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年轻时正赶上“文化大革

命”，受无神论的教育，父亲一

直以来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谁一说神啊、佛啊，他就笑

这个人愚昧。头几年，我

跟他说法轮大法的神奇

和修炼的事儿，他根本

就不相信。我母亲因为

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九字真言，扔

掉了药罐子，而

且越老越健康

了，他也无动于衷。

2022年的一天，

父亲因前列腺疾病，排

不出尿，在当地小医院打

点滴，数日不见好转。不得不

插排尿管，但排出来的都是血水血块。

父亲非常痛苦。一向心疼钱的他，自己

喊着要去大医院了。

我知道此事后就打电话告诉他，赶

紧去大医院。同时叮嘱他一定要诚心敬

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他很不情愿地“嗯”了一声。

我又给他讲有癌症病人因为诚心念

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上手术台前检查身体，癌细胞竟然消失

了的福报故事。他听了后，似乎有所触动，

声音比之前轻快了许多。在他入院期间，

我每天给他打国际长途，鼓励他念诵九

字真言。他都答应好好念。

父亲在医院做了两天的检查后，医

生说，前列腺有个囊肿，需要马上手术。

于是，准备第二天手术了。

就在他准备手术

的前一天晚上，弟弟

告诉我，核磁共振结

果显示，父亲的癌细

胞值很高，需要再做

个加强核磁共振，确

认一下到底是不

是癌症。第二天我再次打电话，弟弟说：

“一切正常，手术也不需要立即做了，再

过两天，父亲就可以回家了。”加强核磁

共振做完后两天，父亲就出院了。

回到家，我也叮咛他一定要念诵九

字真言，他说：“你放心吧，我每天都念

的。”我母亲也说，这次你不用担心了，

这次他真的信了。

原来，就在父亲做加强核磁共振的

时候，医生非常疑惑地说：“奇怪了，你

这里明明有个囊肿，今天怎么就不见了

呢？你这消炎消得也太好了，昨天囊肿

还挺大，今天就没有，真是奇怪了！”

父亲回家后，越想这事越神奇。因

为当父亲转到大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

来得太晚了，你稍稍再晚一点来，命都

保不住了。”

经历了这件事，

父亲从此彻底改变了

无神论的观念，每天

念诵九字真言数百遍，

身体越来越好。

医生奇怪：
囊肿怎么就不见了？

当今社会异象丛生、
灾 难 频 发。2022年9月18
日凌晨，贵州一辆疫情隔
离转运车在高速上发生了
侧翻事故。车上47人，有
27人当场遇难。

如今的中国，所有人
其实都在或大或小的死亡
大巴上，区别只是何时出
发、何时翻车。

有人感慨道：我不仅
在贵州的大巴上，我还在
郑州被洪水淹没的死亡隧
道里，在被拐卖的铁链女
所在的徐州丰县，在拒绝
性骚后被遭群殴的唐山烧
烤店……

然而也有很多幸运儿
在这时局动荡、社会巨变
中，只凭着一句话（“法轮
大法好”），做了一件事（“三
退”即退出党团队）而逢
凶化吉、遇难呈祥。

真心希望您也能成为
这样的幸运儿。

希 望

祝
你
平
安

报明
刊慧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祝
福

与确诊者密接　
念九字真言显神奇 

见 

证
大型车祸中
奇迹生还

神 

奇
抗疫有绝招 
整个家族平安

平 

安

w
w
w
.m
inghui.org

2022年10月28日       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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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这件事，父亲从此
彻底改变了无神论的观念，
每天念诵九字真言数百遍，
身体越来越好。



幸运的小达
今年5月，哈尔滨市疫情严重时，

我家邻居小达和确诊人员密接，被隔

离后出现症状，但没用任何治疗却神

奇康复。

小达家在哈尔滨市开超市，疫情

最严重时，有两个顾客去她家买东西，

后确认这两人是染疫人员，她成了密

接者。

小达吓得直哭，当时其他密接人

员都是大巴车接走的，小达是被120

救护车接走的，小达更害怕了。

到隔离点小达就出现症状，发烧、

头痛、咳嗽、浑身疼。她想起我以前

跟她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她念

九字真言并“三退”就能躲过危难，

她就开始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结果核酸检查是阴性。小达

更有信心了，就一直坚持念。她还打

电话告诉她三个姐姐都帮助她念九字

真言，她还让她姐姐找到我，让我求

求大法师父救救她。之后小达每次核

酸检测都是阴性，三四天后一切症状

都没有了，不发烧也不头痛了，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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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九字真言
是最佳防疫良方

防疫新生活“境随心转”防疫新生活“境随心转”
当人类从喧嚣繁华回归到宁静！
一本好书！一首悠扬的音乐……
安静片刻的打坐……  
身心良药……  
免疫力也跟着提升 
   

一个高科技的发现证实了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这个高科技就是克里安

摄影术，它能拍到仅次于我们人生存

的这个空间另外空间的影像。大家知

道，我们人的身体是一层一层的，最

表面是由细胞构成的身体，细胞是由

分子构成的，那么就有一层由分子构

成的身体，再微观下去还有原子、原

子核、质子、夸克构成的身体，还有

人类不知道的更加微观的身体。

中医的穴位、经络人体解剖看

不见，X光、CT也看不见，但是克

里安摄影术看见了，和中医描述的一

模一样，原来它存在于另外空间的身

体上。全世界的人都惊叹中国人的老

祖宗是怎么知道人体经络的呢？很简

单，医道同源，像扁鹊、华佗、孙思

邈、李时珍都是高深的修炼人，中国

古书中也记载着他们用天目看到经络

的运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也是中医的鼻祖，《黄帝内经》曰：“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

现代物理学已发现，人的DNA

可以和人的语言以及宇宙的能量发生

共振。法轮大法是佛法，内涵囊括宇

宙最微观到最宏观，当人诚心地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的

时候，与无限微观的宇宙的能量发生

共振。此人被佛光环绕，病毒避之不

及。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不幸感染了新

冠病毒，但是他接受了法轮功学员的

真相，不断地诚心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而快速康复的道理。

14天回家。没用任何治疗神奇康复。

肖老爹一家的奇迹
肖爹80岁，湖北某乡人。

2020年过年时，因中共隐瞒疫

情，很多人被蒙在鼓里，肖爹的儿女

回家过年，一共回来20多人，其中

大儿子从武汉回来。

不久疫情越来越凶猛。肖爹的大

儿子染上武汉肺炎，转到县医院去了，

小儿子也染上了，直接给送去了县医

院。一家二人染疫，全家人天天在一

起吃饭、密切接触，都感到恐慌。之

后家里有20人被送去镇上的一个宾

馆隔离。

我知道后告诉他们一家人都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

言只要真心诚念，威力无比，就能得

到大法师父的保护。

几天后，肖爹的两个儿子都出院

了，只有儿媳妇还在隔离，其他人都

回家了。肖爹的女儿在电话里不停地

对我说：“谢谢你告诉我们救命的大

法，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法轮功学员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



今年3月，新冠病毒以变种的形

式在中国大陆卷土重来，20多个城

市被病毒肆虐。我所在的地区，官宣

阳性病例以每天四位数的速度上升，

封城、封区、封县、 封村、封声一片，

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死城。很多人感

到恐惧、无助…… 

我们家族几十口人分散居住在这

个城市的多个小区，有的居住在高风

险区。他们很多都是志愿者，有的是

市委、市政府的干部，有的在公安部

门工作，有的在检察院工作，有的在

宣传部门工作。甚至还有的在疫情一

线做防疫工作，直接接触阳性患者。 

可是，我们家族几十口人没有一个染

疫的。 

有一个亲戚是保供企业（疫情时

供应食品、物品的企业）的老板，手

下员工有几百人。疫情爆发期间，企

业周边大大小小的店铺因出现阳性病

例而关门、歇店，员工全部被拉走隔

离。有的因为一个店铺出现

阳性病例，影响到附近小区居

民都被拉走隔离。 

可是，直到我们地区官

宣全部“清零”时，这

个几百人的保供企业

竟然没有一个染疫

的，疫情期间还

都在正常生产。

我们家族之所以免疫力超强，是

因为早在武汉疫情爆发前，我已经给

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做了“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包括上面说的

保供企业的老板，及他手下的几个中

层干部也都通过我做了“三退”，有

些员工也通过他们的家人（法轮大法

学员）做了“三退”。 

疫情结束后，我们家族的人在一

起聚会，他们都感叹，疫情如此严重， 

家族中却没有一个人是阳性，“三退” 

真的保平安。 

抗疫有绝招 整个家族平安

一次，我碰到一个在校大学生，

我问她：“你相信神的存在吗？”她摇

摇头，我又问她：“你认为辩证唯物主

义中讲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

第二性的；理论来源于实践’是真理

吗？”她微笑着点点头。于是，我就

讲：“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

他们自己民族的神的信仰，祖祖辈辈，

流传至今。难道他们都是在寻找一种

精神寄托吗？难道他们都不懂得随心

所欲的生活快乐自由吗？干嘛都要找

一种精神信仰来约束自己呢？如果说

辩证唯物主义中讲的‘物质是第一性

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理论来源于实

践’是对的，那么，这些关于神的信

仰和传说的精神或理论，就一定有他

三言两语话无神论

们的物质来源，否则，不可能产生这

些理论；那种种神话传说，同样也应

该有其事，是不是？”她听后，先是

思考，紧接着笑着说：“看来，神是真

实存在的呀！” 

接下来，我给她讲法轮大法真相，

中共恶党的本质，当今中国人面临的

危险，再穿插一些预言传说，她听得

真是津津有味，十分佩服。最后，我

问她：“现在，你认为该不该声明‘三

退’呢？”她干脆的说：“麻烦你帮我

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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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党,是对退出共产党、共

青团和少先队的统称,也称“三

退”,当初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

队组织时,都发过“为其奋斗终

身”的誓言,那就等于要与之同

命运。由于中共自建政以来,作

恶多端,造成8000多万中国人

无辜死亡,现在上天要灭它,当

然会连带它的成员— 党员、

团员、队员。   

过去老人们都传着这样一句

话：脸上有印看不见，抹去兽

印度劫难，就是今天的“三退”

保平安!入过党团队就给你打上

无神论的印记了,你带着这个无

神论印记，当天灾人祸来的时

候得不到上天的护佑。

“三退”不是在中共组织内

退，是在海外全球退党中心网

站上声明退出,鉴于中国大陆的

特殊情况，中国人可以用化名、

小名“三退”，没有任何风险,

却可以在天灭中共时保命，老

天看的是人心。截至2022年9

月底,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

退”的人数已超过4亿。

退党方法: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idang.org
线上声明：
https://santui.tuidang.org
北美服务电话： 
+1 (888) 976-6568
北美传真： 
+1 (718) 886-1197
香港服务电话： 
(852) 9665-2626
也可以委托海外亲朋好友帮助

“三退”。



2017年5月20日，我在骑电动

车回家的路上，被水泥大罐车撞了，

当时就失去了意识。交警在包中找到

我的身份证，碰到邻居正好认识我，

给我家人打电话，把我送到当地铁路

医院。经检查，我头骨碎裂，头上掉

下拳头这么大的骨头，肋骨断裂四根，

股骨头断裂，人在深度昏迷中。

医生对家属说，这么严重，抢救

不活，别住院了，拉回去准备后事吧。

二哥和医生认识，说：“留下吧，请救

救她。”我被拉进ICU抢救，肺叶在

车祸中被撞到后背去了，医生手术给

肺叶正位后，抽出淤血，输了三次血，

抢救过程中，我瞳仁扩散，医生通知

家属准备后事。

当时我在昏迷中，梦到自己炼功，

这时来了一个警察说：“你怎么炼法轮

功，把你劳教。”我说：“我有师父保

护。”然后我从梦中醒来，恢复了意识。

医生都觉得这是个奇迹，说我有

精神支柱活过来的。当天还有两个人

也是车祸入院，比我还轻，但都没有

活过来，我却活过来了。

我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2天。当

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失去了

意识，也什么都不懂了，像植物人的

状态。

又在普通病房住了80多天。当

时很多法轮功学员每天都来看我，告

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

字真言，同时在我耳边教我背大法师

父著作《洪吟》中的诗句，我背会了

三首《洪吟》中的诗句，看了八讲《转

法轮》以后意识都恢复了过来，半边

身子能动了。

100多天出院后，有法轮功学员

到我家来和我一起学法，炼功抬不起

手，丈夫和儿媳帮着我抬起来，我彻

底清醒了过来。在家6个月后，我到

医院做了头骨腾起修复的手术。住院

期间，我和主任医师和主治医生都讲

明了我是一名大法修炼者，我能康复

是大法救了我，两位医生见证了我起

死回生的奇迹，赞叹大法的神奇，明

白真相退出了党团队组织。

第二次出院后，丈夫帮着我一起

炼功，慢慢地一边不灵活的身体恢复

了正常，生活也能自理了。

亲戚和医生都知道发生在我身上

的奇迹，我娘家大姑、老姑以前对我

修炼不理解，看到我奇迹般的濒死复

生和康复后，她们都说：“多亏你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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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你师父把你救活了。”

我侄女看我身体康复，就让他们

单位的同事和患病的婆婆都来学习法

轮功。

现在我自己可以出去买菜、能做

饭、洗衣服，我还可以骑电动车。一天，

以前的邻居们看到我在路上骑电动车

都愣住了：“你还能骑电动车呢？”他

们知道当时的情况，以为我都没救了，

都觉得修炼法轮功太神奇了。

2020年炼功时，我手也能举起

来了，我彻底从这场魔难中走了过来。

是大法师父给了我二次生命！

    2019年11月16日，台湾约6500名法轮功学员排出“真善忍”和“大法洪传”大字。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

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

舒缓、优美的五套功法，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

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获各国各界褒奖、支持

议案和支持信函5700多项。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

译成40种文字，在全球传播。《转法轮》是目前译成外文语种最

多的中文书籍，书中阐述了“真善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来

源和人生的目的，从本质上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指出

了解决之道。语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深。“未读 《转法轮》，

做人有遗憾。”这是读过《转法轮》的人发出的肺腑之言。

什么是法轮大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