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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后　
她找到了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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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9岁的塞缪尔·阿尔瓦拉多是

墨西哥人，2007年开始学炼法轮功，但

断断续续，带修不修多年。2020年9月，

他不幸染疫，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下

面是他的自述。

医生给我做了CT扫描，结果显示

我的肺部重度受损。严重的炎症使我无

法呼吸，即使吸氧也不能缓解。医生说

最好的办法是插管，我没有同意。

在病房中，我看到了一位患者在插

管后两天内死去；另一个不想插管的，

快憋死了。我感到非常糟糕。我开始请

求师父帮我，祈求师父再给我一次修炼

的机会。同时我以极大的力量和信念反

复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住院的第三天，儿子在电话里跟我

说：“我要把你的大法书拿给你。”次日，

一位护士给我一个装着大法书的袋子。

我抱着《转法轮》，感觉他

就像是一位救生员，让漂

浮在可怕的黑暗汹涌的大

海中的我，从那一刻起平

静了下来。

医生让我必须尽可能

长时间脸部朝下。这种姿

势对减轻肺部炎症，对促

进呼吸有很大帮助。于是，

保持着这样一个难受的姿势，开

始学《转法轮》。当时感觉自己

像是第一次读这本书，那是非常

殊胜的感觉。

一天，医生仍然要求我在

插管授权书上签字，以防止呼吸

衰竭、心脏病发作或中风。一位

医生说：“你看他连呼吸都困难

了，那肚子起起伏伏，都快要窒

息了。”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签

字，因为我会好的。”

一天早上吃过早饭，我又

趴下来，翻开《转法轮》，继续

前一天的学习。我戴上眼镜，开

始寻找……我很惊讶，每一行字

看起来都很模糊，我完全无法看明白书

上的内容。但是，突然之间，在一片模

糊中，有一行字看起来非常清晰，尽管

这行字的上面和下面一行，仍然是模糊

的。但我看到那行清晰的字是——“我

已经从根本上治愈了你的疾病”。我当时

非常震撼，知道是师父救了我，内心无

限感恩师父。

过后，我想再读一遍那行字，却没

在书中找到，原来书中竟然不存在这句

话，而是师父用这样的显示来点化我。

当我可以一点一点挪动身体，还未

能站起来，我就开始坐在床沿炼法轮大

法的第一套功法。就这样，我尽力一点

一点地炼，直到几天后我才能站起来炼

完一套功法。

入院18天后,我出院了，当时身体

仍然非常虚弱，能够上街后，我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去法轮功炼功

点炼功。

那一刻，我放下了住

院期间一直压抑心头的所

有情绪。从那之后，我感

到极大的解脱，我的生活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

对师父怀着无限的感恩之

情，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

染疫后绝处逢生  秘诀何在

安德莉
亚是一位
在社会保
障系统工
作的德国
法轮功学
员。疫情期间，她的工作
危险性很大。“我的同事们
一听说接触过的哪个人测
试呈阳性了，就会非常紧
张。” 她说，“我发现我一点
都不害怕。修炼法轮大法
后，连癌症都在我身上消
失了，其他的病就更不算
什么了。” 2021年11月，安
德莉亚的先生感染了新冠
病毒。在安德莉亚细心的
照料下，她的先生痊愈了。
“我在家里没有采取什么防
护措施。每天我的测试结
果都是阴性。” 当安德莉亚
又去上班时，她的老板说：
“您看着这么健康，没事，
来上班吧。” 

我一点都不害怕

2022年2月6日         疫情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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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着《转法轮》，
感觉他就像是一位救
生员，让漂浮在可怕
的黑暗汹涌的大海中
的我，从那一刻起平
静了下来。”

    塞缪尔·阿尔瓦拉多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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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可怕，我觉得快要死

了。”慕尼黑机场女安检员希珂尔·瓦

格纳说，“我问先生自己该怎么办，

他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照着做了，不停地念着……感觉每

天都在好转。”

希珂尔来自德国巴伐利亚州，她

和先生莱纳·瓦格纳都在慕尼黑机场

做安检工作。莱纳修炼法轮功已经十

多年了，小儿子马赛两年前开始读法

轮功的书籍，有时也跟着父亲炼功。

一家三口染疫
2021年11月10日，18岁的马

赛在学校做核酸检测，测出德尔塔变

种病毒呈阳性，之后瓦格纳夫妇也测

出同样结果。先生莱纳最先出现症状，

马赛症状稍轻。他们俩都在家躺了五

天，头疼发烧，喉咙痛。从第三天起，

莱纳起身炼功，没几天就恢复了正常。

马赛也很快好了。这期间，希珂尔一

直在照顾他们。

一周后，希珂尔倒下了。“我该

怎么办？！”“先生送我去了医院，那

里人很多。医生建议我回家隔离。”

希珂尔说，那时先生已恢复了很多，

“他照顾我吃饭、喝水和更衣。”“我

躺在床上，无法起身。当我试着起来

一位曾被东德共产主义洗脑的德国女子，在染疫绝望中，感受到大
法的力量，内心无限温暖。

时，循环系统跟不上，不是倒下，就

是需要莱纳帮忙，自己完全不能行

动。”希珂尔说，自己高烧摄氏41度，

像个婴儿那么无助，觉得快要死了。

“我该怎么办呢？”绝望中希珂

尔问道。莱纳让她试试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照着做了，

不停地念着……她感到每天情况都在

好转，能睡着觉了。

“我感到了大法的力量”
期间，莱纳还坐在床边为她读《转

法轮》。一次，她躺在病床上看到了

光芒，看到了师父——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那只是很短暂的时间，

师父对着我笑，我在床上感到很惊讶，

然后他就消失了。”她说，“师父坐在

莲花宝座上，非常慈祥，很明亮的光

芒萦绕着他。他只是笑着，然后就不

见了。”希珂尔说：“看到师父时，我

的心被打动了，深感信服，感受到大

法的力量，内心无限温暖。”希珂尔

决定修炼法轮功。

希珂尔出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

德，受共产主义的洗脑宣传，她一直

是个无神论者，但丈夫的善良，让她

能接受莱纳修炼大法，这次亲身经历

让她彻底改变了。

“我从未想到过只是诚心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让我好得

这么快。”希珂尔说，“我几天内就退

烧,不咳嗽了，也能起床了，每天都

在好转，从中我感到了大法的力量。

我很愿意读《转法轮》，他让我内心

平静，从自己的经历中能证实，书中

说的都是真的。”就这样，没有吃药

打针，来势汹汹，缠绕着瓦格纳一家

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不知不觉就消失

了。希珂尔感到自己完全正常了，“现

在我又去机场上班了”。

希珂尔和小儿子马赛还一起制作

了给大法师父的新年贺卡。贺卡上写

着：“感谢您看护着我们，陪伴我们度

过艰难的时刻。感谢您无处不在的加

持和保护。”

    希珂尔和丈夫莱纳·瓦格纳

    希珂尔和小儿子给师父的新年贺卡

我的工作单位是银行，在新冠病毒肆虐武汉和我们周边县

城的日子里，在疫情高峰期间，银行派我和一男同事向县医院

拨救助款项。在这期间，男同事发烧、咳嗽，经检查，感染了

新冠病毒，接着在当地医院隔离就医，没几天男同事就被新冠

病毒夺走了生命。

我和男同事身处同样的环境，同为病毒密接者，从年龄上

讲他比我年轻，又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按常理要感染也是我这

个弱女子。而且在他先感染，我这个密接者，感染几率也应该

是相当大的，可是我却安然无恙。我强大的免疫力来自我对法

轮大法的敬重及支持，大法保护我躲过了这一劫。

我
与
新
冠
病
毒
擦
肩
而
过



布兰卡（Blanca Rivera）女

士家住美国休斯顿，是一名西班牙裔

教师。2021年2月22日，布兰卡不

幸感染了新冠病毒。她想起曾经参加

过法轮功学员在社区中心举办的每周

两小时法轮功弘法班，于是联系了当

地法轮功学员。在学员的帮助下，她

坚持炼功和念九字真言，很快就闯过

了魔难。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的经历。

有缘遇上法轮功
从2018年8月开始，休士顿法

轮功学员每周三晚上在特瑞西·吉社

区中心举办两小时法轮功弘法班。

一天晚上，布兰卡女士正好来

到社区中心，一位学员请她进来观看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

（配英语翻译）。

后来布兰卡参加了弘法班，每次

听师父讲法，学炼功法动作，她很快

就学会了五套功法，而且能够单盘。

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对她说：“你一开始

学功就能够单盘，真好。”布兰卡听

了很有信心炼下去。

染疫后向学员求助
就这样，布兰卡和陈女士一直保

持联系。

2021年2月23日上午，布兰卡

发短信给陈女士：“上星期天，我感觉

身体发冷和剧烈头痛，很不舒服，星

期一我去做了检测，检测结果出来是

阳性。医生告诉我隔离两个星期后再

返回医院测试。我该怎么办？你有什

么办法吗？”

陈女士回复她：“不用太紧张，

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

字真言。”同时还传给她一个小视频

链接和明慧的英文版文章，里面有《纽

约珠宝商染肺炎 念九字真言痊愈》

的真实事例。

布兰卡回复陈女士道：“谢谢！

我会照做。”

真实的故事鼓励了她
第二天上午，陈女士开车到布兰

卡住处看望她。布兰卡怕将病毒传染

给陈女士，就在她家门口，与陈女士

相距一米，戴着口罩，用手机传递信

息。陈女士送给她英文《明慧国际特

刊》，以及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还

带给她一个盛满饺子的饭盒。她非常

感动并表示感谢。

陈女士回家后，又给她发去一篇

文章《一位病毒重症者的因祸得福》，

讲的是一位越南裔医生念九字真言后

康复。阅读这些真实故事，让布兰卡

很受鼓舞。

下午，布兰卡发来短信：“感谢

你提供的小册子和法轮大法的精美资

料，我现在虽然没有味觉，但我能感

受到这是最美味的（精神）食粮，谢

谢你！”

3月1日，陈女士自录了一个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几遍（中文发音）的音频，发给布兰卡，

要她记得诚念。

“我相信炼功会有好处”
3月14日，陈女士短信问候她：

“你还好吗？”布兰卡回复：“昨天我

还在想着你呢。我感觉好多了，虽然

还咳嗽，呼吸时（胸部）还有些痛，

现在症状减轻很多了，不是每天都

头痛了。我的血氧含量从88%升到

96%，白天感觉好多了。”

布兰卡表示，她一直在诚念九

字真言。她回短信用中英文写着：

“法轮大法真好”“Falun Dafa is 

good！”

3月20日，陈女士收到布兰卡

的短信：“我两次测试——3月15日

RT测试，3月17日PCP测试，都是

阴性结果。我昨天去看家庭医生，做

了心电图检查等。”

3月27日，陈女士再次短信问

候布兰卡，她回复到：“我正在康复

中。”陈女士回短信：“不要太担心，

你会没事的。如果你每天抽出一点时

间学法非常好，同时炼功，对你身体

恢复会有很大帮助。我们（法轮功学

员）都是这样每天坚持的。下个星期

三我可以去你那里一起学法吗？”

布兰卡回复：“是，我相信炼功

会有好处，谢谢！”

“我重新走回来了”
3月31日，陈女士到布兰卡住

处看望她，桌子上摆放着英文《转法

轮》书，布兰卡拿着书说：“我重新

走回来了！”然后她俩在后院草坪上

炼功打坐，在阳光下炼了法轮功的第

一到第四套功法，然后打坐半个小时。

尽管布兰卡的手有点抖动，还是坚持

下来了。

炼完功，她激动地说：“很幸福！” 

“这一个多月，我凭着对法轮大法的

信念、正念，加上神的保佑走过来了”。

染疫后  她找到了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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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提供的小册子和法轮
大法的精美资料，我现在虽
然没有味觉，但我能感受到
这是最美味的（精神）食粮。”

    在法轮功弘法班，陈女士（左一）和布
兰卡女士（右一）合照。



家住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地产经
纪人王勇刚，在去年圣诞节前夕出
现轻微感冒症状，几天后，高烧40度，
并剧烈头痛。今年1月6日晚，住进
了蒙特利尔的一家医院，新冠检测
结果呈阳性，当时就上了呼吸机。

1月7日，王勇刚呼吸仍很困难，
血氧值不到90%。当天下午，医生
告知，他的病情已属于中度，肺部
感染比较严重，而且肝功能也不太
正常。医生表示，他们也没把握，
如果肝治不好，就要转入重症室。
王勇刚瞬间意识到，病情比他想像
的要严重。

无望无助之时，王勇刚突然想

起了他修炼法轮功的太太，太太平
时经常对他说，诚心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化解危难。
以前他一直不相信，此时找不到更
好的办法，于是决定试试。

1月8日上午，医生告诉王勇刚，
肝功指标趋向稳定。下午，也修炼
法轮功的会计师凯莉打电话给他报
税。王勇刚疑惑地问：“自己并没有
修炼法轮功，只念几个字就能得救，
不是太简单了吗？”

凯莉解释说：“佛家度人是不讲
条件，没有代价的，就看你那颗心。
你对大法表现出虔诚和尊重，会带
来善报和福寿。”并进一步补充说，
“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真、善、
忍’是最正的，你内心充满正能量，
邪气就无法入侵。”

王勇刚决定继续念，念到十几
遍时，眼前出现一大片乌云。之后
看到一些闪亮的光环从乌云上落下。
这个景象持续了半分钟，令他增添
了信心。

1月9日，医生告知，肝功能基
本正常，血氧开始提高。1月11日，
在医生的惊讶中，王勇刚出院了。

危难时  九字真言令他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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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变种毒株造成大量美

国人染疫，在法拉盛一家商场内工作

的Lucy Liu和先生不久前也出现染

疫症状。

65岁的Lucy有心脏病，还装了

支架，加上她没有打疫苗，在出现症

状后，非常担心自己会“中招”。

她的同事Helen Fan是法轮功

学员，对她说：“你不要害怕，你就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不会有

事的。”

一天后， Lucy很高兴地告诉

密接者不“中招”

Helen说：“我念诵了‘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第二天就退烧了！我没

事了！”

不过，Lucy先生的情况变得严

重了。1月6日，她听从家庭医生的

建议，把她先生送进皇后医院，确诊

染疫。医生、护士了解到Lucy还没

有打疫苗，而且在家照顾先生时也没

有戴口罩，都认为她“百分百会中

招”，叫她赶快去做检测并进行自我

隔离。但Lucy的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而且她之前出现的咳嗽症状也消失

了。Lucy非常高兴，她对Helen说：

“法轮功太神奇了！”

Lucy另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同事

Ena Sun向她解释说，“因为法轮大

法是宇宙大法，念动这九个字，念动

的是宇宙的法，所以有佛法的威力，

能调动宇宙正的因素，调整人的空间

场，清除不好的东西，就能对人起到

保护作用。”

Lucy以前并不相信法轮功学员

所说的，现在她天天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睡觉前、走路中都在念。

Lucy说，平时也感受到了法轮功的

能量，并表示也要让她先生一起念，

一同感受念动九字真言的神奇威力！ 

    王勇刚和太太、女儿在魁北克市。

疫情中解压  
网上教功受欢迎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自1992
年5月从中国长春传出以来，
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修炼者上亿。
2020年4月，来自全球超过90
个国家的2.2万多人参加了法
轮功免费网上教功班。疫情中，
网上教功班帮助人们缓解压力、
躲避瘟疫侵扰，祛病健身有奇
效，好评如潮。因需求不断增长，
现已经扩展至20种语言，而且
还在不断增加。
网上法轮功免费教功班，大陆
需要翻墙破网后登录。
网址：
https://www.
learnfalungo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