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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美国学者
A.E.Winship追踪了两个
家族的命运：一家是虔诚
的基督教徒爱德华兹（生
于1703年）；另一家是著名
的无神论者马克· 尤克斯
（生于1700年）。马克· 尤
克斯曾经对爱德华兹说：
“你信神，而我永远都不会
信！” 200年后，有神论爱
德华兹家族人口总数1394
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
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
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
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
神学家、3位议员和一位副
总统。无神论马克·尤克斯
家族人口总数903人，其中
有310名流氓、440人患有
性病、130人坐牢13年以
上、7名杀人犯、100名酒
徒、60名小偷、190名妓女、
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
在监狱学会经商的。无神
论带来的不是高尚与幸福，
而是下流、淫邪、欺盗。

两个家族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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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的一名刺史康居通真诚信佛，

他擅长绘画，经常虔诚地画菩萨像。一

次菩萨像的线条刚刚勾勒完，还没有敷

加色彩，画像就闪耀出光芒，他因而更

加信佛。

唐僖宗广明元年全国瘟疫流行，死

者无数。康居通梦见许多青色鬼走过门

前时说：“这家虔诚供奉着菩萨，我们不

能进。”他醒后知道家中有菩萨保护，结

果全家没有一人染疫。

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敬天信神，

瘟疫也有瘟神掌管，瘟疫就是上天对人

偏离道德标准的惩罚和警示。而敬神的

人瘟疫会绕着走，所以敬神与不敬神差

别可太大了。

北宋《梦溪笔谈》记载，宋神宗熙

宁七年，僧人道亲突见一位仙人在落叶

上疾走如飞。仙人告诉他：“皇上九年后

会患病，务必将龙寿丹献给天

子；明年会有大瘟疫，你列在

死册，服下我的药，努力修善

可免祸。”说着拿出一片柏叶给

道亲服下。道亲自此勤于修善。

隔年瘟疫流行，道亲却安然无

恙。道亲还设法将龙寿丹献给

宋神宗，但皇上认为道亲是疯

子，九年后果然病亡。道亲与

皇上，一个遵神嘱，一个不以

为然，结果大不同。

这个故事与当今的现实非

常相似。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告

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三退保平安”，这就

是如今躲过劫难的天赐良方。

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祛病

健身、净化身心有奇效，弘传

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

炼者上亿。中共打压“真、善、

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迫

害。中共“战天斗地”，是逆天

叛道的西来幽灵。上天惩罚它

时，那些紧跟中共而不信神的人，又怎

么能得到神的保护呢？

去年武汉肺炎期间，一位法轮功学

员大外甥的媳妇、姑妈的小儿子染疫后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都好了，

可是姑父就没这么幸运了。过年前姑父

把中共十大元帅画像拿回家贴上。姑妈

想把它处理掉，他还不愿意，说贴在家

里很好看。刚贴上第二天小儿子就得了

武汉肺炎，姑妈说就是它惹的祸。可是

姑父不太相信，他很快得了武汉肺炎，

住院后几天就去世了。

姑妈天天在家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后来大队把她带到医院检查，

什么问题都没有，他们还觉得很奇怪。

看来病毒真的是长眼睛的，姑妈成天和

姑父在一起也没被传染，其实是她相信

大法得到了大法的保护。

信与不信  天壤之别 
姑妈成天和染疫的姑父在一起也没被传染，看来病毒真的是长眼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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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号称“人民至上”，1950

年发动暴力土改消灭地主，将土地分

给农民，但农村合作社运动又将土地

收归国有，农民还是一无所有，而中

共却成为中国最大的地主。如今我们

买的商品房也只有70年土地使用权，

没有完整的产权，而在其他国家土地

大多私有。一次又一次的欺骗，让中

国人逐渐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选

择退出中共组织。

武汉封城一周内就有超过30万

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2020年1月27日，在武汉一

位化名叫“求生”的打工者声明退团。

他说自己发热、咳嗽、腹泻已两天了。

他曾听亲戚说“三退”能保平安，就

委托朋友帮他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

团。去年10月美国限制中共党员及

家属入境后，再现“三退”高潮，如

今三退人数已达3.7亿。“三退”是

正义的选择，良心的选择，也是现实

的选择。

 一场武汉肺炎
彻底改变了我

正在美国读博士的邓宁说：“当

我意识到中共隐瞒真相导致疫情蔓

延，看到人道灾难大量发生，我无法

忍受，我要站出来让身边的人觉醒，

不能再相信中共。”他开始向朋友们

讲述真相，手机因此被封号。但他并

没有被吓倒，认为更应该揭露中共，

并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团、退队。

中共嗜血拜金
解体才有希望

 

2020年4月，在哈佛大学当访

问学者的敦煌研究院研究员陈海涛以

实名郑重发表了退党宣言。他说：“中

共嗜血拜金，我们只有直面中共的暴

政，解体中共才能获得希望，尤其是

为我们的下一代赢取希望。如果我们

今日苟且安稳以避祸，未来我们如何

面对被继续奴役的孩子们？”

“中共将被民众
彻底清理”

来自广州的媒体人李先生曾因在

大陆为遭受迫害的百姓发声，先后被

删帖、封号、约谈、拘留和各种骚扰。

“我被迫离开我的家人，一个人流落

到加拿大。很高兴今天能参加‘终结

中共’的集会游行，看到很多中国人

在觉醒，退出中共的所属组织。中共

很快将被民众彻底清理。”

《九评》讲的是
真实的历史

杨崇说第一次看《九评共产党》

很害怕，“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

共产党像自己的母亲，来揭露这样的

一个邪恶的共产党，一下子不能接受。

但这个就是真实的历史。”2005年他

选择了“三退”，他认为与中共撇清

关系是对自己的保护。

站在正义一边
清除共产红魔

“六四”时正在读研究生的邵俊

被中共暴行惊醒。他说：“《圣经启示

录》里讲：有一条红龙在天上被打败

后摔到地上，掌控世界，它叫魔鬼，

又叫撒旦。当今世界谁以血腥红色代

表自己？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善与恶、

公义与邪恶的大战中，一切有良知的、

正义的人们都应该站起来，反抗共产

党这个邪灵，除灭这个邪灵！”

正义
良知
中共一直在用谎言掩盖
真相：中共在大饥荒、
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
中造成8000万中国人
非正常死亡，比世界大
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
中共“破四旧”对文物
古迹的毁坏程度远远超
过八国联军和日军入侵。
中共对“儒、释、道”
三教齐灭更是千古未有。



3真相

长年在澳洲中国城景点劝“三

退”的白女士说：“大陆游客到了海外，

看到空气没污染，人民自由幸福，法

轮功学员在自由修炼和讲真相，对他

们都是很大的震撼，人们都在渐渐觉

醒。”曾有一位男士一下旅游大巴就

将一份43人的“三退”名单交给学员。

“千万不要相信中共防疫宣传”
亲历封

城的武汉人

刘 佳 鑫 说：

“千万不要相

信中共的防

疫宣传，要靠自己思考判断。”刘佳

鑫出现疑似感染的症状，但医院和社

区中心互推，他未能接受正式的治疗，

使他失去了味觉和嗅觉。他还听在武

汉火葬场工作的朋友说疫情高峰期

时，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

音乐人的感悟
来自中

国四川的音

乐人龚平说：

“看到香港人

打出‘宁化

飞灰，不作浮尘’的时候泪崩了，那

个标语就好像击中了我，因为我感到

祝你平安

我们大陆人就像是浮尘，像是草根、

韭菜，任人宰割。” 他上高中时了解

了“六四”，便开始对共产党产生怀疑。

2008年汶川大地震，看到楼房倒塌

如豆腐渣，要求调查的人反而被打被

判刑，他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疫情

期间他因为签名声援李文亮医生又被

国保约谈，惊恐与失望之下去了美国。

“中国不应该被中共统治”
来自辽

宁的邵兵在

多伦多“停

止迫害 解体

中共”集会

上说：“中共很无耻，当你公司盈利时，

中共就会夺取你的财富。我太太在国

企，因不入党而受排挤。种种这些经

历，让我感到中共的腐败以及中国在

中共统治下的黑暗。我热爱中国，我

觉得中国不该被中共统治。”

能走多远走多远
来自中

国辽宁铁岭

的普通农民

张 玉 成 说：

“我的姐姐张

玉新因个人财产被掠夺而蒙冤上访，
   扫码

   “三退”

从2004年底《九评》
开始发表到2011年8
月，“三退”人数达一
亿用了6年9个月；到
2015年4月，“三退”
人数达两亿，这第二个
一亿人“三退”用了3
年零8个月；2018年
3月“三退”人数达三
亿，这第三个一亿用
了2 年11个月。

最后被活活打死。81岁的老母亲看

透了中共的本质，让我能走多远就走

多远，永远都不要回来。这些让我彻

底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不再与邪恶为

伍。公开‘三退’后感觉心里很轻松。”

退干净了，瘟神就不来了
一位自称“农民”的网友说他们

村村长带全村人“三退”：“我们不愿

招到中共的晦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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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支持坏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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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农民也能有

尊严地活着。”

“中共不亡，民无安日”
一位昔日的三十八军老团级干部

说：“我亲历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

我随着老军长拒绝进京屠杀人民而被

降级处分。我深知中共的邪恶独裁暴

政，多年来也没给它交党费。中共一

天不亡，国将无宁日，民无安日。”

人心
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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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安人员：快给我退党
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员袁平六

年来一直在中领馆前与旅游景点讲真

相。她认识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国安

人员达四年之久。他经常到景点给法

轮功学员拍照，还辱骂他们。前不久，

他遇到了车祸，胸部骨折，他跑来找

袁平急切地要“三退”，说：“我遭报

应了，快给我退党。”

党是它们的  生命是自己的
一天法轮功学员给一位大爷讲真

相：“大爷，党员和生命你要什么？”

老人声音洪亮地说：“共产党是它们

的，生命是自己的。”当学员劝他“三

退”时，他立即同意，继续说：“我当

过兵，枪杆子都打不死我，我不怕它

们。”他把学员给他的护身符紧紧地

攥在了手里。

好东西  共产党还不让看
法轮功学员在街上讲真相，问一

位大爷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大

爷说早知道，并迫不及待地问学员有

没有法轮功期刊。他说：“我很喜欢

法轮功的东西，上面全是好东西，尽

是教人行好。”学员拿出一本《明白》

送给他，大爷动作利落地装到布兜里，

还喃喃地说：“这么好的东西，共产党

还不让看。”

全家六口“三退”   胃癌消失
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前同事、某

省政府机关保卫科长得了胃癌，在医

院做了切除手术，住院一个月花了

四万多块钱。听到这个消息，法轮功

学员去看他，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真的会有奇迹发生，

全家都会有福报。他明

白真相后，带动家里六

口人，老伴，两个女儿、

女婿，孙子做了“三退”。

学员送给他们每个人一

个护身符。八年了，这

位保卫科长身心受益，

身体一直很好。

一位老医生的见证
我今年70岁，是一

名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一对结婚多年的年轻夫妇苦于无生

育，跑遍省城几家大医院做检查，医

院说只能搞试管婴儿。后来我见到他

们，男的是中学政治老师。我给他们

讲进化论是邪说，无神论是谎言，共

产党的邪恶等真相，彻底改变了他的

无神论思想。他们夫妇两人都做了“三

退”，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几个月后，妻子怀孕了，生

下一对双胞胎男婴，现在都上学了。

厚厚的“三退”登记表
韩先生和太太生活在美国旧金

山，他们从2013年10

月就开始在景点讲真相，

劝“三退”。至2018年

3月，在四年多的时间

里劝退了八万多人。韩

先生说：“我们经过二十

多年的修炼，知道这些

被中共毒害的人不认清

真相的话，将面临危险

的未来。我们就是出于

要救中国人的这种信念，

一直坚持。”

三退
是福

加拿大一名法轮功学员的表妹和表妹夫来旅游，正赶上法轮功大游行，看
到壮观的场面，他俩感叹说：“没想到法轮功在国外这么受欢迎！”再问要
不要退党，俩人连声说：“退！退！退！”表妹一直有失眠的毛病，可是那
一夜她第一次睡得那么香。

     韩先生和太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