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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除夕，我对儿子说：“妈妈送

给你一个新年礼物，从明天开始，你有

空的时候心里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到明年的今天我们来盘点，看

看你这一年有什么收获。”

到了约好的时间，我问他：“怎么样？

过去的一年有什么收获？”他瞬间就笑

了。这一年收获太大了——想出国的他

TOEFL、SAT成绩非常好；在校成绩也

是名列前茅；各种校外活动的优秀表现，

使他的好名声已经走出了校园。

在美国上大学后，尽管他未走入修

炼，但在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一直珍藏着

英文版的《转法轮》电子书。

回想儿子的成长历程是很不一般的，

小小年纪就能为大法说公道话，他才这

么有福报。中共迫害大法后，尽管外部

环境惊涛骇浪，但丈夫和儿子都知道大

法好。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老

师被迫在班会上讲揭批法轮

功的内容。老师心里明白，

不愿说大法不好，但迫于压

力又不得不敷衍，磨蹭到最

后几分钟说：“同学们，你

们说法轮功好不好啊？”面

对这个开放的问题，孩子们

不知该如何回答。我儿子举

手发言说：“警察抓人不对

呀！”老师说：“你说得对。”

刚好下课时间到了。

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提

出同样的问题。我儿子又发

言说：“这个结论有个前提，

就是中国是共产党统治。如

果前提不存在，那么结论也

就不存在了。”他的发言得

到师生的一致认可。

上初中的时候，我儿

子不仅退了队，到了入团年

龄还公开拒绝入团，却丝毫

不影响他被评为市级三好学

生。到了高中，不是团员的他照样当上

了学生会主席。

儿子对大法的态度给他带来了大大

的福报。在美国顶级文理学院毕业后，

他直接考入美国一所硕博连读的一流大

学，如今他的论文发表在美国一流的专

业期刊上，并被美国一流媒体关注。

为什么支持大法，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呢？因为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在法轮大

法遭到迫害时，人还能明辨是非、支持

善良，这是最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上

天的护佑。

人们在疫情、洪灾等天灾人祸中度

过了艰难的2021年，在这不安的年代谁

都祈求平安。其实幸福与平安就在您身

边——善待大法，秉持对大法应有的虔

诚与敬重，您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这

是上天赐予人类渡过大劫最好的礼物。

新年祈福：最好的礼物

在吉林，有一个警察
参与抄大法弟子家时，顺
便将一本法轮功真相小册
子装进自己兜里，拿回家
给常年有病的老娘看。老
娘半身不遂，看后觉得身
体很舒服，就天天拿着看。
后来能下地走路了，腿也
有劲儿了。再继续看下去，
不到半年时间，半身不遂
基本痊愈。老娘原来戴花
镜看，后来花镜也不戴了，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还能
买菜、做饭、收拾家了。

当这位警察再次偶遇
被抄家的那位法轮功学员
时，流着泪向他鞠躬说：“这
法轮功太神奇了！老娘嘱
咐我见到你要好好感谢法
轮功！感谢李大师！” 警
察拉着学员的手泣不成声，
不停地说谢谢。

警察：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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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瑾50多岁了，膝下一双儿女

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孙

女，可谓生活美满，尽享天伦。然而

美中不足的是，秀瑾很想再抱个孙子，

可儿媳自生下孙女后，几年了也没再

怀上孩子。秀瑾领着儿媳这看那看的，

也没怀上，心中有些着急。

他们真的是在救人啊！
2016年末的一天，秀瑾正在家

中给小孙女做棉衣，一个村民领着几

个大队干部来到院里，问看没看见俩

炼法轮功的？秀瑾说：“没看见。”

等这些人走后，儿媳指了指影壁

后面。秀瑾明白了，来到影壁后面，

见有两个女的，微闭双目，单手立掌

于胸前，平静而立。

其中一人说：“我们是炼法轮功

的，到你们村来送真相台历，刚才那

几个人要抓我们，为了不让他们犯罪，

我们想在您这儿呆一会儿，等他们走

了我们再出去。”

秀瑾请她们进屋喝水，法轮功学

员告诉秀瑾法轮功是佛家大法，“天

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找人假

扮法轮功学员，栽赃嫁祸法轮功的。

更让秀瑾震惊的是，中共竟然活摘法

轮功学员的器官！要真有这事，老天

爷肯定饶不了共产党，法轮功学员讲

的“天要灭中共”就是真的了。怪不

得他们要叫人“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组织），那要不退出来，不就

随着共产党下地狱了？这样看来，他

们还真的是在救人啊！

秀瑾想到这，来了正义感，决定

帮她们出村。于是秀瑾用自家的车把

俩人送到了村外的公路上。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马上就要

过新年了。法轮功学员又来看秀瑾，

对她的义举表示感谢，并送给她一张

吉祥娃娃的年画。看着年画上漂亮的

娃娃，秀瑾好喜欢，

就拿到儿媳屋里，

贴在了床上方的墙

壁上。

喜得贵子
过完年，秀瑾

还想带儿媳上医院

再查查。儿媳说：

“妈，不用去了，我

可能怀上了。”秀

瑾一听，真是喜出

望外：“这法轮功还真神奇呀，年画刚

刚贴上了一个多月，你就怀上了?!”

几个月后，儿媳还真给她生了一个大

胖孙子，把秀瑾乐得合不拢嘴。

过了一段时间，有个亲戚来串门。

望着秀瑾怀里抱着的大胖孙子，亲戚

诉说起自家的烦心事——外孙女结婚

好几年了，也没怀上孩子。一开始是

年轻不想要，现在年龄大了，想要却

老也怀不上。亲戚向秀瑾打听，她儿

媳妇是在哪个医院看好的。于是秀瑾

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亲戚听。亲戚一

边听一边望着年画上的吉祥娃娃，越

看越喜欢，只是不好意思张口要。秀

瑾理解亲戚的意思，就把年画小心地

揭下来，送给了亲戚。亲戚回家后，

也把年画贴在了外孙女的床上方。说

来神奇，不长时间，外孙女还真怀上

了。这位亲戚被大法的神奇折服了，

也开始修炼法轮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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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娃娃”

带来的宝宝

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 2021

年10月21日下午，我到小市场讲真

相，劝“三退”。看到一位男士，60

多岁。我主动上前和他搭话，给他讲

真相，并用健康的“健”字作小名儿，

帮他“三退”。他很高兴，马上说：“谢

谢。”讲完，就各自走了。

走了几步，我一想不对，应该告

诉他谢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师父在救

人。于是，我又折回来找到他，告诉

他是大法师父在救他，要感谢伟大的

李洪志师父。

他说：“大姐，我前两天做了一

个梦，还很清楚。梦里，在天上，一

位天人来找我，说老天爷要见我，我

就跟着天人去了。结果，看见了老天

爷。老天爷戴着礼帽，对我说：‘你不

会有灾的，你做了好事了！’然后我

就醒了。”

他又说：“这些年，我看到地上

扔的法轮功资料，还有台历，我都拿

回家看。之后，再送出去。”我告诉他：

“你积了大德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上

乘大法，三尺头上有神佛，人做的事

老天都有记载，善恶是有

报的。”

真是：老天有

眼——人在做，天在

看；上天记载着人

做好事，做坏事。

“你不会有灾的，你做了好事了！”

秀瑾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这
法轮功还真神奇呀，年画刚
刚贴上了一个多月，你就怀
上了?!”



赵国良赡养老人，体贴妻子，总

是慈眉善目，乐呵呵的。可谁曾想到

他曾是满脸暴戾之气，一言不合，一

眼不顺就揎拳捋袖的街霸，家暴渣男

呢，是什么力量撼动了他，让他有了

天壤之别的蜕变？

街霸家暴  好勇斗狠
赵国良年轻时手巧，脑子也灵光。

他做过木工、钳工，开过包子铺，信

息公司，还自制服装和鞋，批发服装。

做什么生意都挣钱，认识他的人都说

“这小子真行，做什么都能发财”。上

世纪80年代他就拥有数万家财了。

老赵有了钱，就过上了花天酒地

的生活，成为沈阳皇姑屯地区的一霸。

他好勇斗狠，看谁不顺眼就动手。一

次为了争夺地盘，他一刀砍在对方黑

帮老大的脸上，顿时血流如注。那黑

老大此后再也不敢惹他了。

他脾气暴躁，酒喝多了就打妻子。

妻子桂柏玲在他面前不敢多话，不知

道哪句话触动了他的神经，就会招来

一顿打。妻子娘家的人劝柏玲与他离

婚，柏玲割舍不下自己的女儿，只好

忍气吞声地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时运不济  身患乙肝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老赵时运

不济，做什么项目都亏本，积攒的钱

都打水漂了。他又染上了乙肝，住了

大半年医院，把家里的钱彻底折腾光

了，病情也不见起色，整天浑身乏力。

邻居、家人都远离他，怕被传染。昔

日骄横的老赵，此时没钱也没健康，

心灰意冷，他深深感到钱财乃身外之

物，多次萌生到庙里出家的念头。

绝处逢生  如梦方醒
1995年，老赵正在人生痛苦中

挣扎，听人介绍，请了一本《转法轮》，

回家一看爱不释手，几乎一晚上就看

完了整本书。老赵如梦方醒，自己以

前做了那么多坏事，德损得太多，福

分被自己糟蹋完了。

老赵炼功不到一个月，各种病症

不翼而飞，浑身轻松。很快戒掉了烟

酒，身体从里到外都净化了。

赡养老人  善待妻子
赵国良炼功后，不仅身体健康了，

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赵

的岳母说：“我女婿修炼法轮功变化

太大了，我姑娘被他打了18年，受

了很多委屈。现在女婿不但不打她了，

女儿骂他几句，他也不吱声了。炼功

后，女婿身体好了，干活也有精神头

了，家庭和睦了！我们娘家人都支持

他学法轮功”。桂柏玲的娘家人，对

中共迫害法轮功非常反感，她的嫂子

多次帮助老赵收藏法轮功书籍、磁带

和真相资料。看到老赵的变化，妻子

桂柏玲也和老赵一起修炼法轮功了。

赵国良的妈妈比较喜欢大儿子，

把房屋、财产都给了大儿子。从前老

赵夫妇认为妈妈偏心，心里愤愤不平。

婆媳之间关系也不好，矛盾重重，互

不来往。修炼法轮功后，老赵夫妇按

照“真、善、忍”的标准行事，心胸

变开阔了，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放

下了恩恩怨怨。老赵夫妇便把孤独的

老妈接到自己家里，任劳任怨、悉心

照顾，老人的晚年衣食无忧。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老赵

被多次非法关押，遭毒打。2005年

的一天，老赵被绑架到派出所。警察

让他蹲着，他说：“我没犯罪，凭什

么蹲着？”警察恶狠狠地说：“你不蹲

是不是？”上去就给他一记大耳光。

老赵说：“你再打一个试试”，警察甩

手又给了他几个耳光。这一下激发了

老赵曾有的血气之勇，他一伸手将那

警察掀翻在地，抡起拳头就要打，此

时大法师父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回响在耳畔，他放下了高举的拳

头，任凭五六个警察一拥而上，拳打

脚踢……

夫唱妇随  救人不殆
2016年老赵夫妇辗转来到美国

旧金山后，老赵有幸成为海外大纪元

报纸的发行员。桂柏玲文化程度不高，

可是讲起大法真相来头头是道，赵国

良不太会说，就举真相展板、发真相

资料，做妻子的好助手。

这些年来，老赵夫妇经常在景点

讲真相，从泰国芭堤雅、曼谷大皇宫，

到旧金山中国城、艺术宫，处处可见

他俩勤勉不辍的身影。

从家暴到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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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良参加旧金山中国城游行                                  赵国良和妻子（法轮功腰鼓队成员）



苏珊是香港法轮功学员，2020
年秋冬，随丈夫从香港搬到斯洛伐
克定居。疫情期间，她尽所能地将“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九字真言”
告诉身边的朋友，希望大家能够平
平安安，躲过劫难。

听说小姑的同窗好友因为接触
了武汉肺炎患者，需在家隔离，很
害怕自己染疫。苏珊就用电话录音
录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请
小姑转发给好友，说：“这是我给
她的祝福，请嘱咐她每天诚心念
10～ 30遍，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小姑好友表示感谢并诚心念诵。之
后她核酸检测呈阴性，没有被传染。

2021年10月，这位好友的大
儿子回家后，身体不适，检测结果
感染了武汉肺炎，一家四口在家隔
离，家里三人都确诊，包括好友的
先生也染疫了，只有接受“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的好友没事，他
们觉得不可思议。

苏珊对小姑说：“我所有的亲朋
好友，诚心念‘九字真言’的，都

没有人感染武汉肺炎。”小姑非常惊
讶，因为她有些朋友已确诊染疫，
而且病得很厉害。苏珊建议小姑也
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祝
福送给朋友。

苏珊的先生是斯洛伐克人，他
虽然知道法轮大法好，但由于顾虑
心，私下劝阻苏珊在聚会或饭局上
讲“中共活摘器官”等真相。这两
年发生了一些事情，先生的态度转
变了，现在不但主动为苏珊翻译，
也常常帮忙讲真相，整个人更加精
神清朗。

最近，苏珊的先生因工作关系，
需要打疫苗，眼看一些人打了第二
针后身体不舒服，他特地安排两天

诚念“九字真言” 
密接者不染疫    

休假“备战”，结果打了疫苗之后，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先生对苏珊说：
“一定是你炼了法轮功，我才没事。”

苏珊两个儿子也和她一起学法、
炼功。疫情期间，两个儿子的学校，
许多班级因为有人染疫，全班都需
在家隔离观察，不能到校上课。而
她两个儿子的全班同学都安然无恙，
照常上学，许多人觉得神奇。苏珊
对儿子说：“你们在炼功，你周围的
人也会跟着受益。”现在，两个孩子
也会把握机会给同学讲真相。

苏珊说：“诚念‘九字真言’让
人在疫情中化险为夷；修炼法轮大
法不仅自己身心受益，家人、朋友
和周遭的人都会跟着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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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右一）和两个儿子一起炼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

前不久，一位大陆警察拨打了多

伦多的退党热线，接电话的是法轮功

学员李静。这位警察上来就问：“你们

不是有什么秘方吗？”

李静说：“你是问‘九字真言’吗？

那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对

就是这个，这个真管用吗？”李静就

给他讲了海内外因为相信“九字真言”

而获救的实例。

他听着听着打断说：“先别说那

么多了，我告诉你吧，我吸毒上瘾了，

无法戒掉，我想跟你们炼功，能戒掉

染疫的警察寻找救命良方

吗？”李静说：“有什么戒不了的？修

炼法轮功让多少人戒烟戒毒，癌症等

疑难病都好了，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了，就看你信不信。武汉肺炎厉害不

厉害？连染上病毒的人诚心念‘九字

真言’都能保住生命，戒毒算什么？” 

他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其实

是感染武汉肺炎了，才找你们的。”

李静说：“那你就找对了，法轮功学员

不断地告诉世人自救的秘诀，相信的

都能保平安，你知道真正的秘诀是什

么吗？第一要‘三退’，第二要诚心

念‘九字真言’。你一定要把入过的

党团队给退了，才真正地摆脱了共产

邪灵。”李静继续跟他讲中共的邪恶，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天

灭中共的天象，告诉他现在有3.8亿

人都选择了“三退”，不与邪恶为伍。

他最后说：“谢谢，那就帮我退

了吧，我姓杨。”李静说：“恭喜你了，

给你起个‘天佑’的化名。”

“三退”方法：
北美服务电话： +1 (718) 888-9552
北美传真： +1 (718) 886-1197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idang.epoch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