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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由南京、张家界
引发的疫情暴露出两个问
题：一是染疫者大多感染
的是杀伤力更大的德尔塔
病毒，人们在探讨是否需
要打第三针；二是染疫者
大多是打过疫苗的，比如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90%的
员工都接种过疫苗。此时，
专家也不得不改口称，疫
苗对重症患者的保护性明
显，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但不能保证不中招。

面对科学跑不过病毒
的现实，我们是否还有其
他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是人心归正、向善，
中国古代讲神看人心，神
目如电，就是告诉人们善
恶有报。对法轮大法的虔
诚与尊敬就能给人带来福
报。一些染疫患者在生命
最危险的时刻，就是靠着
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 而获救的。

避疫有真言   

祝
你
平
安

报明
刊慧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祝
福

w
w
w
.m
inghui.org

我叫卡罗琳，今年37岁，生活在美

国。我是一位高龄孕妇，与丈夫结婚五

年才怀了第一个宝宝。今年1月12日,

我怀孕26周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当天我

发烧越来越厉害，盖四层被子仍然冷得

全身发抖，心跳每分钟135下；而且全

身疼痛，整夜无法入睡。最糟糕的是我

感觉不到孩子胎动了，我

非常担心。

那段时间，每咽一下

口水嗓子就像刀片割喉般

疼痛，一开口说话气就不

够喘，每天24小时不间断

地吐痰，我感觉自己要坚持不住了，离

死亡越来越近了。

我的先生和婆婆修炼法轮大法很多

年了，以前先生也和我说过法轮大法的

神奇，但当时没有想了解大法的迫切愿

望，也没往心里去。这时，我想起一次

和朋友打电话聊天，我和她说上次产检

畸形排查的时候，医生说我的孩子好像

胎位前置，随时会大出血，还可能会早产，

我很担心。没想到朋友告诉我，她以前

生两个孩子的时候都是胎位前置，但是

两个孩子都是足月顺产。朋友居然也告

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不会有事。

我受到很大鼓舞，从那时起没事就

念这几个字。我告诉先生和婆婆，我就

念“九字真言”，我现在什么都不怕。我

整晚地念，其他什么也不想。我对着肚

子里的孩子说：“儿子呀，咱们要一起过

这一关。” 

过几天，一下出了很多汗，之后我

再也不发烧了，一切真的向好的方向变

化了。那天晚上，我炼了

十分钟的法轮大法的第三

套功法，之后每天炼功

二三十分钟。过了几天，

呼吸道症状奇迹般地消失

了，只是嗅觉还没有恢复。

我开始想吃东西，体力与精神也一天天

好了起来。

1月28日，核酸检测为阴性，而且

医生告诉我，宝宝一切正常，胎位前置

现在也没有了，没有妊娠糖尿病，没有

妊娠高血压，身体条件很好，和年轻人

一样，可以考虑顺产了，这太出乎我的

意料了。

在我写出这段经历的时候，嗅觉已

经恢复了不少。虽然气味怪怪的，但是

每天都能闻出更多的更准确的气味。我

告诉父母和身边的很多朋友，自己在最

困难的时候念“九字真言”很有帮助，

也希望受武汉肺炎折磨的病人不妨也试

一试，奇迹也许会在您的身上出现。

高龄孕妇摆脱新冠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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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先生和婆婆，
我就念“九字真言”，
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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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6日中午，加拿大多

伦多法轮功学员在万锦市的太古广

场，举行了“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集会及汽车游行。在大疫来袭、肆虐

全球的当下，这个活动告诉了人们：

中国人的出路在哪里？！

曾不幸染上英国变种病毒的多伦

多华人刘先生在集会上说：“我今天

来到这里，就是想把我的经历告诉大

家，我不相信中共的谎言，我相信法

轮功。是法轮功学员让我做了‘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是他们告诉

我危难中要记住‘九字真言’，我才

在最危险的时候得以死里逃生。我的

受益也想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今天

来参加这个集会。”

ICU中的夺命时刻
今年45岁的多伦多华人刘先生，

今年1月底核酸检测呈阳性，2月3

日突然严重起来，咳嗽得很厉害，发

烧，呼吸困难，没有味觉。

“医生让我马上去看急诊，查出

是感染了英国变种病毒（B.1.1.7），

这是当时危险性最大的一种，它的死

亡风险和传染风险都是最大的。”刘

先生说，“然后我就进了ICU重症监

护病房，马上给我插管，上呼吸机，

我就迷糊过去了。”

 到了2月15日、16日、17日这

三天，刘先生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

他的妻子琳达回忆道：“15日上午7

点多我就接到医院的电话。我吓得发

抖，因为平时医院都不会这么早打来

电话的。医生说，他的情况有点危险，

现在需要的辅助吸氧是70%的高流

量氧。如果再不稳定的话，继续到

100%的话，人就不行了。”

“每天通过视频看着插着管的他

这么多天也不醒，心里就发慌，只能

求助上天保佑他。所以那些天非常地

难熬。”琳达继续说，“谢天谢地，到

了20日医生说已经稳定了，把氧气

拔掉了，21日他从ICU转到普通病

房了。”刘先生说：“转到普通病房，

我自己才有点清晰的意识，在这之前

的什么事都记不清了。这个时候太太

才可以进来见我，之前都是视频对话。

太太就说我已经走过一大难了。躺了

20天，瘦了20多斤。”

梦中记得“九字真言”
刘先生说：“在ICU昏迷的十多

天里，我做了很多梦，细节都不怎么

记得了，只记得法轮功学员教的‘九

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和梦到去看神韵演出。我非常明白是

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和法轮功结缘是在2019年底，

刘先生在加拿大机场遇到一位向他介

绍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回到家后就上

网查找炼功点。他说：“开始我要找

炼功点是因为我有脚痛的毛病，医生

也检查不出是什么病，但我每个月都

要痛两三天，痛到什么都做不了，所

以我就决定要炼法轮功。当我找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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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广场有炼功点时，正好遇上有报名

参加‘九天教功班’的，我就参加了

2020年1月的九天班，并做了‘三退’。

炼功后我的脚痛就真的慢慢好了。参

加了法轮功九天班后，我才知道修炼

法轮大法，不仅要炼功，还要学法和

提高心性。”

刘先生继续回忆住院过程中的经

历：“有时会在迷糊中听到医生说，他

怎么这么严重？我就在心里对大法师

父说，师父啊，我才刚得法，我还想

修炼啊，我一定要过了这个难啊，请

救我！”“有一次我在心里念‘九字真

言’时，我好像听到医生说，你今天

拔完管就可以回家了。我当时就觉得

是师父在告诉我就要回家了，后来又

睡过去了。”讲到这儿，刘先生禁不

住哽咽着说道：“这次能醒过来，全靠

师父的慈悲。”

刘先生说：“转到普通病房后我

感觉全身无力，但我都没用插管来呼

吸，我就一心一意地念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所

以我康复得很快。医生也说：‘你恢复

得真快，原来准备要送你到另外一个

科去做康复，现在不需要去了。你可

以回家了。’”

经过这一场惊险和神奇，3月

16日，刘先生平安回家了。他跟朋

友们说：“这次差点回不来了，在我最

危险的时候，是师父救了我。” 

    图左：刘先生在多伦多集会上发言，讲述自己的获救经历。右：刘先生回家后天天在后
院炼功。

我不相信中共的谎言，我相信
法轮功。是法轮功学员让我做
了‘三退’，是他们告诉我危难
中要记住‘九字真言’，我才在
最危险的时候得以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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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刚今年41岁，

2017年9月全家从大陆

来到多伦多。今年3月

15日，一家三口都染疫，

但却能幸运地不治而愈。

炼功一周神奇康复
“3月11日我和儿子

开始发烧，15日检测呈

阳性，之后症状一天比

一天严重，医院还打电

话说我们感染的是英国

变 种 病 毒（B.1.1.7）。

朱瑞刚说，“到了3月19日，我呼吸

已很费劲，胸口就像压了一块石头一

样。我再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血氧

饱和度是90，如果低于90就要进重

症监护室了。因为我的指标还没有到

住院的地步，医院就用救护车把我和

儿子送回家。

 “回家之后我觉得自己完了，已

经没有希望了。这时我突然想起了法

轮大法，我在国内的时候曾学炼过，

但后来怕被迫害就放弃了。于是当天

晚上，我就开始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并带着儿子一起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

上起来退烧了。到第四五天的时候，

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27日医院就

给我开了复工证明。”

在这期间，朱瑞刚的妻子张女士

也开始有了发烧迹象，朱瑞刚就对妻

子说：“你也不用去医院了，就跟着我

一起炼法轮功吧。”同样在一周之内，

张女士的症状也完全消失了。朱瑞刚

说：“在完全没有任何药物帮助和治疗

的情况下，全家都痊愈了，法轮大法

救了我们全家。”

在国内有幸接触过法轮功
朱瑞刚表示自己在中国国内有幸

接触过法轮功。他说：“2014年7月，

我父亲被检查出患有肝

癌晚期，我需要每天去

医院做护理。护理父亲

的时候我从身体上到精

神上压力都很大，身体

状况非常不好，睡眠质

量很差。

“当时和我父亲在一

个病房的一位先生，他

的儿子是法轮功学员，

他也在护理他的父亲，

我看他的精神状态很好，

就问他是怎么拥有这么

良好的状态？

“他就和我介绍了法轮大法，教

我炼功和念‘九字真言’。炼了大概

半个月，我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极大

的改善，睡眠质量变好了，每天也很

有精神了。”

他的妻子张女士也觉得神奇：“那

个时候医院的人都说得了肝癌晚期的

人两三个月就走了，但我公公是过了

一年才去世的。我先生说这和法轮大

法有关系，他就特别相信法轮功了。”

中共迫害  全家不得不出国
朱瑞刚回忆说：“那段时间一直

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带着我一起炼功，

但那时中共迫害法轮功很严重，我们

那个地方是个小城市，我炼功的消息

就传到我们领导那里了，我多次被叫

到办公室，然后领导就开始了所谓的

‘教育’，但是我依然坚信大法好，后

来单位就给我停职了，之后我还被叫

到派出所‘教育’过好几次。”

他说：“当时我儿子九岁，上四

年级，孩子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就

对班里的其他学生说他爸爸是炼法轮

功的，叫班里同学不和我孩子玩儿，

带着全班同学孤立他。我看这对孩子

的成长影响也太大了，于是2017年

就全家出国了。”

朱先生和他的妻子都表示，虽

然当时没有深入了解法轮功，但是知

道中共给法轮功捏造的罪名是莫须有

的。他说：“其实中共刚开始迫害法轮

功的时候，我就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

的。我和妻子在电视里看到‘天安门

自焚’的时候就看出了破绽，明眼人

都能看出来‘自焚’是假的，气管切

开了还能唱歌，人都烧成那样了，还

能够保持姿势不动，装汽油的雪碧瓶

都没有烧着。我觉得这些只要稍微有

一点常识的人都能看明白。”

他说：“这次全家死里逃生之后，

我对大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前没有

那么深入，这一次我是真真切切感受

到了法轮大法救了我们全家，这使我

对大法坚信不疑，直到现在也在坚持

每天炼功和阅读《转法轮》。”

全家感染变种病毒  炼功后一周痊愈

2021年8月6日平安

    7月18日，纽约法轮功学员游行，向世人传递避疫良方。

    朱瑞刚在医院做检查。



4祝你平安

76%的患者有后遗症
今年1月9日，著名医学期刊《柳

叶刀》发表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中

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国家呼吸医学

中心，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

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形成的一份报告。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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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部后遗症方面，住

院期间病情越严重者，越易出现肺功

能受损的情况。在接受过机械通气治

疗、氧疗、未接受过氧疗的受访者中，

肺弥散功能障碍的比例分别为56%、

29%和22%。

80岁重症老人七天康复
且无后遗症

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令人惊喜

的例子。据明慧网报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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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得知他的

情况后，想办法告诉他赶快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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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老人康复出院，令全家人惊奇不

已。而且李先生两次检查，身体各项

指标良好，没有任何后遗症，像从来

没有感染过，这对一位80岁的重症

染疫者来讲，简直是奇迹。

还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位在武汉

读书的女研究生去年1月17日从武

汉学校返家并居家隔离。当时武汉肺

炎已全面爆发，她的导师已被确诊。

回家半个月，她突然出现咳嗽、发烧、

呼吸不畅及拉肚子等症状，浑身肌肉

酸痛，和武汉肺炎的症状极其相似。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她惊恐万分。她的

姥姥修炼法轮大法，鼓励她真心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定能转危

为安。她诚心按姥姥说的做，不多久，

全身病痛就全部消失了。

很多西方科学家信神
这些事实是否值得我们思考，除

了相信科学、期待疫苗之外，我们是

否还有其他的解决之道呢？中共鼓吹

无神论，事实上，很多著名的科学家

都信神。据联合国统计，近三个世纪

300位杰出的科学家中，不信神的仅

有20位，明确信神的有242位，其

中包括大家熟悉的牛顿、爱迪生、发

现X光的伦琴，伏特、安培、欧姆、

居里夫人及爱因斯坦等等。20世纪

英、美、法三国科学家中，有90%

以上信神，甚至世界最著名的十大科

学家全部都信神。

哈佛神经科学家艾本·亚历山

大认为：“只有当我们不再被宗教和科

学教条所局限时，人类才会在认识上

有突破。这些教条局限我们理解精神

领域是真实物质存在的能力。”他曾

认为濒死经验是大脑受压迫而产生的

幻想，而当他亲身经历了在重症昏迷

中进入另一空间后，他转向承认神的

存在、来世的存在。他在2012年出

版的《天堂的证据》成为全美畅销书。

 

“九字真言”带给你真正的
正能量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佛家高德大

法，自1992年开传，祛病健身、净

化身心有奇效，修炼者上亿，迄今法

轮功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真、善、忍”的价值受到世界

人民的推崇，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迫

害法轮功。

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早已得到

科学验证。2005年美国最杰出的医

学院之一、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发

表论文证实：与正常健康人相比，法

轮功修炼者的嗜中性白细胞吞噬和杀

伤细菌的功能明显增强，显著增加了

与抗御病毒有关的调节基因，对各种

外来病毒、细菌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曾就职于丹麦奥胡斯大学生化病

理研究室的奥尔森女士认为，物质和

精神其实是一性的。精神也是物质的，

善念产生的微观物质放射的是正的能

量，具有光明温暖无私的特性；恶念

产生的微观物质是负的能量，具有黑

暗阴冷自私的特性。

因为“真、善、忍”是宇宙的特

性，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

强大而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

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

就会被杀死。就像中医医典《黄帝内

经》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平瘟有绝招  在诀不在药

2021年8月6日 实证

    科学证实，法轮功修炼者有强大的能量
场，打坐可以增强抗病毒能力，减缓免疫
细胞衰老。

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时，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
正能量，强大而微观的能量
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
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
就会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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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不仅发生在当今，中国古代

也发生过各种瘟疫，也有治不好的绝

症，但有些人却能绝处逢生，道理在

哪里呢？我们来看看东汉时期神医邳

彤救母的故事。

行善之家有余庆
邳彤不仅是汉光武帝刘秀手下

的一名开国功臣，还被封为“药王”。

他治病救人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

步，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治病不分

贫富贵贱，全都一视同仁。

当他听说南方瘟疫流行，便离开

家乡前往灾区为百姓治病。谁知邳彤

离家后，母亲得了重病，百医无效。

哥哥邳祝只好送母亲去南方见邳彤，

但邳彤亦无良药，只好让哥哥再带母

亲回家。一天，哥哥邳祝搀着母亲走

在半路上，母亲口渴难忍，可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哪里去讨口水喝。邳

祝将母亲安置在路边，四处寻找。后

来走到一片槐树林里，看见一个死人

头骨，里面还存有些雨水，还有两条

细细的小蛇在水中嬉戏。邳祝轰走小

蛇，把水端给母亲说：“母亲，您就

闭上眼睛把这点雨水喝下去吧。”母

亲实在渴极了，也顾不上干净不干净，

闭上眼一饮而尽，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这天来到一个村寨，母亲又觉饥

饿难挨，小村里没有饭铺，邳祝只好

上门讨饭。可巧有一家人家刚生了一

对双胞胎，这家的婆婆是个瞎子，公

公是个拐子，这样的人家竟然一胎添

了两个胖小子，自然十分高兴。一听

有人讨饭，赶紧把产妇吃剩下的一碗

薏米饭和一个鸡蛋给了邳祝，没想到

那鸡蛋还是一个双黄蛋。母亲吃了薏

米饭和双黄蛋，身上觉得有力气多了，

终于回到了家乡。

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的病竟然

完全好了。不久，邳彤托人捎来一封

家信，信上写道：“如母亲能喝到二

龙戏珠天然水，吃到一胎双子双黄蛋，

牛马小姑碾薏米，拐公瞎婆做成的饭，

自然病除。这四种药非人力可为，若

母亲命大，自然天缘巧合，药到病除。

不知母亲一路如何，十分悬念。”邳

祝看了信，回想母亲在路上的遭遇，

才知道喝的吃的正是弟弟开的方子上

的药，赶紧写信告诉了弟弟。

邳彤接到哥哥的回信，热泪盈眶

地感叹道：“真是行善之家必有余庆，

感谢上苍慈悲垂护，高堂老母遇难呈

祥。我邳彤今后更要顺天行事，多行

善事，普济众生，以报天恩才是。”

神医邳彤能开出药方，但如果不

是上苍的垂怜，怎么可能凑齐这副“非

人力可为”的药呢？正是邳彤医德高

尚才得到“天赐良药”，可见“善恶

有报”“神看人心”真实不虚。

大法又一次救了他
回到当今，在武汉肺炎最严重的

时候，很多人连医院都挤不进去，只

能在家隔离，高烧不退，呼吸困难，

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在这危难时刻，

有些人接到法轮功学员打来的真相电

话，得知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能好转。他们照做之后有的数日康

复，有的病情缓解。很多实例证明，“九

字真言”就是避疫、祛病最简单但却

最有效的天赐良方。

Z先生在2020年过年前去过武

汉，回家后被单独隔离。但就在隔离

的最后一天突然高烧，咳嗽，胸痛，

出现类似武汉肺炎的症状，人很快就

倒下了。他拨打120向医院求救，没

有一家医院能出诊，而他根本无力自

己去医院，他彻底绝望了。惊恐与失

望中他打电话告诉七岁的儿子：“爸爸

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

Z先生的儿子、妻子和岳母都是

法轮功修炼者，儿子不断地打电话告

诉他：“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啊！一定要念啊！”

几年前Z先生曾患“系统性红斑

狼疮”久治不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看过大法书《转法轮》,结果病好了。

但他受中共无神论洗脑很深，并不是

真正相信大法，说是吃药好的，有时

甚至还说对大法不好的话，说他办过

的“三退”不算数。

危难时刻，Z先生想起大法了，

他开始念这“九字真言”。全家人都

经历了难熬的一夜。第二天家人接到

了他的电话，他说高烧已经退下来了，

浑身大汗淋淋，目前很虚弱，无法起

床，但已经无大碍了，让家人放心。

这回他彻底明白了，是大法救了他！

2021年8月6日明鉴

天赐良方  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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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私人诊所的医生。到我

诊所来看病买药的除了一些普通百姓

外，也有不少公检法司、军方人士和

政府工作人员，既有本地的，也有外

省的，也有来自北京的。按理说，这

些人都有很好的医疗条件，有的甚至

到北京大医院看病自己都不用掏一分

钱，他们为什么不去享受免费医疗，

非要跑到我这个条件简陋的小诊所来

看病呢？那是因为这些年来，很多在

大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甚至绝症

患者让我给治好了，这样一来就传开

了，找我看病的人就越来越多。

我的诀窍只有一个
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祖

传秘方，都是从药业公司订购的很普

通的中药材，然而这些年来我治好的

癌症、各种疑难病症、不孕不育及其

他病症的病人已有很多了，有的是走

遍全国各大医院治不好的病在我这里

治好了，有的是花了十多万都没有治

好的，在我这里只花几十块钱就好了。

我靠什么方法取得这么好的疗

效？原因只有一个，全靠法轮大法。

我是法轮功学员，我明白法轮大

法有使病人枯木逢春的威力。我看病

的原则是先给病人讲法轮大法真相，

再看病抓药。病人来了之后，我先问

他有没有入过中共的党、团、队？如

果说入过，我就请他先退出中共组织。

我告诉他们不要轻信中共的谎言，中

共建政以来在土改、大饥荒、文革、

“六四”等历次运动中造成8000万中

国人非正常死亡。1999年7月20日

中共党魁江泽民又掀起了对修炼“真、

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甚至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人神

共愤，天理不容，我们怎么能成为这

个邪恶组织中的一份子呢？很多人明

白真相后选择“三退”。 

 然后，我

再请他记住

并要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如

果是政府人

员，特别是公

检法人员，我

就特别强调

他们不能再

参与迫害法轮功。我明白，我开的药

只起辅助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法轮

大法的法力。每当有痊愈病人向我表

示感谢时，我就说：“不要感谢我，要

感谢大法师父和法轮大法。这不是谦

虚和客套，而是我的肺腑之言。”

有个患不育症、长期担任某中共

高干的助手，在我帮她做了“三退”

之后，已经50岁出头的她生了双胞

胎；有好几个年过半百患不育症的公

安局长，在承诺不再迫害法轮功并声

明退出中共组织后，一两个月之内妻

子就怀孕了。

还有一些得癌症的警察和政法系

统人员，也是在声明“三退”和答应

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之后很快康复。 

公安头头明真相后“三退”
武汉肺炎爆发以来，到我诊所退

党的各级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也比以

前增加了很多。一名厅级公安部门的

头头找到我，说：“听说你什么病都

能治，新冠病毒二次感染的病毒传染

性增强了十倍，这种病你有办法吗？”

我说：“当然有办法，我有师父和大

法。大法无所不能，不管什么病，只

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一定能好。你如果感染了病毒，你

到我这里来，咱俩一起喊‘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你看看能不能好。” 

我说：“中共隐瞒疫情，让那么

小诊所名扬四方  
秘诀何在？ 

多人无辜受难，它从来不把百姓的命

放在眼里。而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避

疫良方，是真正地在救人。现在天

灾人祸那么多，大家要抓紧‘三退’，

不要在灾难中失去生命。”这个厅级

公安部门的头头听明白了，做了“三

退”，说：“我今后坚决不迫害法轮功

了，反过来我还要为法轮功说好话。”

我说：“你如果为大法做了好事，瘟疫

和灾难会远离你，你也会有一个美好

的未来。” 

两个“7•20”是巧合吗？
不知您是否注意到，郑州水灾

和南京宣布疫情都是7月20日，中

共正是在1999年这一天掀起对法轮

功的迫害。去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和2001年1月23日中共导演“天安

门自焚”栽赃陷害法轮功也是同一天，

这难道是巧合吗？

中共迫害法轮功是旷世大恶，是

灭佛大罪！因而招致“天灭中共”并

殃及百姓。咱可不能成为其殉葬品，

那最好的自救就是清除头脑中被中共

灌输的对法轮大法的偏见，真心认

同“法轮大法好”，远离中共“三退”。

现 在 已 有3.8

亿中国人声明

“三退”，为自

己选择了美好

的未来。

2021年8月6日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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