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5岁的康妮住在丹麦日德兰半

岛的中部城市，跟其他退休的欧洲人一

样，经常去各地旅游。

2020年2月18日，康妮和女友一

起去了西班牙，坐火车去了两个城市。

当时正值嘉年华（狂欢节），人们意识不

到，一场恐怖的瘟疫正在逼近。旅游中，

康妮和朋友都开始咳嗽。

2月26日回到丹麦后，康妮开始发

烧。3月5日，她出现了武汉肺炎的典型

症状：失去味觉，呼吸变得困难。

3月13日，康妮病情加重， X光透

视显示肺炎和支气管炎症状，医生用盘

尼西林为她治疗。然而，她的病情没有

一点好转。

3月23日,她感到呼吸非常困难，

24日医生让她吸氧，但几乎没有什么

效果。3天后，医生建议她采用

一种新型肾上腺皮质激素吸入

器治疗，每天做两次，疗程一

个月。

3月26日，住在另一城

市的康妮的弟弟班尼打来电话询

问病情。班尼是法轮功学员，他

向姐姐详细介绍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瘟疫的来龙去

脉，使康妮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同时提

醒她诚念“九字真言”。接着，姐弟俩一

起念着中文发音的“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两天后，奇迹发生了，康妮发现自

己咳嗽止住了，她可以轻松地跟别人谈

话聊天，还能骑着单车上街。她明白了

“九字真言”真的是人们在劫难中的福音，

可以为自己带来平安和健康。

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之时，很多人像

康妮一样，靠着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的

“九字真言”走过劫难。

前瑞士诺华制药公司博士董宇红与

美国Walter Reed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博

士林晓旭做了一个“九字真言”的回

顾性研究，分析世界6个国家,6

个族裔的36例新冠病毒感染

者，在治疗无效的情况下，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之后具有显著、快速的临床改

善效果。尤其是11名重症患者

的改善程度相当鼓舞人心。

 2020年正月二十那天，
在湖北工作的金星焦急地
跑来找他认识的法轮功学
员说：“武汉一个同学打电
话说她丈夫与公婆三人都
染疫发高烧住院，三人都
很危重，快要不行了。现
在她和儿子也开始发烧，
她非常恐慌，您想想办法
救救她一家人吧。”
法轮功学员赶紧拿来一

枚真相护身符，叫金星用
手机拍下立即传给同学，
让他们一家诚念 “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并当即
在电话里给她丈夫退了党，
同学本人退了团，儿子退
了队。到了正月底，同学
千恩万谢感激法轮功救了
她，说只有公公年纪大病
情重走了，婆婆、丈夫和
儿子都好了。

救命法宝

祝
你
平
安

报明
刊慧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祝
福

密接染疫的家人
得救了

奇 

迹
一通电话 
全家摆脱新冠病毒

平 

安  

染疫中想起法轮功　
平安渡过劫难

救 

度

w
w
w
.m
inghui.org

疫情特刊
2021年11月9日         第40期

翻墙软件下载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

染疫念真言  两日神奇康复
     疫情中，台湾法轮功学员炼功，带给世人祥和与美好。

     丹麦的康妮



法轮大法好

2020年武汉发生疫情的时

候，我家大女儿带着她的女儿

回家过年。在沈阳转车时，在

候车室停留了两个多小时。那

天回家的火车上除了她和她

女儿，另外只有一名旅客。

孩子来到我家后，我们

高高兴兴地买年货准

备过年。

大年三十全家吃

过年夜饭，两个女儿

和两个外孙女各自回房

休息，我和丈夫在客厅沙发

休息。初一早上大约4点多钟，丈

夫拿起沙发抱枕，拍了我一下，把

我叫醒，告诉我他很难受，发高烧还

咳嗽，全身骨头都疼，浑身无力。

当时可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两

个女儿赶紧领着两个外孙女到我家另

一处房子去住了。

我丈夫回到卧室，把门关上，也

不让我进去了。这时我就去给他买药，

可这大年初一的，又加上疫情的原因，

一大早，药店都没有开门。我就先回

家去了。这时我的心平静下来，告诉

丈夫不要慌，诚心敬念 “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就能缓解。

丈夫闭上眼睛在心里念

着，我下楼看看药店是否开

门。有一家药店开门了，

我买了两瓶酒精和退

烧药。回家一看，

丈夫竟然在客厅

打扫卫生呢！我

惊喜地说：“哎呦，

你怎么起来了？”他说

好了，一点事也没了。

我一摸他的头，也

不发烧了。前后不

到两个小时，竟然

好得判若两人。

我高兴地马上

打电话告诉两个女儿：“你爸好了！”

孩子们疑惑地问：“是真的吗？”我说：

“真的。”“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女

儿们说。

过了几天，大女儿说她很不舒服，

喉咙到肚子中间也不知怎么的，总像

有一块东西在那儿卡着，从来都没有

过的感觉。又看见网上说她转车的

那天在候车室发现有一个人染上了武

汉肺炎，女儿很害怕，让我陪她去医

院做个核酸检测，确定自己到底怎么

了？是不是……她洗漱完后，准备去

了，那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有了上一次丈夫的经历，我非常

冷静，告诉女儿：“不要害怕，你爸那

么严重，那么快就好了，你也念‘法

轮大法好！’”

她说：“好！我念。你给我一晚

上时间，如果明天还不行，我们就去

检查，行吗？”

晚上6点发正念的时候，我和上

次一样，请求师父加持。女儿在那个

房子住，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6点半，

我丈夫担心孩子，就打过去电话问怎

么样了，女儿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说：

“就在刚才，6点15分，我一直看着

时间，感觉好像一只大手在我的那个

卡着的位置上一抓，瞬间好像一股凉

风，非常舒服，感觉卡着的东西全部

下去了，太好了！让妈妈替我谢谢师

父！谢谢师父！”

打那以后，我丈夫和孩子们更加

尊敬大法师父，相信法轮大法好！丈

夫也变得非常好，每天开开心心的，

和我抢着做家务，让我把时间省下来

多学《转法轮》。

密接染疫的家人得救了

我是日本法轮功学员。2017年

我在新宿车站从法轮功学员手上接到

了《法轮功简介》，上面印有法轮功

炼功点负责人的电话号码，于是我跟

大法接上缘了。到了公园炼功点，那

里的能量场非常祥和，非常美好，我

开始学功。这四年多来我一直坚持每

周六都到炼功点炼功。

2020年疫情严重时，我还是坚

持去，每周至少去两次。丈夫开玩笑

说：“你别把病毒带回家。”一天我从

炼功点回到家，见丈夫躺在沙发上，

发高烧近40度，他说身体怠倦，并

丈夫第二天醒来就好了
且没有味觉，

酸的，辣的，

咸的都分辨

不出来，他怀

疑自己被感

染了。

我心里很

平静，就像往常一样做好家人的晚饭

后，开始学法，炼功。夜深人静的时

候，我发完12点的正念后，双盘打

着莲花手印，对着师父的法像说：“我

只相信师父的安排，不管什么结果我

都能去承担，都去接受！我认为这都

是假相，明天一切都会好的。”然后

听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丈夫烧退了，恢复

正常了，他自己感到不可思议。我告

诉他，我们修炼人的家人，师父都在

管着呢。

     2014年5月3日，日本法轮功学员游行，弘传大法。

祝你平安2 2021年11月9日奇迹



 “哥，我们中招了，我和杰克（男

朋友）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刚被验出

是阳性，怎么办啊？”今年1月15日，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于先生接到

表妹杰玛从蒙特利尔打来的电话。

关键时刻想起法轮功
杰玛说：“我们俩1月12日感觉

很累，就去做检查了。第2天检查结

果出来两人都是阳性，就在家隔离，

当时我们俩情绪都很低落。”

杰玛突然想起表哥于先生曾经跟

她说过，有魔难时保平安的秘诀。她

打通了电话，急切地问表哥。于先生

说：“你先慢慢平静下来，不要急，平

静下来后，诚心地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一定没事的。”

她说：“好，谢谢！我会念的。”

她就坚持天天诚心念诵，几天后身体

状况慢慢往好的方向转变。而杰克到

第5天的时候，状况发展到非常严重

的地步“他全身骨头痛，发高烧，咳嗽，

晚上严重到呼吸困难。整个味觉和嗅

觉全部消失，这是新冠病毒最典型的

症状。” 杰玛说。

于先生就对她说：“你让他也念

‘九字真言’吧。”杰玛说：“我是要他

跟着我念，但因为他是讲法语的，中

文比较难说准，他就只会念‘真善忍

好！’但他也一直坚持念。”于先生说：

“只要坚持念就好。我告诉你为什么

这九个字管用。”

为什么“九字真言”有奇效
于先生以自己的理解给表妹做了

解释：中国古老的科学认为，人体是

一个小宇宙，和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星

体宇宙是对应的。而这个宇宙有一个

特性，那就是“真、善、忍”。这个

特性也是人类的普世价值。法轮大法

的宗旨就是“真、善、忍”。

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时，其实就是认同了这个宇宙的特性，

与整个宇宙贯通了。在念诵的那一刻，

念诵者脑子里想的是法轮大法和“真、

善、忍”，都是正念，是满满的正的

能量，整个宇宙的正的能量，从无限

微观到无限宏观全部都贯通到念诵者

的身体里，那个病毒的粒子怎么能够

抵御这么强大的正能量呢？不就解体

消融了吗？

杰玛听明白后，她和杰克就一直

坚持念。杰克的状况也逐渐好转了。

刘伯温预言了什么
于先生还告诉他们，明朝《刘伯

温碑记》里关于“真、善、忍”三个

字的内容。刘伯温是明朝开国功臣，

是朱元璋的军师，同时又是一位得道

高人。为后世留下了许多

预言，包括广为人知的《烧

饼歌》。刘伯温的预言，被

认为非常准确。

在《刘伯温碑记》里

清晰地提到遇到大难的解

救之道：“七人一路走，引

诱进了口，三点加一勾，

八王二十口。人人喜笑，

个个平安。但若不信要大

难，行善之人可保全。”

这段话，被认为是

“真、善、忍”三个字的正

体字（繁体字）的拆解，

是典型的字谜。这三个字，就是现在

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

功的法理，这种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

修真向善的修炼原则，也和碑文里面

的最后一句话“行善之人可保全”形

成相互印证。为什么讲法语的杰克念

“真善忍好”也见效，就是这个原因。

视频学功 百分百康复
杰玛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经

理，男友杰克是一位大学的生物学教

授，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杰克连

续念诵了两天后，就感觉有力气了。

能站起来后，杰玛要求表哥在视频里

教他们炼功。教完炼功动作后，于先

生又把李洪志师父在《大圆满法》里

讲的五套功法的特点告诉

他们。第一天，杰克只跟

着炼了第一套功法——佛

展千手法。当天就有了胃

口，开始吃东西。他们炼

了两天后，感觉身体已经

恢复正常了。

因为有跟进医生每天

要他们通报病情，杰玛通

报了他们的状况。医生说：

你们百分之百好了，你们

可以结束这个隔离了。他

们俩非常高兴。从此两人

每天一早起来就开始炼功。

染疫中想起法轮功  平安渡过劫难

七人一路走
引诱进了口

八王二十口

三点加一勾

法轮功五套功法示意图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
法 轮 桩 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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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在新加坡一所

公立医院当护士。2020

年2月6日下午3点多，

她们病房来了一个病人，

是从加护病房转来的。

那个病人在加护病房时

就已经做了核酸检测，

但报告还没出来。晚上

7点多，检测出来是阳性。

当时，因为值班的

护士都不知道，所以并没有穿防护服，

只是戴了普通的口罩。最后她们科室

有8个护士被隔离。

“当天我在值班，本应下午4点

下班。”小鱼解释说：“因为前一天我

加班1小时，按道理我当天可以提早

回家。平时我都不会计较这1小时，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早一点回

家，在问过护士长后，我在下午3点

新加坡护士：感恩大法护佑

离开。刚好错过那名确诊的病人。如

果我当班，我一定会去接那个病人过

来的。”

她表示，自己感觉冥冥之中有大

法师父的慈悲护佑。她告诉与该病人

近距离接触的护士，让她默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希望她能渡过

难关。隔离14天后，那位护士平安

回来了。

小鱼坦言，自己一开始还是有点

紧张，“但是我知道病毒对我们修炼

人不起作用。因此，之后我都能坦然

面对病人。现在每天的病例几百或上

千，加护病房时常会有确诊的病人，

在工作中我会做好防护，但是在心里，

我明白病毒和我无关。”

小文是新加坡一家综合诊疗所的

年轻护士，有很多时候会接触到武汉

肺炎患者，还要给疑似病人做病毒检

测。虽然如此，小文上班时心里还是

很坦然的，没有周围同事那么紧张、

害怕。她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

为我是修炼人，只要真修，都有师父

保护。” 

后来，她被分配去一个隔离点照

顾染疫病人。她说：“这个时候我不去

谁去呢？我是炼功人不会有事。其实，

不管是瘟疫啊，地震啊，都不是人力

可以抗拒的，冥冥中都有安排。最重

要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按

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

我是越南的一名法轮功学员，
在我怀孕5个月时，我家请来一个
保姆帮我做家事。当时刚好有人向
我介绍了法轮功，我开始了修炼。
保姆身体有很多疾病，我相信她也
很有缘分，叫她跟我一起炼功，可
是她很容易忘记，又有很多家事要
做，所以不能安排好时间，也就没
有跟我一起学炼法轮功。

直到有一天，她愁眉苦脸的，
原来是多年的胃痛折磨着她。看到
她躺在沙发上痛苦地挣扎着，我想
起表姐孩子发烧、咳嗽时，表姐让
孩子念“九字真言”，病很快就好了。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保姆，她就
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念了好多遍才记住了。过了5～ 10

分钟，她说她感到疼痛减轻了，
1小时后就去做事了。这是我刚
开始修炼时亲眼所见的奇迹。她后
来与我说，每次来我家的路上总是
一直念着“九字真言”。

由于越南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她不能再来上班，只得呆在家里。
几周前，她打电话给我，说她的亲
戚全家刚刚得了新冠肺炎。她也跟
亲戚说，要大家记得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但是她怕自己讲不好，
所以打来电话，让我给她的亲戚讲。

我知道这是我要救人的机会，
我打电话过去才知道，这一家共有
六七个人，已经有四五个人被感染
了，全家人都心神不安。我就给他
们讲真相，劝他们静下心来，并教

一通电话  
全家摆脱新冠病毒 

他们诚念“九字真言”。过后我又打
去电话询问，他们说一直在念，心
中没有挂碍了，身体恢复正常，没
有任何状态，也没有疲倦的症状。

两三周后，有一名医务工作者
去给这家人做检测。检测结束后，
保姆打电话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
亲戚全家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她非常高兴，我也为她的家人摆脱
了新冠病毒感到高兴。

她说谢谢我。我告诉她要感谢
大法师父！

诚念“九字真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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