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眼睛
是那样的光明
就象黑夜的星星
亮在人们的心底
经过多少坎坷和崎岖
不变的是你的坚定
你的脸庞
是那样的从容
就象雪中的梅花
傲然开在严冬
经过多少风霜和冰寒
不变的是你的笑容
你的声音
是那样的赤诚
就象黎明前的曙光
划破黑夜的天空
经过多少付出和艰辛
不变的是你慈悲的无穷
你说“真善忍”是指路灯
引领我们回归正义的天庭

大陆民众
热议大选

平安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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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中国那样的
共产主义”

相信 “九字真言”
遇车祸安然无恙

平凡的百姓 不凡的良知
“不能让它成为我生命中最后一场大选”
，
爱国者正在为信仰和价值而战。
“在威斯康星州，我们领先了许多，
然而在凌晨 3点 42分出现了大量的灌
票，几乎全是给拜登的。直到今天，每
个人都在试图弄清楚它的来源。但我从
大赢变成小输。
”川普总统在 12月 2日
的白宫演讲中说，
“这是一件糟糕、糟糕、
非常糟糕的事。但是，我们将拥有超出
许多倍的、与推翻该州所需的 2万张选
票相比的票数。
”
如山的证据指向虚假邮寄选票和人
工篡改投票机上的数据，惊人的舞弊丑
闻颠覆了美国宪政。主导舞弊调查与诉
讼的美国著名律师鲍威尔呼吁：
“现在是
每一个爱国者站出来的时候了。
”
“我们
将不允许自己继续受到共产主义、社会
主义以及任何黑暗势力的践踏。
”
她的演讲激励人心，现场民众多次
欢呼，一遍一遍地高喊：
“谢谢您！”每
次召开曝光舞弊的听证会，场外都是支
持川普的旗帜与热烈的呼声。听证会上，
一位上市公司总裁作证说：
“我永远不可
能做认证，宁可辞职也不认证那些选举
结果。
”一位年仅 20岁的卡车司机说，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大选，他不想让它成
为生命中最后的一次大选，不想把真相
带进墓地，所以他要出来作证。
音乐人 Dave Bray也说：
“我认为
这个国家是星球上自由的唯一希望。如
果这个大选被允许偷走，这将是美国历
史上的最后的一个大选，美国人的声音

和美国人的自由将永远不再存在。
”
正义之声在美国上空回荡。吉姆·威
廉姆斯驱车 34小时赶到华盛顿参加挺
川摩托车大游行。他说：
“我们想让我们
的总统知道，不管他在哪里，我们都会
出来支持他。在我的家乡亚利桑那州挺
川车队绵延 96英里长，每个周末都有
支持者的集会。
”
Giraffe Voice在网上留言：
“鲍威
尔律师的团队真的非常厉害，能在那么
短的时间内收集和整理出那么多证据。
我也会继续给她的团队捐钱。
”还有网友
称赞：
“鲍威尔冒着破产、声誉甚至生命
危险，指控投票机公司与索罗斯等与共
产政府有联系、
犯有重罪。她不仅是律师，
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 支持她 !!!”
11月 25日宾州葛底斯堡听证会后，
舞弊真相第一次公开曝光，网友热评不
断。Aare K 说：
“川普不赢，有辱做美
国人！” Hongmin Fan 说：
“宾州葛底
斯堡战役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战略转折
点 , 用于今天，再恰当不过了。
”还有人
说：
“人算不如天算，算了也是白算，时
间是个神。
”
共产主义曾带给世界饥荒与杀戮，
造成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的悲剧
不能再重演。美国大选是自由世界与共
产主义的正邪大战，是信神与反神的较
量，更是人类走向未来还是走向毁灭的
明慧网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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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

美国人反对窃选，为维护自由发声。

“不要中国那样的共产主义”
我们必须站出来，守卫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最近，拜登选中的女发言人普 “川普在哪，我就在哪，我去了很多
萨基头戴共产党镰刀、斧头标志帽 川普的集会，有许多民众支持他。
子的照片被网友翻出，遭到很多人 我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不想要中国
”
质疑。网站作家加布里埃拉·霍夫 那样的共产主义。
从大陆到美国的谭女士是三个
曼说：
“如果您厌恶纳粹主义和纳粹
符号，那么您也应该憎恶共产主义 孩子的母亲，她看到欧洲国家已被
的锤子和镰刀。
”
《每日来电》的副 左翼社会主义潮流糟蹋，担心美国
“我们能答应吗？
主编弗吉尼亚·克鲁特说：
“在佩戴 也会走那样的路。
共产党标志的同时又代表美国？怎 这是生与死的问题！这是我们华人
的觉醒——我们必须站出来，守卫
么能让外界接受？”
民主党极左人物桑德斯、AOC 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等都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色彩。美国 我们要告诉全世界，即使在美国民
人担心民主党会把美国拖进共产主义 主党的大本营纽约市，依然有一群
深渊。
密歇根州选民Brian Szuch说： 充满了正义善良、有责任、有担当
“我是匈牙利移民，我记得我祖母坐 的人拥护川普，支持保守传统的价
在电视前嚎啕大哭，电视正在播放俄 值观念，为美国的未来发声！”
川普团队律师林伍德在新闻发
罗斯坦克入侵匈牙利镇压反对派。那
“16 岁时，
画面一直刻在我心里。我不相信社会 布会上两度哽咽。他说：
母亲去世，父亲入狱，我自己身无
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
”
越 南 裔 美 国 人 Lam Nguyen 分文。我能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
说：
“我离开越南就是为了自由二字， 我生于美国，换为世上任何其他国
如果这片土地变成了社会主义，我 家，我都不可能成功。这就是为什
该去哪里呢？我今天来参加抗议， 么我热爱美国，我要为美国战斗！”
他认为现在的美国就如同
是因为他们将要抛弃自由，这片土
地将要变成社会主义国度。我会一 1776 年签署《独立宣言》的那一刻，
直战斗下去，即使我将为此付出生 人们必须为追求自由的权力站出来，
命。
”电影制片人越南裔阮女士说： 保卫这个国家。
明慧网

新型迷魂汤，
你看清了吗？

最近，鲍威尔律师在演讲中
说：
“上帝、家庭、国家是现在必
须回归的价值观，这是美国这个
伟大国家的立足之本。
”但是美国
民主党又炮制“新型”共产主义
迷魂汤来迷惑人，说它和已经失
败的社会主义不一样。
到美国 30多年的华裔张钧对
此嗤之以鼻：
“他们没经历过肚子
饿的滋味，天天吃牛排的人，怎
么知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
些无赖的欺骗学说在骗人害国家，
社会主义就是你创造的财富，要
给少数共产党的头子去分配。别
被政棍骗了。
”
海外华人作家笔会前会长蔡
可风说，听人说“民主党为穷人
着想，共和党为富人着想”
，他马
上就联想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
福”
。
“这说法太像了。因为在大
陆已经被共产党骗过一次，所以
马上就怀疑（民主党）
。现在看到
美国人在搞自我欺骗，他们没有
看透社会主义的实质。
”
蔡可风到美国后撰写了《南
风窗：十年文革前后大逃亡港澳
纪实》，描述三代人如何翻越中
国的“柏林墙”、偷渡香港的境况。
他说，“大逃港”就是老百姓用
脚投票，那时人人羡慕偷渡成功
的人。
共产伎俩在美国花样翻新，
与中共所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想让人
们对罪恶的共产主义仍抱有幻想。
中共官员也不信共产主义，真正维
护的是他们的权力与利益。大纪元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退”
，
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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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民众热议大选
从未见过中国公知圈如此“热烈又分裂地”讨论美国大选。

美国大选和中国人实实在在地 长时间轰炸的假民调，非刻意炮制无
相关。一位原准备到美国投资移民的 法产生，和造谣无异，是新闻史上的
私企老板说：
“如果拜登上台，让我 奇耻大辱。一定要彻查炮制假民调丑
去美国我都不去了，打、砸、抢横行， 闻的媒体。
加州偷 950美元不算偷，谁受得了？
Jiangang Wu 在 Youtube 上
富豪去也受不了呀！”
说：
“我是大陆人，我支持川普，支
在推特上，一些能翻墙的大陆 持共和党，向往美国的自由民主，盼
人表达了他们的真实看法。中央民族 望中国的天早一天亮！”还有人说：
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发推说，川普胜 “川普制裁中共，说出了中国人不敢
选已无悬念。且不管最后结果，就目 说的话。
”
前公布的来看，已经可以百分之百地
北京某高校的梁老师说，美国
确定。一大批所谓主流媒体长时间来 的民主党左派一方面口头谴责中共的
每天呶呶不休的民调，和选举结果南 人权问题，一方面和中共勾兑，比如
辕北辙，是彻头彻尾的假民调。这种 在民主党左派云集且占绝对优势的好

觉醒

最近怎么
什么都那么顺？

面临生存危机，老板一筹莫展。于是
去寺庙烧香拜佛，求财神，去庙里做
义工，希望能通过积德行善为企业带
我工作单位的老板是我的朋友。 来好运。
我对她说，你去庙里烧香拜佛，
一次老板因病住院，我告诉她诚心敬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病很 不还是相信有神吗？可共产党是无神
快好了。她知道法轮功好，
但是对“三 论，不退出它的组织，你脚踩两只
退”却迟迟不表态，觉得和自己无关。 船，神佛怎么能保佑、帮助你呢？老
爽快地同意“三退”
。
今年受疫情影响，公司一直没 板一听就明白了，
有开展新业务，有几百万贷款就要到 三天后银行贷款放下来了；一星期后，
期，老板几乎找遍了所有银行，都因 原来谈不下去的合作项目，对方又主
为没有新订单而无法得到贷款。公司 动找上门来了；开发的新项目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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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坞，十多年来，一直和中共暗通款
曲，从先前的《2012》到今天的《花
木兰》
，谄媚态度毫不掩饰。左派这
种对自己价值观的心口不一，呈现出
明显的道德虚伪。
著 名 报 人、 前《 中 国 青 年 报 》
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说：
“群里头都
在实时提供讯息，我们一点也不比
美国人知道的晚。从未见过中国公
知圈如此‘热烈又分裂地’讨论美
国大选，除了川普本身的真人秀性
格，还有这 4 年美国对华战略改变，
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对中国
民众的切身影响。
”
李大同所提到的这些公知群组
里的大选信息，不是来自中国官媒。
“中国媒体早就已经退出中国社会生
活了！我告诉你，现在中国所谓的主
流媒体在一夜之间关闭，中国社会不
会发生任何波澜。
”
大陆经济学者何军樵表示：
“拜
登不会成功的，他不可能买通所有人。
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天意，你不能说没
有天意。无神论者为什么要去庙里烧
香拜佛，所以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就
是个天意，民心向背就是天意。
”
对于中共，何军樵表示，世界
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
“毛
泽东说战天斗地，他斗赢了没有，国
家成什么样子？所以，跟天斗，就掂
量掂量斗不斗得过；跟历史潮流斗，
能不能斗得过，自己掂量。
” 大纪元

进展。老板开心地说：
“真的管用啊！”
的确很神奇，就这么一个决定，
马上就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老板也
知道了无神论是骗人的。中共战天斗
地，向人灌输“假恶斗”
，不让人相
信善恶有报，还迫害信仰“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社会道德能不败
坏吗？老天能不震怒吗？百年红潮已
经走到尽头。
“天灭中共，退党自救”
，
已有 3.68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
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
明慧网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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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九字真言”遇车祸安然无恙
当彼得从车门爬出来的时候，
心里默默地感谢法轮功师父的救命之恩。

危难时刻，小莲花护身符保护了彼得。

车里挂着的写有“真善忍”的小莲花挂件。

我侄子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今
年 4月住院做心脏瓣膜手术，术后 12天还没醒来，而
且情况越来越糟：心脏渗血，各器官衰竭，急需输血
却输不进去。医生再次下病危通知：
“人不行了，拔了
管 5分钟就完，带呼吸机走还是不带呼吸机走？”他
女儿苦苦地哭着求医生“等等，再等等”
。
20多万的手术费是东凑西借的，侄媳妇急疯了，
他母亲也急得住院了。我打电话告诉侄子的女儿：
“孙
女，咱求大法师父吧！你进不去重症监护室，就在房
间门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对大法师
父说，求求李大师救救我爸爸。反复念，这样你爸会
好的。
”
第二天有好消息传来，侄孙女说：
“我爸有意识
了！”每天传来好消息：
“老奶奶，我爸手能动了。
”
“我
爸睁眼了。
”
“我爸回普通病房了。
”最后一天来电话说：
“老奶奶，我爸明天就出院了！”出院后，侄子打电话
来说：
“李大师救了我，真灵了！医生指着我说：
‘睁眼
了，奇迹！’
”
明慧网

奇迹

见证

睁眼了，奇迹！

彼得是个德国人，今年 7月 1日他开车去 100公里
以外的公司上班。当天下着大雨，在高速公路上，当他
想从一条路线转换到另一条路线的弯道时，车祸发生了。
当时路面有雨水，他的车在路上滑行，然后向右转了几
乎 180度，侧向撞在了高速公路的护栏上。
整个车的前面严重破损，挡风玻璃全部损坏，压向
驾驶员的座位，驾驶员的空间非常狭小，尤其彼得人高
马大，如果玻璃再向前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是什么力
量在刹那间挡住了危险？原来在挡风玻璃的位置上，挂
着一个“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小莲花挂件，这是
两年前一位台湾法轮功学员送给他的。彼得很高兴地接
受了，随手挂在了后视镜上面。彼得说，是“九字真言”
在危难时刻保护了他，他会把小莲花继续挂在自己的新
车上。
彼得生性淳朴、乐观、乐于助人，相信因果轮回，
他非常了解法轮功真相。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也嗤之以
鼻，还几次有幸观看了著名的神韵演出。车祸中，彼得
除了头部被撞了一个小包外，几乎是毫发无损。当他从
副驾驶的车门爬出来的时候，心里默默地感谢法轮功创
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
大纪元

“这小子命咋这么大，
得有神佛保佑啊！”

一天，24岁的何德福把车停靠在路边，在车上看
手机。突然头顶上猛的一声炸雷响，车头盖下塌，油箱
起火，车门和前面挡风大玻璃的碎片乱飞。他感觉自己
被压成了一个肉团，可瞬间有只大手把他推出了车外，
然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清醒后一看，自己正躺在地
上，
但哪儿也不疼，
一下站了起来。围观的人都大吃一惊，
说：
“这小子命咋这么大呀，得有
神佛保佑啊！”原来是一辆吊车
的绳子断了，方形钢管从高空垂
直落在车头上。要不是被拽出来，
人已经成肉饼了。
德福去医院检查换衣服时，
摸到了兜里的“九字真言”护身
符。他全身一热，一下子明白了：
危难时把他从车里推出来的原来
就是大法师父啊！是大法师父救
诚念“九字真言”保平安
了我的命啊！
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