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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河北石家庄
藁城区又新增一本土确诊
病例。当地严密防控40多
天，很多市民做了13次核
酸检测之后仍旧突现病例，
很多人感到太突然了。

事实上，年初藁城成
为高风险区就已出人意料。
人们以为防疫的主要目标
是境外输入与冷链环节，
而藁城与黑龙江望奎县的
疫情都是从农村开始扩散。
这也告诫我们既有的认知
太肤浅，况且病毒还在变
异，疫苗效果尚不明朗，怎
能说抗疫成功呢？追溯人
类历史上的大瘟疫，都是瘟
疫饶过了人类，而不是人
类战胜了瘟疫。即使科学
发展到今天也是如此，因为
瘟疫是上天对人偏离人性
道德的惩罚。要想躲过瘟
疫，就要人心向善。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
是渡过大劫难的天赐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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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日是让针灸中医师阮

童刻骨铭心的一天。一周内他的人生陷

入绝境，却又从绝境中得以重生。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66

岁的阮童（Dong Nguyen）家住美国

德州休斯顿。那天，他戴上口罩到家附

近的便利店买了一张五美元的彩票。但

他却因此被病毒击倒了，而且病情发展

极快。当天下午出现发烧、咳嗽症状，

整夜咳得无法入睡。

第二天早上，妻子和儿子

把他送到医院，很快确诊感

染了武汉肺炎。医生给他注

射抗生素，并开了三四种口

服药。但病情还在恶化，从

未有过糖尿病的他血糖急升

到420，当晚他处于昏迷状态，

第二天被送进重症监护室。

“我当时精疲力尽，呼吸

困难，呼吸率只剩8%，而且

不停地咳嗽，我感到肺部要

破裂了，我无法睡觉，无法

吃饭喝水，医生开始给我挂

上呼吸机。”眩晕、悲观、恐

惧笼罩着他。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他认识的法轮功

学员阮乔医生。2020年5月，他曾在电

话里和阮乔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

轮》。阮童还在网站上找到了法轮功炼功

视频，开始跟着学习炼功动作。

8月7日，极度虚弱的阮童拨通了

阮乔的电话。阮乔告诉他：“不要担心，

不要想任何事情，反复诚心念诵‘九字

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通话

之后，阮童就反复念诵“九字真言”。突

然间他不想吃药了，想回家打坐。当天

下午妻儿将他接回家。

8月8日出院后的第一天，阮童还

带着呼吸机。上午11点他决定停止服用

西药，开始在床上炼法轮功的第五套功

法——打坐。炼到第三个姿势时，他感

觉好多了。

8月10日，他感觉更好了，停用了

呼吸机，可以站起来炼法轮功的几套动

功，很快咳嗽消退了，肺部血氧饱和度

增加到85%，血压值和血糖值稳定了。

当晚，他睡了一个好觉。他说：“晚

上6点我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天大亮。

我打开屋门，走到前院，感到袭面的清风。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清晨那清

新的气息，我感到了生命的重生。

我仰望蓝天，在心中深深地感

谢李老师，感谢法轮大法。”

惊喜还不止于此。阮童

年轻时有小儿麻痹症，不能

把双脚平放在地上；修炼三四

个月后，有一天醒来后，他可

以双脚平地站立了。

随着修炼，阮童逐渐明

白了救他命的“九字真言”为

何有如此威力。因为法轮功是

性命双修的功法，诚心念诵

“九字真言”就能连通宇宙的

强大能量，增强自身的免疫

力，抵御病毒，就能起到祛病

健身的作用。

重症染疫  奇迹生还 

我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体会着清
晨那清新的气息，
我感到了生命的
重生。我仰望蓝
天，在心中深深
地感谢李老师，
感谢法轮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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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护理那些染疫的患者，

对我而言这毫无问题。”在人人避之

唯恐不及的时候，丹妮丝的回答让主

管惊喜。

面对席卷而来的疫情丹妮丝内心

非常平静。“当我得知我负责护理的

那位老人被确诊患有武汉肺炎时，我

没有害怕。当时我们护理站所有人都

必须接受测试，我非常确信我没有被

感染。”

生长在瑞士的丹妮丝是位从事

特别护理的护士，她从2010年就开

始修炼法轮功。她在明慧网上读到一

些中国传统故事，得知历史上就有很

多心地善良的人在瘟疫中一心照顾病

人，为别人付出，自己却能安然无恙。

她想到：“中国的神传文化中就告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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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让我
充满希望

们善恶有报。而法轮大法正是教我要

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更

多地为他人着想。”因而她能坦然面

对患疫者。

虽然保持社交距离可以减少感染

的机率，但是丹妮丝想到那些失智的

老人无法与人沟通交流，拥抱或搀扶

是仅有的让他们感到温暖的方式；所

以她会时不时地抱抱他们，向对待长

辈一样尊重他们，照顾他们。

丹妮丝也非常细心地观察他们的

状况。正是因为她向医生建议及时，

才让一位没有明显症状的老人被确诊

感染，并因此查出该护理站有27人

感染。而丹妮丝自己的测试结果，正

如她所料是阴性。最先确诊的老人在

两天后就去世了。护理部的医生们感

谢丹妮丝，她的及时发现让整个护理

部得以彻查，及时避免了瘟疫进一步

蔓延。

那段时间，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

很紧。为了让同事能得到休息，丹妮

丝常常十个小时连轴转，连上厕所的

时间都没有，累的时候就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也会唱法轮功

学员创作的歌曲来保持平和的心态。

“如果不修炼的话，我会感到深

深的绝望，虽然现在的情况还是非常

严峻，但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法轮大

法让我每天都能感到坚信和希望，这

也会影响我的环境。”今年元旦前夕，

丹妮丝以前工作过的护理站主管希望

她能再次去那里工作，因为她乐观友

善的处世态度对大家帮助很大。

染疫后遗症

  能消除吗
今年年初国内医学界人士追踪

调查了1733名曾经感染武汉肺炎的

武汉人，76%受访者在调查时仍有

至少一种后遗症，其中63%有疲倦

感或肌肉无力，26%出现睡眠障碍，

23%有焦虑感或抑郁症状。

武汉肺炎的后遗症令很多人担

忧。英国查尔斯王子去年3月染疫康

复后，还没有完全恢复味觉和嗅觉。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康复后视

力变差了，多年来不得不第一次戴眼

镜。英国医生发现，染疫康复后五个

月内的免疫保护性为83%，不能保证

以后不被感染。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

惊喜的例子。武汉80岁的李先生去

年1月被确诊为感染武汉肺炎，被送

到收治医院时，已经出现大白肺症状，

生命危在旦夕，医生说他求生的愿望

很低。亲戚告诉他赶快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老人只记住“法轮

大法好”这五个字，每天诚念，七天

丹妮丝在打坐

中国的神传文化中就
告诉人们善恶有报。而
法轮大法正是教我要
按照‘真、善、忍’做
一个好人，更多地为他
人着想。”

后康复出院，令全家人惊奇不已。李

先生两次检查，身体各项指标良好，

没有任何后遗症，像从来没有感染过

一样。这对一位80岁的重症染疫者

来说，简直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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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古籍《小豆棚》记载了这样

一段因果轮回的故事。李可久的祖母

出生三天就开口说话，告诉家人自己

前世在山西洪洞县当县令时，好用酷

刑折磨人，很年轻就遭报坠马而死。

阎王判他转生当女人，有23年的阳

寿，但这期间还要遭很多罪来偿还酷

刑折磨人造下的罪业。果然这一世她

手是残疾，脸上长麻子，脖子上长瘤

子，23岁时血崩而死。

中国有很多生命轮回的故事证明

因果报应真实不虚，西方也有许多研

究。美国著名预言家埃德加·卡西能

在催眠状态下为人诊病。卡西一生中

解读了14,306个案例，发现病是因

为人做了坏事造成的。

祝你平安

卡西解读的案例中，有位16岁

因车祸撞伤脊柱而瘫痪7年的男青年，

还有一位患结核病而痛不欲生的女

孩。卡西在催眠的状态中看到男青年

有一世是罗马士兵，参与迫害基督徒。

女孩有一世是尼禄王

朝贵族，看到基督徒

被投入竞技场、被猛

兽撕咬时还放声大笑，

毫无怜悯之心，所以

他们今世才受到这样

的惩罚。古罗马帝国

在长达500年间迫害

基督徒而爆发了四次

大瘟疫，全国死了一半的人，古罗马

帝国也随之灰飞烟灭。而参与迫害或

人得病
有深层原因

者嘲笑基督徒的人也犯下大罪，转生

还要偿还业债。

当今悲剧重演。明慧网《一个恶

人的声明和忏悔》中讲述了一男性因

撕毁大法师父的法像而遭报的故事。

此人青少年时正赶上文革，当时

中共鼓动造反有理，打砸抢有理，他

也养成了张嘴就骂、举手就打的恶习。

对老母、妻儿经常动脚动拳，在外面

也是谁都敢骂。绝望的妻子几次想要

自杀，修炼法轮功后才有了笑容。但

他却撕毁了大法师父的法像，无法过

下去的妻子带孩子离开了家。2013

年他得了脑血栓，后又患了脑梗、小

脑萎缩、舞蹈病，生活不能自理，他

知道自己是遭报了。

已离婚的妻子不计前嫌，和女儿

轮流照顾他五年。一次，他腿抽筋疼

得厉害，妻子告诉他：“你诚心念‘法

轮大法好’吧！” 刚念了三遍就好了。

去年3月，他手脚不好

使，吃饭不能正常吞

咽。妻子嘱咐他念“九

字真言”。他念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真好了，

能动能说话了。自那

以后，他就经常诵念，

也明白了之前犯下的

大错，诚心向大法师

父忏悔，要改掉恶习，做一个有理性

的人，做一个好人。

《太上感应篇》中记载了法官错

判和尚死刑的案子，法官和行刑官都

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中一个是

讲李若水在担任淮南司理时，在没有

证据的情况下判和尚偷盗并斩首。一

个多月后，狱卒李能无缘无故地大叫

道：“和尚，这不干我的事，都是司理

李若水逼迫我杀你的。”李能说完这

话就死了，第三天李若水就暴毙了。

故事告诫我们，对上天不敬和    扫码三退

冤判修行人都会招致天惩。而今很多

公检法人员跟着中共做恶，冤判修炼

“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有

很多人遭报。

海南省海口市法官陈援朝于

1999年11月12日非法判决四名法

轮功学员2年～ 12年徒刑，这是被

曝光出的全国第一例非法审理法轮功

学员的案件。为此陈援朝得到中央政

法委书记罗干的奖赏，获个人二等功。

但是两年后死于肺癌。2013年湖南

省怀化市鹤城区法院刑庭庭长汪竞业

在河边钓鱼时，鱼竿被鱼扯住，汪去

捞扯鱼竿，反被鱼“钓”到河里溺亡。

他至少冤判过17位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中共迫

害法轮功犯下逆天的大罪，必招天谴，

参与作恶的人也成为中共的替罪羊被

上天惩罚。心存良知

的人不应与邪恶为伍。

如今已有3.7亿人“三

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选择美好未来。

古有            今有李若水 陈援朝

    油画《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描绘古罗马迫害基督徒而遭到大瘟疫的惩罚：一位善良天
使显现，他指挥一位恶天使，手持长矛戳击各家门户，门被戳几下，家里就死去几人。

古罗马帝国因迫害基
督徒而导致四次大瘟
疫降临，随之灰飞烟灭；
而参与迫害或者嘲笑
基督徒的人也犯下大
罪，遭瘟疫而死，或转
生偿还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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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病一身轻
                               的幸福
                           

汉克·陈说：“以前每到冬天我

都要咳嗽感冒很长一段时间，夏天则

是头晕恶心，去医院检查也没诊断出

原因。修炼法轮功后这些病都消失了。

现在我都十几年没去医院看过病了，

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幸福。” 现在

他们一家三口都修炼法轮功。

                   
                     西人女生：

                        大法救了我

处于青春期的奈莉喜欢重金属音

乐和打斗的电影，在暴力文化和社会

氛围的影响下，容易发怒，没有耐心。

2004年修炼后，奈莉遵循“真、善、

忍”的原则，慢慢地变得善良和宽容。

奈莉的音乐品味也变了，她开始喜欢

古典音乐和其他更柔和的音乐。

                       
                     台湾工程师

                        因祸得福

台湾青年连文源曾是个享乐主义

者，但一场车祸造成他头晕的后遗症。

出院后十个月仍持续头晕，中西医治

疗都无效。这时，一位同事向他提起

法轮功。修炼后，他在不知不觉中戒

掉了十年的烟瘾，也不再头晕，头脑

非常清醒。他说：“如果不修炼，很难

想像我的道德会滑落到什么程度。而

现在，同事朋友们遇到困难时都愿意

找我聊天，我可以从修炼的角度去跟

他们分享，怎么去看待事情。”他修

炼后自己受惠，也嘉惠他人。

                         癌症末期患者        
                         一个月康复

 

陈女士原本是乳癌末期，化疗仅

一年后再度复发，癌细胞扩散到脑部。

医生宣告她只有一个月的生命。生命

垂危之际，一位好朋友向她介绍了法

轮功。原本笃信佛教的陈女士在看完

《转法轮》之后，如获至宝，开始修炼。

她在没有吃一粒药的情况下，一个月

就奇迹般地康复了。   

                        
                         希望自己
                        是一个活见证

今年38岁的越南裔陈先生（Ben 

Tran），在墨尔本一家知名建筑设计

公司担任资深土木设计工程师。

去年他身体每天早晨起来浑身疼

痛无力。就在近乎绝望的时候，一位

中医大夫向他介绍了法轮功。“虽然

刚刚开始修炼，但是我已经见证了自

己各个方面彻底的改观，因为师父把

我的身体从新‘编程’，我能感觉到

那些细微的变化。对只相信眼见为实

的人来说，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活见证，

能帮助你感知深层次的自己。”

                       
                                修炼翻转
                              我的人生

在台湾一科技公司担任研发部经

理的黄启裕，从小功课好，曾因运动

伤害无法久坐。黄启裕在硕士班时研

究物理学，着迷于探索宇宙真相与人

生真理，却在宗教和科学中寻不到

答案；直到读了《转法轮》后，书中

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震撼了他。“修

炼之后，不仅运动伤害消失无踪，

二三百度的近视与散光也恢复正常。

以前脾气火暴、什么都想争第一，活

得很苦很累，修炼后变得心胸宽广豁

达。” 现在一家四口修炼大法，家庭

和乐平顺。

弘传
福泽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修炼者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净化，
道德回升。新春佳节之际，中国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及亲属，明白真相而身心
受益的民众，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卡，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讲述大法给他们
带来的美好。

    2019年5月16日，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及大洋洲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7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