人从法轮功学员炼功的

地方经过，人们都转头观望正在炼功

的学员，不少人停下来阅读真相展板

并向学员了解更多法轮大法的信息。

一位年轻女士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

当场学习了五套功法。学功后，她高

兴地表示改天还会再来继续学炼。

     2007年7月4日，美国首都独立日大游行，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传递“真、善、忍”福音。右图：2020
年12月，新西兰天国乐团参加圣诞游行，民众赞不绝口。

弘传·福泽

学功的年轻女士亚历山大和儿子               艾米莉               米歇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