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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你并不孤单
良知让我们心心相连
乌云压顶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走过黑暗
重重乌云终将散
灿烂的彩虹挂在天边

黑暗中的你并不孤单
正义让我们时时肩并肩
寒风肆虐的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走过艰难
严寒逝尽终有时
春天的脚步已在耳边

艰难中的你并不孤单
信仰让我们意志更坚
百年红潮终将尽
力挽狂澜兑誓言
回归传统是正道

“真善忍”的光芒照耀人间

与你同行

不能让共产主义
把美国拖入泥潭

为什么美元上印着
“我们信仰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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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的“停止窃选”集会上，一辆全身都用

美国总统川普头像、“让美国继续伟大”

等标语装饰而成的“川普列车”十分引

人注目。

选民霍尔花费逾百万美元购买了一

辆大巴并把它打造成“川普列车”，打

算开着它在全美巡游。他说：“川普总

统真正做到了兑现承诺，他是来帮助我

们所有人的，但那些人要把这个国家撕

碎。我看到了杀人放火、解散警察等等

乌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一位威斯康星州选民为了解真

相，一怒之下掏出2.5万美元下载了该

州的大选数据。以往选民可以公开查询

大选信息，但今年被指舞弊严重的威斯

康星州，民众下载竟需支付2.5万美元，

这位选民自己掏钱买下全部数据并提供

给公众免费下载。有得到数据库的人士

发现，数据极度混乱，作弊疑点重重。

大选舞弊的丑闻不断被曝光，“拜登

曲线”在宾州听证会后被网友讽刺为“拜

登大跃进曲线”。在11月25日举行的听

证会上，一名证人说：“90分钟进来60

万张票，其中57万是给拜登的，给川普

的不到3200张。”听到这些数字，举坐

哗然。共和党投票站观察员格雷格·斯

坦斯特罗姆还作证说，47个USB数据卡

不知去向，而这些数据在没有监督的情

况下都上传至投票机。

宾州听证会后，34名共和党州议员

支持撤销选举结果认证。他们在声明中

说：“我们目前的行动非常紧急，我们要

确保公众信任选举系统。公众只有信任

政府的选举系统，才能信任这个政府。”

川普获得7400万张的选票创下了

历史记录，而拜登8000万的选票不是

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两人选票相加超

过1.4亿的注册选民数量，正常人一看

就是荒谬的。很多人质疑，拜登在一些

地方的支持率太高，甚至超过独裁者卡

扎菲和萨达姆在他们国家的支持率，难

道民主国家的拜登比独裁者还独裁吗？

现在美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决定国运

的十字路口。被民主党浸染的美国主流

媒体对大选舞弊视而不见。拜登的支持

者们直接打出 “资本主义正在杀死我们，

为社会主义选择而奋斗”的横幅。甚至连

以自由包容精神著称的哈佛大学，都有

历史时刻  彰显善的力量
当坚持是为了价值，当信仰在心中导航，上苍便会赋予勇气和智慧。

霍尔花费百万美元打造了一辆“川普列车”，准备在全国巡游，支持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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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让共产主义把美国拖入泥潭

前不久一边强迫民众带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一边和同僚热闹庆祝生

日的加州州长纽森竟然做出这样的规

定：为了避免疫情传播，关闭所有“非

必要”行业，只允许“必不可少”的

生意营业。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

必要”行业包括教堂和餐馆，而“必

不可少”的行业则包括脱衣舞俱乐部、

堕胎诊所和大麻贩卖点。

明慧网

大纪元

2 民心 祝你平安

11月14日数十万人在华盛顿DC举行挺川大游行，呼吁“停止作弊”。

川普的支持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把美国带回传统价值与信神的正道。

加州千橡市牧师麦考伊神父疾

呼：“这真是癫狂了！美国人已经受够

了他们的谎言、愚蠢和伪善！收起你

们的暴政吧，我们要过感恩节！我们

要拜上帝！”

这次美国大选让人看到共产主

义在美国渗透到什么程度。Kaichen 

Zhang在网上留言说，我们不希望

物品被盗，金钱被抢，非法移民随意

进入，杀人放火不被惩罚，鼓动变性，

吸毒害身，保护强奸幼女，黑命贵安

提法无法无天，偷盗950元合法，选

举不用验明身份。反对资本主义变成

社会主义，就必须抵制拜登。

美国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川普总

统的前副助理塞巴斯蒂安·戈尔卡博

士最近写了一本新书《为美国灵魂而

战》， 阐述左派如何夺走美国人的信

仰。他说，现在美国70%的千禧一

代同情社会主义。为什么？只要读霍

华德·津恩这位美国仇恨者的书就知

道了。他写的《美国人民的历史》成

为强制性教科书。今天美国的常春藤

学校，你到那攻读英语文学专业，四

年时间都不会读到威廉·莎士比亚。

更不可思议的是，今年加州还批

准了黑命贵组织开发的课程，即从幼

儿园开始到12年级，学校里会有黑

命贵组织教的课程内容。而黑命贵运

动与共产党流氓暴力革命有异曲同工

之处。

很多美国人表示，不能让共产主

义把美国拖入泥潭，川普的支持者们

希望他能力挽狂澜，把美国带回传统

价值与信神的正道。

学生搞征签，不让支持川普的人到哈

佛演讲。

 “假恶斗”、威胁恐吓、株连九族、

言论审查这些共产主义的常见伎俩在

美国轮番上演，令人难以置信。美国

共和党全国发言人伊丽莎白·哈灵顿

发推文说：“我们是法律统治还是暴徒

统治？我们是要民有、民治、民享政

府，还是要民主党左派治下的威胁和

恐吓人的政府，任由大媒体为他们掩

护，由大技术公司为他们审查？”

但是，邪恶越猖狂，民众也越清

醒，很多人意识到这不再是一次简单

的选举，而是关系到美国是否会被共

产主义颠覆的历史时刻，关系到美国

人及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还能继续实现

“美国梦”。

当信仰在心中导航，上苍便会赋

予勇气和智慧。川普团队律师林伍德

说：“作为一名律师，我需要证据，我

没有用证据去找到答案，而是凭着信

仰找到的。一旦我凭着信心坚信上帝

是真实的，证据就无处不在，就像今

晚的夕阳。”

美国还有那么多信神的人，只要

信仰还在，良知还在，希望就在眼前。

美国新泽西州居民Jon Huston

说：“局势看起来很糟，但神就是神，

神创造了我们，神爱所有人，他不希

望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川普就

是他选择的人。我和很多人也是神的

子民。现在是正邪对战的时刻，正义

由川普所代表；另一方邪恶不仅由拜

登所代表，还有想要窃取这次选举和

毁掉美国的人。如果他们成功的话，

美国就完蛋了。但不会的，因为神的

先知已经说了，川普会连任四年，这

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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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川普上任后就表明拒

绝社会主义，去除“政治正确”。

所谓“政治正确”就是要把人群

按照“受压迫”程度分成等级，“受

压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

的尊重和礼遇。这种“唯成份论”

和中共把人刻意分为“红五类”“黑

五类”，万恶的资本家，吃人的地

主富农，如出一辙，其目的是制

造仇恨，制造社会与家庭的分裂。

中共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蛊惑

人心，夺权后就撕下面具：收回

农民土地，工人失业，知识分子

被批斗。现在无官不贪。有网友

概括道：人民公安害人民！人民

检察抓人民！人民法院判人民！

人民医院坑人民！人民政府榨人

民！人民日报骗人民！人民军队

杀人民！人民币里无人民！

中共篡政之后，在历次运动

中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它

破坏中华神传文化，剥夺人们的

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残酷打压

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天怒人怨，百年红潮已经走到尽

头，3.68亿中国人已选择退出中

共“党、团、队”组织， 远离共

产邪灵，为自己选择美好与平安。

11月27日，来自福州的黄

敏在大纪元网站留言：“由于受到

中共‘党文化’蛊惑，也可以评

优评先，加入了邪党。后来有港

台留学生给我一本《九评共产党》，

我在好奇心驱使下阅读后，意识

到了马列恶势力的滔天罪恶，思

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冷静下

来后，决定在此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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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还有

人信上帝？”在国内知乎网站上有很

多类似的提问，在被中共从小灌输无

神论的很多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奇

怪的现象。

事实上，美元上就印着“我们

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

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可

了国会的一项联合决议，并宣布以“我

们信仰上帝”作为美国国家格言。这

句话还被记入《美国法典》。这在当

时也是一种对付冷战的手段：“这些日

子里，极权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肆机

攻击和破坏自由，提醒我们所有人我

们信仰上帝的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就

显得十分适当，只要这个国家信仰上

帝，这个真理就会显扬。”

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美国物理学家威廉·菲力普是一名基

督徒，他说：“一般人总会试图把宗教

与科学对立起来，而真正的科学家们

却不这么认为。”由于他在量子物理

学中对于基本粒子的研究，使他认识

到上帝的存在，他会把宗教摆在科学

之上来了解生命。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顶尖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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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伏特、安

培、欧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

等。20世纪英、美、法三国科学家中，

有90%以上的信神，甚至世界最著

名的十大科学家全部都信神。

爱因斯坦曾说：“今天科学没有

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

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

在。总而言之，人的五种感觉是有限 明慧网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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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潮终将尽为什么美元上印着
“我们信仰上帝”？

宗教与科学对立吗？真正的科学家们却不这么认为。

觉
醒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
退”，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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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威廉·菲力普

制的，无法感觉出神的存在，科学也

无法否认神的存在。因此，我们应该

确信神的存在。”

如今，科学家还发现善恶有报

是真正的科学。比如，少年罪犯的身

体虽然通常比起同年龄的守法少年强

壮，但当他们步入中年之后，健康状

况就急速下降，住院和残障的风险比

正常人高出好多倍。

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随机

抽取了7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

踪调查发现，乐于助人且与他人相处

融洽的人，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

优于常怀恶意、心胸狭隘、损人利己

的人，而后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

1.5到2倍。

科学家还发现，善恶有不同的能

量频率与物质特性，婴儿都有着善良

的本性；当人要说谎、欺骗时，生理

状态都会出现不由自主的变化，且都

能被精密的测谎仪监测到。

所以科学家们相信，行善能延长

人的寿命，这和中国古话“仁者寿”“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善恶有报”是

一个道理。



“九字真言”排字  向世人传递祝福

“我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温暖与

凝聚力。”今年70岁的黄女士生平第

一次观看法轮功学员排字，她感受到

善与祥和。

在 刚 刚 过 去 的12月5日， 约

5400名来自台湾各地的部分法轮功

学员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

场，排出“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游客交口称赞：“好盛大、

好壮观、好殊胜！” 

印度游客Sankalp Verma说：

“ （中共）为什么要迫害那些对自身、

对社会其他人有好处的人呢？这是完

全没有必要的。我希望那些遭迫害、

被关进监狱的人能很快被释放。修炼

法轮功是一件好事，尤其当今世风日

下就更需要有信仰。”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

集团开始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

的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进行污蔑诽

谤。但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至今法

轮功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及地

区，一亿多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

法轮大法在台湾弘传，也给台湾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福报，神奇例子在东西方屡见不鲜。

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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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带来福祉，台湾成为全球抗疫的典

范与尊重信仰有直接关系。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

婉琪说，今天在台湾，法轮功学员排

出世界上最大的一幅“九字真言”献

给世上所有的有缘人，祝福这个世界，

尤其是疫情肆虐的国家和地区。在危

难时刻，全球法轮功学员将“九字真

言”这一救人的法宝传遍世界各个角

落，许多确诊武汉肺炎的人因此舒缓

或是痊愈，神奇的例子在东西方屡见

不鲜。因为“九字真言”是宇宙的真

理，当人们以诚心诵念时能心生善念，

直接获取宇宙中的正向能量，防止外

邪入侵。

陪着姐姐一起参加排字的陈世旻

是警察，因为工作遇到低潮心情很烦

躁，姐姐便拿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

法轮》给他看，三两遍看下来后，他

就再也放不下了。他说看《转法轮》

后思想有所提升，变得比较豁达，身

体也健康了，很多行为就会按书中写

的“真、善、忍”准则去做，一切都

变得好了起来。

危难之中 
“九字真言”保平安

大纪元

今年1月20日，我女儿和

女婿带着两个外孙回到我家过年。

原来准备呆半个月就回去，想不

到我家这地方爆发了武汉肺炎，

还被称为东北“小武汉”！全县封

闭，小区门都不让出去，外地来

的也不让离开。就这样，女儿全

家困在我家两个月，着急上火。

女婿得肾结石十多年了，每

年都犯一两次，吃药也不好使。

一天他的肾结石突然犯了，疼痛

难忍，趴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

还呕吐。

这时，我把姑娘和两个外孙

叫过来，让他们和我围坐一圈，

告诉他们对着女婿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要诚心诚意地不

停地认真念。以前他们全家都退

出了中共邪恶组织，小外孙也都

会念“九字真言”。我们念了二十

分钟左右，女婿说他不疼了。当

晚我们就让他休息，一宿也没疼。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厨房做早

饭，女婿拿着一粒高粱米粒大小、

棕红色、形状扁方圆的小石头给

我看。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是他

早晨上厕所时排出来的，就是那

个肾结石！全家人都不知道该说

什么才好。我先清醒过来了，告

诉全家人是我们念“法轮大法好”，

大法师父救了女婿。

解封后女儿全家回去了。十

多天后的一天，女儿打电

话告诉我女婿又排出

来一粒肾结石，折

磨女婿十多年的肾

结石就这样奇迹

般的好了！

见证

54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前排出“九字真言”图，场面壮观殊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