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中医，自己

开了一个小诊所。

我这个诊所，尽管条件简陋，可疗

效显著，每个月都至少有几例癌症和其

他疑难杂症患者获得康复。这10多年来，

我这里治愈的癌症、绝症患者不知道有

多少例了，这一切归功于我修炼了法轮

大法。

以前给病人诊治都是遵循传统的中

医方法——望闻问切，照方抓药。后来

我看到明慧网刊载了很多世人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

身体得到康复的故事后，深受启发。于是，

我也开始在看病的时候叫病人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些年来，不

知有多少病人亲身体验到了“九字真言”

创造的奇迹。

 2020年10月

24日，一个90岁

的老大爷步履蹒

跚地来到诊所。

他告诉我说，他得了

直肠癌，在医院治了几个月

都不管用，钱也花了好几万，

一点起色都没有，医生都不愿

意给他治了，叫他回家。他回家后

又到一些私人诊所看病，便宜点的一付

药都是上百元，还是没有好转，反而越

来越严重了，现在发展到大便都排不出

来了，肚子胀得像临产的孕妇，走路都

困难。

我老伴没有修炼，心里想的是赶快

看病，给他开药方，催我给他抓中药挣

钱。我不为所动，我得先给他讲真相。

我问他：“你这个病有生命危险，你想活

命不？”他说：“我想啊。”我说：“你想活

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你只要诚心念，一定能好。”

老大爷点头答应了。

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

自1992年传出后已经弘传世界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修炼者上亿。法轮功祛

病健身有奇效，很多人修炼后一身的病

都好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

接着，我给他称了一两大黄，10元

钱，再给他开了20元的中成药，让他回

去泡水喝，总共才30元。

10月26日早上，这位大爷又来到

诊所，高兴地说：“我的病好了。我昨天

能解大手了，屙了好大一马桶，全部排

出来了。这下我感觉好轻松，再也不难

受了。”我说：“你的病能好，全靠法轮大

法，以后要记住常念‘九字真言’呀。”

小诊所
为何能治好
这么多癌症?

美国弗
吉尼亚大学
的副教授李
旭东，曾获
得 有 “ 骨 科
研究的奥斯

卡奖” 之称的Kappa Delta
奖。他母亲年轻时在北京
研究导弹推进剂，化学中
毒导致造血功能障碍，身
体免疫力严重下降，夏天
也要穿毛衣，家里不能开
窗通风。母亲修炼法轮功
两个月，纠缠她30 多年的
病就好了。这让李旭东又
惊又喜，他开始阅读《转
法轮》并走入修炼。他相信，
随着人类对生命、信仰认
识的提高，越来越会从精
神方面着手治疗疾病。

医学博士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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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其他医院花几万元治不好的直
肠癌，在我这儿只花了30元，两天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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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家知名医院的眼科主任，

修炼法轮功已有25年。刚刚得法时

我就想，在工作中我该怎样按照“真、

善、忍”做呢？首先要做到善，对患

者如亲人。就像对待父母一样对待病

人，遇事先考虑别人。

拒收红包   患者慕名而来
我刚刚得法一个月时，收了一个

外地来的患青光眼的大娘。她儿子给

了我200元红包，我推脱不下，就暂

时收下了。

大娘手术很成功，对我的服务

也非常满意。就在出院前一天，我把

200元的住院费收据给了她儿子。他

激动地逢人就说：“现在还有这样的大

夫，给钱不要，把给的钱当作住院费，

到出院时还回来。”

20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秉承“真、

善、忍”的法理对待我的每一位患者。

患者们也互相传：“这主任人好，对

患者好，手术做得好，还不要红包。”

我的大部分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

高难度手术   百分百成功率
我按“真、善、忍”提升自己

的同时，业务水平也在突飞猛进地提

高。了解我的人都说我的业务进步是

个“奇迹”，什么手术都是一看就会，

拿起来就能做好，而且还有创新。

我主要是做眼底手术的，包括

视网膜脱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复

杂眼外伤这些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

手术。可是在我开始做这样的手术的

两年中，成功率是百分之百。业内人

士看到这个数据一定会说不可能，但

是确实在我身上出现了。我的手术也

被国内同行各大医院的权威专家们认

可，有的成功案例他们还拿去当观摩

教案。

比手术更好的祛病秘诀
我从法轮大法的著作《转法轮》

中领悟到，医生只能暂时解除病人表

面的痛苦，其实“病由心生”，病人

如果没有解开自己的心结，病还会再

来的。而法轮大法是让我们同化宇宙

“真、善、忍”特性，帮助每一个人

提升自己的品行、道德，从根本上得

到身心的整体健康。因而面对患者，

我有比手术效果更好的高招。

我的一位患者是40多岁的农民，

患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糖尿病引

起的肾病需要透析，多年前他还患有

乙型肝炎、肝硬化腹水，多次在传染

科住院治疗。他一只眼睛接近失明，

另一个眼睛也视力下降。我检查后发

现病情非常严重，手术难度很大，手

术风险也很大。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

的真相，他认同，做了“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我教他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照

做了。

我给他那只几乎失明的眼睛做了

4个半小时的手术，手术非常复杂。

4个月后我把他眼睛里的硅油（手术

时注入的）取出，他视力恢复到0.15。

根据他的病情，这就是奇迹。一个月

后我又给他另一只眼睛做了手术。

患者出院来复查时告诉我：“大

夫，我多年的乙肝好了，我回家到当

地透析时，我告诉做透析的主任医生

我没有乙肝了，他不信，又给我做了

化验，真的是阴性。那主任说不可思

议！就把我转到普通透析台透析了。”

病人及家属都非常高兴，他现在常骑

着小摩托在田间地头跑。他说这都是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的

福报，他们非常感谢大法！感谢大法

师父！他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

我的手术只能治愈他的眼疾，而

诚念“法轮大法好”，不但手术奇迹

般顺利，连他久治不愈的乙肝、肝硬

化也好了。

她再也不用花钱打针了
还有位60岁左右的女患者，左

眼已经失明多年，右眼视网膜静脉阻

塞，视力下降。治疗这病要往眼睛里

注射抗VEGF药物。为了维持她的视

力，四五十天就要注射一次，一支药

就5700元，不能报销，对于一个普

通家庭来说，承担起来是很困难的。

注射到第8次时，我给她讲了法轮大

法的真相，也让她“三退”保平安。

之后，她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还给她家人都“三退”了。

现在，她本人已经有近一年没

有往眼睛里打针了，视力还是保持在

1.0。每次她来复查时，见到我就激

动地念：“法轮大法好！”这是众生得

救后发自内心的感恩。明白真相，“三

退”得了福报，再也不用花钱打针。

在我20多年的行医中，这样的神奇

实例发生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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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术只能治愈他的眼疾，
而诚念“法轮大法好”，不但
手术奇迹般顺利，连他久治
不愈的乙肝、肝硬化也好了。



能治好无数病人的病，却治不了

自己的病，这是很多医生的痛苦和无

奈。美国加州中医师李冬被白血球低

折磨了10多年，但是她得到“灵丹

妙药”后，几天就好了！奇迹是怎样

发生的呢？ 

李冬是一位有20多年经验，医

术高超的中医针灸师。在中国、俄罗

斯、捷克等国家都工作过。这些年，

每天找她看病的人都非常多。在俄罗

斯，每个月坐诊几天，每天都要诊治

几十个病人；在捷克，楼上诊室不够

用，又增加楼下诊室。在中国也是特

别忙，每天从早到晚病人不断。

“但是我能治疗这么多病人，却

治不了自己的病。” 李冬说，“在中国

的时候，10多年来白血球一直非常

低，我对很多药物过敏，有一次我

吃了两片磺胺药，白血球就下降到

2000（正常值是4000），住院、转院、

抽骨髓都不行。经常感冒，有的时候

还会眩晕。

“到了美国之后，1996年我吃

了两次消炎药后一下就病了，就是自

汗、盗汗。白天怕风，出门都要裹着

衣服，里面还出汗；夜里睡觉还盗汗，

所以感冒不离身，谁开药也不好使。

没有办法我就打电话到中国去，一位

中医院院长给我开了药，那是位老中

医，每个星期我打一次长途电话，4

个多月，中药一天都没断，但是仍然

一点都没好，还是自

汗啊，盗汗啊，口苦

得要命，心动过速，

速效救心丸成天在书

包里揣着。” 

这时候朋友向

她介绍法轮功。“当

时我不知道法轮功能

治病，只是一些功法

我喜欢炼一下，我就

把《转法轮》请回家，

然后看看书，跟朋友学功。

没几天的功夫，我发现，出门不

怕风了，也不用裹衣服了，夜里睡觉

睡得非常好，也不盗汗了，怎么10

多年的病瞬间就没了？我也没吃药，

也没治病，只是看一下书，炼一下功，

瞬间病就没了，就好了！” 李冬说，

“一直到现在身体非常好。从1996

年到现在20多年了，没有吃过一片

药，没有得过任何的病，感冒也从来

没有得过。所以我说法轮大法太神奇

了！其实，发生在每个法轮功修炼者

身上的神奇事太多了，说都说不完。”

怎么10多年的病瞬间就没有
了？我也没有吃药，也没有看
病，只是看一下书，炼一下功，
瞬间就没了，就好了！”

中医师感叹：10年沉疴快速消除

卡威·迪柏是一名牙科医生，在

德国黑森州的哈瑙市拥有自己的诊

所。2010年，一位年轻人来到诊所

做了普通的补牙治疗。治疗后，这个

年轻人得了面部特发性综合症。

这个病人从此几乎天天到他的

诊所，说他脸部疼痛。卡威竭尽全力

帮助他，带他拜访了16位德国医生，

其中包括6位教授，但最终都是徒劳

的。病人脸部疼痛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而且在这期间无法工作。

“他甚至晚上打电话给我，这对

我是一个巨大的痛苦与压力。我想，

是我自己没有做对，我甚至要放弃我

德国医生：绝望时刻的希望
的职业。”卡威说。他承担了走访医

生的全部治疗费用，最后还付了一大

笔钱给病人。

2012年，卡威开始修炼法轮大

法，《转法轮》教导人如何按照“真、

善、忍”的原则对待他人，这使他豁

然开朗。

神奇的是，这时事情也发生了奇

妙的变化。病人告诉他，虽然面部还

有些轻微的问题，但是已经不影响他

工作了，他的生活又恢复了正常。

卡威终于走出了无尽黑暗的隧

道，看到了光明与希望，他知道是法

轮大法善解了他与病人之间的怨缘。

“自从开始修炼后，我感受到身

心有明显的巨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

是我放弃了抽烟、喝酒，我感觉到身

体得到净化。打坐让我心里平衡并获

得安宁。”卡威说，“感谢李洪志师父

对我的救度之恩，给我指出了一条最

正的道路，我将永远感恩，在思想、

言语和行动上。”

     李冬在学《转法轮》

     卡威·迪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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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黄文静，来自上海，原是体

制内的一名药剂师，目前在英国留学。

因在医院基层工作，我深刻体会到“中

国式的逆淘汰”，即努力工作，对患

者认真负责的医护人员反而被排挤，

被边缘化。我自2018年底走出体制

并提出退党申请，至今未被理睬，原

因不言自明。下面我简要说明我的入

党及退党心路历程。

2008年前后，科主任建议我提

交入党申请，以便能够在体制内“参

与更多的岗位竞聘”，否则将逐渐失

去竞争力。我很快入党。从此，便参

加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洗脑”活动，

跨洋梦醒：一位上海医生的退党心路

还旁听人事任免、院内政策改革的会

议，这些不断冲刷着我对“何为称职

的医药工作人员”的认知。

2016年，我因为主张药房工作

改革，遭受前所未有的排挤和攻击，

在养病过程中第一次提出退党，被支

部书记劝阻。于是在修养两年后的

2018年底选择离职，远赴英国留学。

留学期间，能够自由地收看Twitter，

Facebook和YouTube的转帖和视

频，让我对中国的历史、百姓的苦难

和中共反人类的罪行有了真正了解：

“六四”事件、迫害法轮功、香港沦

陷和新疆集中营，至今让我不寒而栗，

潸然泪下。2020中共病毒的全球蔓

延，这个恶党又想尽一切办法，以“抗

疫”为名阻止海外中国公民回国，并

采用惯用的手法煽动国内“小粉红”

给留学生冠以“千里投毒”的恶名。

虽然这两年多我未曾参与党内活

动和交纳党费，而且早已不在岗位，

但支部依然拒绝进一步认证我的退党

事实。因此我决定在大纪元网站上声

明退出党、团、队，脱离这个人类历

史上最大的邪恶组织和意识形态，做

一个真真正正有良知的人。

我是一名大陆医生，20年前因
自身多种病痛四处投医无效，修炼
法轮功后，不仅疾病痊愈，至今仍
精力充沛。退休后到民营妇产科医
院工作，帮助许多产妇和患者化险
为夷，下面仅举两例。

产妇大喊：我要退党！ 
8年前我给同事的女儿接生了

第一胎，那时我已经给她讲过真
相，她退出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这
次她要生第二胎，特地不远千里来
到了我所在的医院。最近的一次产
检，结果并不好，产妇甲减，胎儿
脐带绕颈两周，胎头位置高。同事
非常希望女儿能够顺产，不想剖宫
产。我嘱咐她们一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这时年轻的产妇突然大喊：“我
要退党，我要退党。”我吃了一惊，
问她：“我原来不是给你退过吗？”
她说那时退的是团、队，之后在这
8年中又入了党。不管怎么样，她现
在主动要求退出，说明她知道危难

时“三退”能保平安。
第二天做产检复查，脐带绕颈

消失了。进分娩室了，我嘱咐大家
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胎头位置一直较高，胎位不正，宫
口开全后出现胎心律太慢，这种情
况属于难产。

我接产，我要把胎头扳正，科
室主任很有经验，但是此时他小声
问我：“能行吗？”我心里一直默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示意他加加
腹压。于是，我将胎头扳正，结果
孩子顺利出生了。

“这回我是真信了！”
我院有一护士，我跟她讲过真

相，当时她说已“三退”，我心想退
了就好，就没有继续给她讲真相。

就在前几天她生小孩，正好赶
上我值班。上产床后，由于脐带绕
颈一周，右枕横，胎心慢，同时出
现宫缩乏力，情况非常紧急。这时
我大声告诉她和我一起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她爽快地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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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得福：产妇化险为夷 

了。过几分钟后，医生听胎心正常
了。我鼓励她即使疼，脑子也别闲着，
就是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本来是要侧切的，当把胎头扳过来
时很顺利地就生了一个3800克的男
孩。产妇及家属都非常高兴。

产妇说：“我原来只是不反对法
轮功，这回我是真信了！”她的家属
见证了大法的神奇，7人一起“三退”。

法
轮
大
法
好

至今已有3.8亿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
队组织。神看人心，真心“三退”用
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破网登录“三
退”网址：tuidang.epoch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