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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一天下午，
一位干部专程来找法轮功
学员给他妻子做 “三退”。
他说：“我 ‘三退’ 后不久，
我住的那栋楼房失火了，
火从第一单元北边烧起，
烧到尽头，拐了个弯，然
后席卷了第三单元，所到
之处连房顶都烧塌了，一
片狼藉。然而让人惊叹的
是，大火从我的住房（二
单元前面一间房）周围转
了一个圈，而我住的卧室
丝毫无损。”

围观的人都吃惊，这
场大火才烧得怪嘞，四周
的房子烧得精光，夹在中
间的连门都不进，这场火
怕是长了眼睛，会认路吧。
他说：“我心里明白，我的
卧室里供着法轮功 ‘护身符’
呢！这也是我 ‘三退’ 带来
的福报。我妻子让我赶快
来找你帮她 ‘三退’，说早
退早远离晦气。”

长了眼睛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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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里的水已经到了胸口，氧气

基本上已经被吸光了，整个胸腔都在痛。

我爸休克好几次神志不清，我一会儿确

认我爸怎么样了，一会又去拉拉我妈。”

郑州地铁5号线上一位幸存女孩感叹道，

“真没想到危险会来得这么突然。”

7月20日的郑州洪灾真的是让人体

会到什么叫“旦夕祸福”。当京广隧道的

洪水迅速漫上来时，经历过2012年7月

21日北京特大暴雨的侯文超敏锐地意识

到危险的降临，他逐个拍车窗叫大家赶

紧下车，很多人听了，有的人仍不以为然，

哪里知道这真是逃生的最后机会。

有时，好心人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关

键。让我们来看一个2010年夏吉林市

发生特大洪水时一位老板是如何获救的。

在吉林市受灾最严重的永吉县附近有一

家工厂，7月27日晚，老板全家及哥兄

弟几人在厂里团聚。第二天

天刚亮，家人发现厂院里已

经进水了，老板正帮家人尽

快向高处转移，突然想起账

本还在屋里，就告诉家人快

跑，自己回去拿账本。当他

拿了账本反身出屋时，水已

经没腰深，而且还在迅速上

涨。他一看自己出不去了，

就急忙爬上吊车，这时水已

没过了房顶，他被困在吊车上半个多小

时。由于惊吓、疲劳，再加上没吃东西，

他感觉快要撑不住了。

这时他突然想起以前法轮功学员劝

他“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保

平安的事（当时他已经“三退”），并且

告诉他危难时刻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于是

他立刻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说来真是神奇，这时他就看见水中有三

个香瓜向他漂来，他捞起三个香瓜赶紧

吃了两个，觉得有精神了，也不饿了。

他想总在这里也不行啊，得出去呀，

不一会儿就看见水中漂来一些成捆的玉

米秆，他用手按了按看是否能撑得住自

己，一按觉得没事，于是就趴上去，一

直漂到地势高的一座二楼跟前，楼顶没

有上水，他就上去了，在楼顶呆了几个

小时后被家人接走。他告诉

家人：“法轮功太神奇了。”

法轮大法的神奇已经

被无数人所见证，因为法轮

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对大

法的虔诚与尊重就会给您带

来福报。希望您也能记住这

救命的“九字真言”，在人

生的旅途上能得到大法的保

护，平平安安。 

遭遇极端天气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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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的神奇
已经被无数人所
见证，因为法轮
大法是佛家高德
大法，对大法的
虔诚与尊重就会
给您带来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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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我儿媳因公

事到汶川开会，想借此机会和一同事

去青城山游玩。临行时，我丈夫说：“小

静呀，这人出门在外说不定会遇上什

么事，你遇到危险时千万要念‘法轮

大法好’呀！”儿媳听后不耐烦地说：

“知道了。”

因我儿子修炼法轮功经常遭中

共人员骚扰，还被劳教迫害过，从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

功起，我们家就没过过正常生活。儿

媳怀孙子时，在临盆的前一天，她还

得去当地“610”要被绑架的丈夫，

差点被蛮横的警察推倒。孙子两岁时，

儿媳抱着孩子去探望被迫害的丈夫。

有一年除夕，家人还没来得及吃团圆

饭，警察就闯入家门绑架了我儿子。

警察常年在楼下监控我家，还曾用暴

力破坏门锁、强行闯入家中。这一切

都给儿媳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

可儿媳万万没想到，家人的提醒

成了她的救命稻草。她和同事开心地

游山玩水，爬到山顶时，突然山崩地

裂，地动山摇，山地瞬间被震开一道

道沟壑，山顶顿时响起一片哀嚎，惊

叫声、石头崩滚的声音交织在一起，

刺痛着每个人的心。人们惊慌失措，

四处乱跑，没跑几步就被滚滚的山石

碾压而过，山体滑坡，瞬间人们被埋

没。儿媳一下想起了临行时家人的嘱

咐，她拽着同事的手说：“快和我一起

念‘法轮大法好’！”儿媳用尽全力

拼命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同事

意识到自己抓住了救命的机会，也跟

儿媳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

奇的事发生了，那些石头就像长了眼

睛一般，绕着她俩走。她俩找了一个

树窝下躲着，不停地念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地震渐渐地平息了。只见刚刚满

山的人群，只剩她俩毫发未伤。山上

横尸遍野，遗体也残缺不全，有的身

首异处，有的脑浆迸裂。

儿媳的同事回家后把遇到的神奇

和看到的惨烈景象一遍一遍地向亲朋

好友讲述。儿媳更是激动地把死里逃

生的经历告诉她身边的每个人，并以

此劝退了很多人。这回她明白了法轮

大法是救人的佛法，“三退”真能保命，

也认清了是中共在迫害大法弟子。当

她丈夫再受到干扰时，她理直气壮地

直接面对迫害她丈夫的警察。

汶川地震山崩地裂的那一刻

2021年7月30日奇迹

      2021 年 7 月 16 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游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

陈林（化名）是一名海员，

妻子因为生孩子落下了一身病，

绝望中炼起了法轮功，谁知一炼

竟将病炼没了！从此夫妻俩对法

轮功由衷地敬重。2003 年7 月，

陈林休假期满又要上船了。临行

前，妻子像往常一样叮嘱他：“千万

记着‘法轮大法好’，关键时刻喊

李老师帮助。”

10月12日，他们的船在渤海

湾遭遇了11～12 级的台风袭击。

夜间，舵机又突然失灵！船体随

即在狂风巨浪中剧烈摇晃起来，

灾难随时会发生！恐怖笼罩着每

一个人，船长让大家做好弃船准

备。在这巨浪滔天的茫茫大海上，

即使弃船也是难以逃生。眼前的

海况令人毛骨悚然，船员们已失

去了冷静。在这生死关头，陈林

猛然想起妻子的嘱咐，双膝跪下，

鼓足劲高喊 “法轮大法好！”“法

轮大法是正法！”“李老师救救我

们！”吼声过后似乎一片沉寂。大

家被陈林的举动震懵了。瞬息间，

似乎一切都静止了。突然有人惊

喜地喊了一声：“风小了！”风浪

真的小了！一小时后，舵机修好，

一场灾难化险为夷。

事后，船长取来一张打印纸，

用笔恭敬地写上：“感谢李老师的

救命之恩，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

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全

体船员都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他们把纸折叠好，密封在一

个空瓶子里，放入大海。让蓝天

作证，大海作证，这是22名船员

的心声：法轮大法好！

渤海湾遇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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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党魁江

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

有22年，今年上半年还有9470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与骚扰，年龄

最长者94岁，最小者只有12岁；还

有人被强行抽血，被验DNA。

从迫害开始，中共便控制全国媒

体铺天盖地地造谣诽谤法轮功，尤其

是2001年导演“天安门自焚”伪火

栽赃陷害法轮功，使很多人因此受蒙

骗而对法轮功产生误解甚至仇视。然

而中共的打压挡不住真相的传播，如

今法轮功已经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和地区，世界各大景点都有法轮功学

员在传播真相，“真、善、忍”的价

值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

随着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真实

信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从而对

法轮功有了正面的态度，不少人甚至

走入修炼。

卸下心防
现居美国德州的刘菁就是其中一

位。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刘菁身

在中国，电视里每天轮番地造谣污蔑，

使她对法轮功有很深的误解从而惧怕

和排斥法轮功，她不理解电视里把法

轮功说的如此可怕，为什么还会有这

么多人炼。

2000年夏天来到美国后，刘菁

在一次活动中看到一群法轮功学员在

做功法演示。她感到很震惊，在中国

不让炼法轮功，很多人避犹不及。而

在这里，为什么一大群人可以公开炼

功，神态平和自若，非常坦荡。虽然

她当时还不敢接法轮功学员递给她的

真相资料，但是这一幕使她开始卸下

心防。

之后，刘菁的一位身在美国的亲

戚跟她讲了法轮功信仰“真、善、忍”

以及中共残酷迫害的事实。出于对亲

戚的信任，刘菁认真地倾听，思想默

默地转变，不再害怕法轮功。

心灵震撼
2004年1月，刘菁刚出生十几

天的女儿得了湿疹，找专家看病也不

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折磨孩子

长达四个月之久。当时心力交瘁的她

听说一位朋友修炼法轮功，而炼功有

益身心健康，于是请她教功，希望能

缓解自己身心疲惫的状态。神奇的是，

刘菁刚炼了两天功，孩子的湿疹竟然

痊愈了。

这件事对刘菁产生了巨大的心灵

震撼，而且自那之后她自己也感到精

力充沛。她认定法轮大法是超常的正

法，从此坚持学法,炼功，按照法轮

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

做个好人。

亲人受益
刘菁不仅自己体会到修炼的神圣

美好，而且也见证了法轮大法在不修

炼的家人身上展现的神迹。2015年

冬，来美国探亲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

作，痛苦难当，脸色发黑，家里准备

送去医院急诊。刘菁试着请母亲念“九

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母亲认真地照做。仅仅15分钟

后，母亲严重的症状全然消失。家里

人都说：“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

2018年初，刘菁全家观看了神

韵演出。她的父亲感动地说：“神韵真

是世界一流！节目很感人，展现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美德。”几天后，年近

七旬的父亲惊喜地发现自己长出了黑

发，连连称奇。

刘菁深深感恩法轮大法。她说，

如果自己当初没有机会接触法轮功学

员了解真相，还把这样一群修炼佛法

的好人当作坏人，那样自己的人格将

会是多么扭曲。每当想到这里，她都

感到不寒而栗。所以，现在她积极参

加各种讲真相的活动，希望能够帮助

人们明白真相，不再受蒙骗。

刘菁说自己深刻地感受到，法轮

功不是普通的气功，而是教人修心向

善的正法大道。而且法轮功是在救人，

唤醒一个人的良知和善念，这是真正

地在挽救一个人。法轮功学员做的所

有讲真相的努力，是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真相，用自己的良知判断是非曲直、

真假善恶，选择正义和善良，这样才

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消除误解  全家见证大法神奇

法轮功学员做的所有讲真相
的努力，是为了让更多人了
解真相，用自己的良知判断
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选择
正义和善良，这样才会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

2021年7月30日明白

    法轮功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人们的欢迎。 图为今年7月初美国法轮功学员在各地游行，弘传大法，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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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解到加入其中
家住美国芝加

哥郊区的林

明亮是政

府部门的

资深精算

师，他每天

上班必经之

地就是芝加

哥的中领馆前的

那条街。“从2001年开始，我发现

一年四季，不管夏天多么炎热，也不

管冬天多么寒风刺骨，总有一些中国

人静静地坐在那里，一问才知道是炼

法轮功，在反对中共迫害。”

他们告诉林明亮法轮功祛病健

身有奇效。“他们静静地坐着，没有

肢体的运动，也不出汗，就那样坐

着怎么能治病呢？”林明亮开始不接

受，但看到他们在冰冷的天气坐在那

里一天也没问题，他开始感到好奇。

2003年他阅读《转法轮》后，忧郁

症和失眠都好了，由此走入修炼，并

毫不犹豫地坐在法轮功学员的队伍

中，呼吁反迫害。法轮功学员22年

的坚守，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知道真

相，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

他为何坚持十年
学中文《转法轮》？

史考特·秦是

一名高级软

件工程师。

1999 年

6月他在

纽约一家

软 件 公 司

工作时，一

位中国同事向他

推荐了法轮大法，他由此走入修炼。

当时的他还是29岁的小伙子，常常

焦虑、烦躁和恐惧，尤其爱妒嫉。正

是《转法轮》这本书归正了他迷失的

心，让他身心受益。

2002年，为了还法轮大法清白

并救度可贵的中国人，史考特和另外

7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西人学员赶赴

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很快

他们被天安门警察抓捕。当这些金发

碧眼的西方人向粗暴无礼、甚至拳脚

相加的中国警察讲他们在大法中亲身

受益的故事时，他们发现这些警察都

听不懂英文。

这段经历让史考特终生难忘，他

发誓一定要学中文，能对更多的中国

人讲真相，并且也能更好地理解中文

原著。他的教材就是一本中文《转法

轮》，他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可以

用中文流利地朗读《转法轮》了。从

2015年～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前，

史考特每天都去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

向中国游客讲真相，他可以和游客用

简单的中文交流，实现了自己当初立

下的誓言。

他说：“法轮大法是指引我找到

生命幸福的灯塔。他让我摆脱世间的

乱象，带给我幸福和安宁。作为一个

美国人，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学习中

文，才能够阅读《转法轮》原著。母

语是中文的中国人，是多么幸运，为

什么不找一本《转法轮》读一读呢？

看看这本书到底为什么是世界上被翻

译成最多种语言的中文书。”

“笑脸爷爷”救人的每一天
77岁的张山

河退休前是

台湾关税

总局一个

单位里的

主管。他

童颜鹤发，

慈眉善目，总

是笑眼弯弯地拉

着一个行李箱，将世间最珍贵的“礼

物”送给世界各地的有缘人。

2000年张山河开始修炼法轮功，

没多久，痛风、肌肉酸痛、颈椎骨刺

都消失了。这一年，张山河正好退休，

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他将生活中

节省下来的退休金用于讲清真相上，

添购各种光盘、不同语言版本的大法

资料和精美书签。

从欧洲的意大利、瑞士、瑞典、

法国，到亚洲的泰国、日本、香港，

再到加拿大、赛班岛，张山河跑遍世

界各地不是为了旅游，而是为了讲真

相。他还克服困难学习当地打招呼的

语言，“碰到法国人说法文，碰到菲

律宾人说菲律宾语，当他们听到我用

当地语言问候时，都显得很惊讶很开

心，我希望能让他们卸下心防，接下

神圣的大法资料。”

他们
为你而来

2021年7月30日 惜缘

    2001 年 11 月 20 日，来自 12 个国家的36 名西方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展开 “真
善忍”巨幅。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世界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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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好人(法轮功学员)，

我的兄弟姐妹，被关押在中国，时间

太长了，他们被关在监狱里，没有任

何理由，他们被毒打被折磨，直到死

亡，甚至器官被摘取出来……”一袭

黄裙，英国音乐人尤利娅静静地坐在

高椅上，用她的心演唱着一首令人深

思的歌曲《即将到来的变革》，歌声

荡气回肠。

尤利娅说，“因为共产主义的本

质是邪恶的，其目的是毁灭人类，不

仅仅针对中国，而且针对全世界。共

产主义思想在渗透和毒害着这个社

会。世界各地的人们将从共产主义的

恐怖中惊醒。”

对于尤利娅来说，亲身体验法轮

功的美妙是在2017年的一个夏天。

尤利娅到Bryant公园参加一次免费

的太极课程，巧遇法轮功，并加入了

他们的行列，她第一次打坐，就坐了

半个小时。“我感到强大的能量环绕

在身体周围，感到温暖。炼完功后一

身轻松，像长了翅膀，身体很轻盈，

从地铁站出来，我跳上台阶，连跨几

个台阶。”她说，“阅读《转法轮》后，

心里像是卸掉了一座大山，书中所说

的宇宙‘真、善、忍’法理在心中产

生强烈的共鸣。法轮大法就像在雕刻

钻石一般塑造着我，我不再抽烟喝酒，

不再心情沮丧。”

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她，

她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母亲被非

法绑架到洗脑班，而且家人还不被允

许知道洗脑班的地址。“我简直不敢

相信！这个地球怎么会发生迫害如此

和平的人的事情？”尤利娅说，“我

发誓要尽一切力量伸张正义！所有不

同的宗教信仰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

事：‘最后的审判’，所有人最后都要

接受神的审判。共产党做了这么多恐

一首歌曲揭示“即将到来的变革” 

今年2月5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发

表“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声明的赵三力说，共产邪党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我们家从曾祖辈以来代代

深受其害。我的曾祖父当年是江南的

一个企业家，“公私合营”中企业被

侵吞殆尽，连私产都被没收。

祖辈从医，医术高明，但是文革

时被连日批斗，几近精神崩溃，从此

每听到敲锣打鼓身体就控制不住地发

抖。父辈支持1989学运，成为当地“重

点人物”，“六四”后大抓捕中连夜翻

读《九评》明白了苦难的根源

    

扫
码
三
退

怖的事情，一定会被审判，被神解体

和清算。”

去年，她和丈夫录制了这首MV，

里面也包含了这则信息：2020年3

月，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首次发布

了《判决报告》全文，认定大规模强

摘器官在中国已经存在多年，法轮功

学员是主要的器官来源。

这首MV以英文演唱，配以中文

字幕。尤莉娅表示：“因为这首歌就是

为可贵的中国人而演唱的，中国不是

中共，希望中国人退党，不和中共一

起堕入深渊。”

屋顶逃走，东躲西藏长达半年，被学

校开除学籍，后来也一直找不到好工

作，一家人挣扎糊口。

我本人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只因一句“法轮功是冤枉的”，并且

拒绝在人人过关的表态中写颠倒黑白

的批判文章，而被非法拘禁“教育”

多日，差点被开除，最后被延迟毕业，

扣发奖学金。

机缘凑巧，当

年不知谁在我自行

车篮里放了一本 

《九评共产党》，读罢如醍醐灌顶，明

白了我们家这几代人苦难的根源，建

议还没读过这本宝书的都赶快找来看

一遍，写得真是太好了，信奉共产主

义的中共是西来幽灵，是害人的邪灵，

真正的中华儿女绝不能与邪恶为伍！ 

2021年7月30日清醒

    尤莉娅和丈夫演唱《即将到来的变革》，中间视频播放着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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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牟今年45岁，和我住一个村

子，她女儿和我儿子是同班同学，我

们每天都接送孩子，所以非常熟悉。

记得2009年春天，有很长一段时间

不见她了。有一天她送孩子路过我家

门口，只见她又黑又瘦，无精打采的。

我问她：“怎么很长时间不见你了，你

去哪儿了？”

她话未开口，眼泪先流了下来，

说：“我上北京去看病了。我从四岁得

了心脏病，还有乳腺炎、肩周炎、颈

椎病等多种疾病，天天吃药，就是个

药篓子，花的钱无计其数，这回心慌

心跳得特别厉害，眼睛也看不清了，

晒衣服看不见晾衣服的绳子，人离我

一米远，我就看不见对方的脸。上各

大医院治疗，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

加重，这一次我去北京看病，光检查

身体就花了一万七，哪有钱治疗？我

都愁死了。”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到她那痛苦的样子，我劝她炼

法轮功，劝她“三退”，她怎么也不

同意。约有二十多天又不见她了。一

天她又路过我家门口，这回她哭得更

伤心了，说：“又借了两万去北京看病，

医生让我赶紧做心脏移植手术，得花

50万，否则最多活两个月，留下孩

子怎么办？”这次经我

再三劝说，她终于同意

“三退”。

又有一个多月不见她

了。有一次我看见她居然骑

着电动车去接孩子，而且面色

红润，精神焕发。她跟我说：

“自从那天见了你，你给我退

了团，第二天我哪里也不难

受了。直到现在没吃一片药，

我买了电动车在木器厂里上

了一个多月的班了。”我说：“你

29年的心脏病，只是退了团就

好了，大法太神奇了！我真为

你高兴！”可她不但不感谢师父

的救命之恩，反而说：“不是这个

事，是那几天我婆婆家的弟媳妇送给

我三盒补血阿胶浆，我喝了好的，也

算是个巧合吧。”

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说。过了八

天，她又遇到我，说：“自从那天见到

你，第二天，我的心脏病怎么又犯了，

29年的心脏病退团即好 

我 在 镇 医

院挂了七天吊针，医生

让我停一天，明天再去打。”我说：“明

明是你退团后，师父给你治好了病，

你说是喝阿胶浆治好了的。如果那么

简单，你还用去北京花好几万块钱检

查？还得做心脏移植手术？”这时她

觉得不好意思，有点醒悟了，说：“是

我不对，是我昧着良心，我错了，以

后再也不这么说了 。”

第二天她的病又完全好了，又骑

着电动车上木器厂上班去了。我太为

她高兴了，是师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2021年7月30日平安

我弟弟在外地打工。一天他去

上班，骑自行车横穿马路，被一辆大

卡车撞飞出去20多米远，七窍出血，

立即被送进医院。经检查，弟弟满脑

子里都是血，人昏迷不醒。医生说，

动手术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即使手

术成功，他只能是一个植物人。

当场

只有几

个亲戚在，

他们都不能签

字，只有直系亲

医生无法相信的奇迹 属签字有效。可他家离他

打工的地点相隔两千多里，

最快也得一天以后才能到达。当弟媳

赶到医院看到弟弟就大哭起来，她给

我打电话说：“没有希望了……”

我告诉她：“不要急，你对着他

的耳朵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不管他醒不醒，一定要嘱咐他

自己在心里默念！”

弟媳对着弟弟念了几遍“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后，弟弟突然大喊

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弟媳和身边

的护士等人都惊呆了！几天不省人事

的弟弟竟然醒了！

医生赶快再给他拍片子做检查，

结果是脑子里没有瘀血，更没有出血

的现象。医生觉得不可思议，不能相

信！可弟弟清醒了，的确不用动手术

了，当天还自己下地去了洗手间。

弟弟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身体基

本恢复正常，夫妻俩一起回到老家。

弟弟到家就先找到我说：“是大法救了

我！你给我的大法护身符在出事那天

穿的衣服口袋里，衣服现在在医院里，

你再给我一个吧！”

弟弟的这次经历，让亲友和乡亲

们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全

都做了“三退”。

自从那天见了你，你给我退
了团，第二天我哪里也不难
受了。直到现在没吃一片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