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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孪生兄弟马凯和鲁米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庆祝法轮大法日

奇迹
感恩

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9周
年，也是李洪志先生七十华诞，世界各地的
法轮功学员以大型排字、集体炼功、游行集
会等方式庆祝，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我感觉自己步伐轻快”

5月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

汉密尔顿市中心游行，集会。刘朱迪

在集会上感恩大法引导她度过艰难时

刻：“五年前在一次砍树时背部骨折，

我几乎无法移动。我试过脊椎按摩、

物理治疗、针灸、中药，几乎尝试了

所有的方法，但没有一个对我有效。

然而，修炼法轮大法两个星期后，我

可以站起来走了，脊柱疼痛完全消失

了。 其他的病也都好了，我感觉自

己步伐轻快。”

 
墨西哥孪生兄弟的巨变

来自墨西哥的孪生兄弟马凯和鲁

米11岁从墨西哥移居美国，小小年

纪就抽烟，喝酒，甚至吸毒，还经常

和人打架。15岁时的一天，朋友送

给母亲一盒子书籍。马凯回忆：“在

盒子的最上面，我看到了金光闪闪，

我一看是《转法轮》，我感觉到这是

一本特别的书。”阅读《转法轮》后，

兄弟俩在一个月之内戒掉了烟、酒和

毒品。马凯说：“法轮大法唤醒了内在

的神性和提高自我的渴望，打坐让我

感到内心平静与专注。”大法还给了

他们智慧，现在兄弟俩在大学双双获

得学术卓越奖和杰出学生奖。

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月9日，兰容和儿子到伦敦

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

兰容激动地说：“感恩师父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让我知道了做人的道

理。”1996年得法时她才30多岁，

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

多次住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朋

友带到了法轮功炼功点，当时身体就

被炼功场上的能量场包围住了，感到

非常舒服。仅仅一周后，兰容的身体

就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她的丈夫和儿

子以及哥哥、三个姐姐都走入修炼。

儿子周毅说：“我就是那时得法的，大

法的法理就像种子一样播种在我心

里”。多年来兰容和当地法轮功学员

一起弘传大法，特别是疫情爆发后给

国内打电话，告诉人们危难时刻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获救。    

我被救了, 我安全了

参加纽约庆祝大法日游行的26

岁女孩妮可是一家猎头公司的销售人

员。她说：“我的生活看上去非常美好，

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拥有很多朋友，

但我已处在生命中非常非常黑暗的时

刻了。似乎有一种强大的恐惧和负面

思维控制了我，让我无法安稳，无法

入睡，只能靠不停做事，以参加派对、

抽烟、喝酒或者吸毒来逃避。”

去年疫情期间为战胜恐惧，她想

起朋友告诉过她的法轮功。她说：“我

打开书，学着做第一套功法，刚做了

个抻的动作，突然，我感到一股能量

贯通我的身体，非常、非常强大的能

量，那一瞬间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

安全了，我被救了。我从心里说：‘这

个功我炼定了。’”

她立即戒掉了烟酒、毒品，那些

噩梦和让人害怕的思想全部消失了。

她说：“我在修炼的路上‘全速前进’，

没有任何犹豫地去掉身上所有不好的

思想。感谢大法给我的指导，让我成

为我想要成为的好人。”    首篇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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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
升华

一本书能重塑生命，一本书能改变人的命
运，一本书能让人在滚滚红尘中道德升华，
返本归真。人世间是什么宝书能有如此神
奇的力量？

    5月8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体炼功。

高级工程师：法轮功打开了一
个崭新的世界

兰州大学博士毕业、现在美国

国防企业集团通用动力公司担任生物

信息高级工程师的张启虎是1995年

在中国时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当时

是别人放师父讲法录音，我感觉自己

的身体被能量包围着，很明显、很强

烈地感觉到身体被洗干净了。”看了

《转法轮》之后，“感觉这才是真正叫

人修炼的，才是教人向善、真正度人

的，千百年来没有人把修炼写得这么

明白。我就许了一个愿：我一定要修

炼下去。”“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

观、世界观，我明白了怎么去做一个

好人，如何使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境界

得到升华。”

他的妻子谭晓荣现在美国国立

卫生研究院担任数据分析师。她回忆

说：“第一遍看《转法轮》时特别震撼，

书里说的所有东西，是我从来都没有

接触到的，打开了一个你从来都不认

识的世界，一个崭新的世界。”她以

前患神经痛，身体不定时地到处痛，

炼功后不知不觉就好了。

首尔法官：修炼给我裁判的道
德和勇气

韩国首尔行政法院司法部法官金

松2004年在首尔大学就读研究生时

首次读到《转法轮》。“怎么会有这样

一部法，任何的细微之处都在为他人

着想？”金松感叹于大法的无私，并

认为这就是她长久以来追寻的法理，

自此走入修炼。

作为法官，金松说：“修炼为我

开启智慧，使我能够比较轻松地解决

一些问题。作为修炼人，我尽力在案

件面前谦逊以待，不自以为是，不敷

衍了事。修炼让我能够不傲慢、不以

掌握他人生杀大权的主宰角度出发，

而是投入时间和精力，看是否遗落了

哪些部分，是否双方有隐情却没能完

整表达，再作出判断。”

她感到作为法官需要具备超常的

伦理道德：“法官的工作是倾听那些需

要诉苦的人的声音，成为民众的依靠。

为做到这一点，要战胜所有的压力，

有守护民众的决断和勇气，有依法判

断的正直精神，以良心和信念来判断。

修炼让我能分辨善恶，不受诸多因素

干扰，给了我不随波逐流的力量。”

日料老板：喜见优昙婆罗花

任健（图右）是渥太华一家知

名日料店的老板。他从当地法轮功学

员那里得到宝书《转法轮》。“读过之

后，一下子叫我真的明白了很多做人

的道理和宇宙的真理。我从此就走入

了大法修炼，身心净化。”任健说：“很

多来餐馆的客人问我为何看起来如此

年轻，我都会告诉他们自己修炼法轮

功。我实实在在的身心变化让大家看

到了，让人特别容易接受法轮功。” 

修炼不久，他看到自家房子的外

墙上长出了优昙婆罗花。任健说：“传

说中，优昙婆罗花三千年一开，只有

到转轮圣王下世的时候才能看到。感

谢师父让我看到如此殊胜的景象。”

修炼后，任健曾经历了三次重大

车祸，都化险为夷，毫发无损。他说：

“感谢师父改变了我的人生，感谢师

父的慈悲救度，祝师尊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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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大排字  揭穿中共谎言
  5月1日，

在政府机关担

任主管职务

的 陈 雅 芳

带 着 儿 女

一起参加了

自由广场的排

字弘法活动。她说：

“修炼后最大的改变是不再计较个人

得失，无论是工作上与同事间发生争

执，或是家人之间的争吵，能提醒自

己要赶快放下。以前我脾气很不好，

经常会骂小孩，对先生也比较强势，

所以家人都可以感受到我修炼后心性

提高的变化，家庭气氛和谐很多。”

刚修炼法轮功不到一年的警官许

哲铭说：“看到同事修炼后身心转变也

决定尝试。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他

脾气容易暴躁，修炼后能平静下来，

不太会发脾气。

大法真的可

以 指 导 人

修 炼， 虽

然中共迫害

法轮功，进

行造谣抹黑，但

在自由的社会里，人人都有权利接触、

学习和参悟自己的信仰。”

22年来一直担任台湾排字图像

设计的吴清祥表示，台湾法轮功学员

排字图形很好看，每次放在网络上很

多人点阅，也有很多人在关注，让大

陆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很多国家都

欢迎法轮功。法轮功学员以排字方式

展现法轮大法世界弘传的盛况，让世

人知道真相，让中共的谣言不攻自破。

在台北的排字集会上，台湾前国

大代表黄澎孝说:“法轮功学员坚忍

不拔，弘扬‘真、善、忍’，让人们

看到未来中国的一线曙光。”  

在 5 月 8 日

台南法轮功

学 员 集 会

上， 台 南

市 议 员 沈

震东说：“在

与法轮功学员

接触中看到真和善，感谢法轮功学员

揭露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让世界知

道真相。”

感受生命真正的幸福
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

学员到中南海旁边的国务院信访办上

访，争取自由修炼的合法权利，上访

理性平和且圆满结束，却被中共污蔑

为“围攻中南海”而作为迫害借口。

当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台湾中正大学企

管系教授艾昌瑞好奇地想了解法轮

功，他赶到书店买了一本《转法轮》，

读后他和太太说：“很震撼， 我找到自

己的老师了，我要开始修炼法轮功。”

 现任国

立中山大学

光电系张美

濙 教 授 曾

感 叹：“ 在

人生中，得

到博士学位，

算是最高学位了，

可是远不及这本《转法轮》。我深切

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这份万古机

缘已经超越我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

切，我真的非常非常地珍惜！更希望

我能抓紧时间让更多的人都能接触法

轮大法，感受生命真正的幸福！”

      5月1日，52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字，场面壮观殊胜，天空中出现了太阳外圈环绕彩虹光圈的七彩日晕奇景（右上小图），
现场民众喊“好神奇”。

天壤之别
法轮功福益社会，在台湾有745
个炼功点，法轮功书籍在书店可
以买到，台湾监狱还鼓励犯人学
大法，而中共则将修炼“真、善、
忍”的好人关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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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旗帜在加拿大十城镇飘扬
 5月7日上午11点，印有“世

界 法 轮 大 法 日（FALUN DAFA 

DAY） 真 善 忍（Truthfulness， 

Compassion， Tolerance）”的旗

帜在尼加拉瓜瀑布市政厅前升起，与

加拿大国旗和安省省旗三根并立。这

是今年加拿大首个庆祝法轮大法日升

旗的城镇。接下来的两周，还有十个

加拿大的城镇举行“法轮大法日”的

升旗仪式。尼加拉瓜瀑布市长吉姆·迪

奥达蒂还亲自发海报祝贺，上面写着

“法轮大法29周年”，他在网上发海

报欢迎大家都来尼加拉瓜瀑布。

尼加拉瓜瀑布炼功点的法轮功学

员王金菊说：“当我看到法轮大法旗升

起来的那一瞬间，我想起了我瘫痪站

起来的那一刻，我的心情是无法用语

言表达的。” 1996年瘫痪在床的王金

菊修炼大法后七天就站了起来，但却

遭到中共迫害，到加拿大后坚守在炼

功点讲真相。她说：“尼亚加拉瀑布

是世界级景点，每年游客达2000万，

我们想在这里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来自

世界的所有人,却经常遭遇中共特务

的干扰、破坏。我们得到了尼亚加拉

瀑布当地政府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我们非常感谢。”

世界各国政要：谴责中共迫害
法轮功

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发来逾500个

褒奖和贺信，感谢法轮功给社会带来

幸福祥和。至今，法轮功及其创始人

获得国际社会颁发的各类褒奖、支持

议案与支持信函已超过五千项。

瑞士日内瓦州

大议会议员帕特

里克·迪米耶

说，我今天特

别高兴在法轮

功创始人李先生

的生日之际对他说

“李先生生日快乐”。为什么这一天对

我们如此重要？日内瓦是世界和平之

都，也是世界人权之都。我们希望每

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思想，都能自由

思考。我想说法轮大法真的太好了，

就是真、善，尤其是忍。

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

斯说，我参与的一个主要行动就是抵

制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和非法器官贩

卖。我们一直在推动加拿大的器官移

植立法，旨在把接受非法器官移植

的行为定为犯罪。

现有的案例已

经证明，世界

各地的人们到

中国去接受器

官移植，而这些

器官的来源是强行活体

摘取。我们希望通过立法，阻断这样

的需求，帮助减缓对法轮功的迫害。

5月8日，欧

洲议员米歇

尔·嘎拉尔在

法兰克福法轮

功学员的庆祝

集会上发言说：

“法轮大法修炼者在

中国遭到迫害，中共的迫害行为遭到

欧洲议会和其他议会的谴责。中共迫

害他们甚至杀害他们，只因他们的信

仰或良心或他们的和平行为，这是不

可接受的。”

德国国会议员帕策尔特先生在

勃兰登堡门前，以视频的形式向法轮

功学员祝贺大法节

日。他说：“中国

人通过炼功身

体更健康，那

不是我们梦寐

以求的吗？本来

应该是让政府庆幸

的事，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做法是犯

罪，是非常愚蠢的。”

支持正义
世界各地政要纷纷发来贺信和褒
奖，恭祝法轮大法弘传29周年，
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有的还
鼓励所有市民遵循“真、善、忍”
的教导。

      飘扬的“世界法轮大法日”旗帜。
    印有“世界法轮大法日” （FALUN DAFA 
DAY），真（Truthfulness），善（Compassion）
忍（Tolerance）的旗帜在尼加拉瓜瀑布市政
厅前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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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金色的阳光洒满纽

约城，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联合广场

庆祝法轮大法日。住在广场附近的纽

约市政府退休官员杰瑞说：“人人都知

道共产主义是邪恶的，‘真、善、忍’

是全世界都需要的价值观，如果人们

认同这三个字的话，那这世界就是一

个美好的地方了。”意大利发型设计

师科麦路过时，立即感受到一股强大

的能量，停下来了解法轮功，还高兴

地举起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小莲花。

中国大陆的民众更是亲身体会到因支

持大法而深受大法福报，纷纷向明慧

网发来贺信，讲述自己的经历与感恩。

大惊大险中师父救了我
一位法轮功学员说，我弟弟在工

地搭外架，塔调车在吊一大捆工字钢，

突然，钢丝绳断了，从几十米的高空

直奔他而去。四周的人吓得目瞪口呆，

就听“砰”的一声，工字钢一边落地，

一边是翘起来，弟弟在下面毫发无损，

虚惊一场。大家都说他烧了高香，神

佛保佑。弟弟心里非常明白，是大法

护身符救的命，弟弟非常支持家人修

炼，早已退出中共少先队组织。

一天他正在管理工地现场，调车

吊钢管快到顶了，绳子松了，他当时

吓傻了，不知所措。下面的工人却像

似提前接到了指令，散开了。弟弟感

谢师父，救了这群工人，也救了他。

他说：“好几次的大惊大险都是师父救

了我，我们全家都感谢大法。”

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
南京一位明真相百姓在贺信中

说，我同事是一位大法弟子，经常告

诉我们大法真相。这一次我家人的亲

身经历，让我们都感受到大法弟子说

的是真实的。一天早上，我丈夫早晨

起床，突然腰动不了了，连路都走不

了，生活也不能自理了，只能卧床休

息。我们立即联系了医院，因为是休

息日，只能星期一住院治疗。在万分

着急时，这位大法弟子闻讯后马上赶

到我家，告诉我丈夫诚心敬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切就会好转。

听了同事的话，我丈夫就一直不断地

念这句“九字真言”。到了周一，他

突然可以站起来了，也可以走路了。

没几天就完全康复了。

两个亲戚都生下健康的宝宝
一位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后，家

人亲友都跟着受益。这位学员的侄女

结婚六年没有怀孕，到很多医院看也

没有用。学员跟她说：“法轮大法是

宇宙中最高的佛法，俗话说佛法无边，

你就信法轮大法，心诚则灵，就念‘法

轮大法好’试试看。”侄女听了就坚

持念，不久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一

检查，怀上宝宝了，后来生了一个大

胖小子，全家人都非常高兴。这位学

员的另一个外甥女，结婚后怀孕六个

月就流产，直到第三次怀上到五个月

时，又出现了渗羊水。学员告诉外甥

女念“法轮大法好”，不停地念。后

来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宝宝，全家欢喜。

家中顶梁柱又站起来了
一位湖北学员的丈夫2013年6

月突发强直性脊柱炎，腰椎、颈椎完

全僵直，全身乏力，坐着痛，躺着也痛，

生不如死。多方求医无果后，诚心敬

念“法轮大法好”。大约半年后，疼

痛缓解，腰椎、颈椎能适度扭动。现在，

做事和正常人一样了，曾经家里要倒

塌的顶梁柱又站起来了。

    5月13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举行盛大游行，展现法轮功的祥和美好，同时要求中共停止迫害。

弘传·福泽
大法弘传29载，越来越多的民
众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纯正和大
法弟子的善良，不再受中共谎
言迷惑，尊重和支持大法的民
众得到了大法给予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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