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武汉肺炎肆虐之

时，来自北京的蔡真明在

大纪元网站上声明：“大疫

当前，心中发慌，却收到

意外的祝福。一位女士告

诉我‘三退保平安’。是啊，

共产党历次运动迫害了多

少中国人，如今表面经济

有所发展还不够他们贪污

的。法轮功倡导‘真、善、忍’

是对的，我声明退出中共

组织，不与邪恶为伍。”

这是真正的人心觉醒。

历史已经证明，共产主义

不是出路，而是绝路，现

在是天灭中共，瘟疫是来

淘汰中共的。我们从心灵

上抛弃中共，退出中共组

织，不再是它的一份子，

就能远离危险，瘟疫就和

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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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和瘟疫
无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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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锁梃，方才能降雨。
孙悟空闻言大惊，这得等到何时？

回下界责怪郡侯犯错，导致百姓蒙难。“你
若回心向善，趁早儿念佛看经，我还替
你作为；汝若仍前不改，我亦不能拜释。
不久天即诛之，性命不能保矣。”

郡侯忙磕头礼拜，誓愿信佛，让城
里城外家家户户都要烧香念佛。自此时，
一片善声盈耳。孙大圣看众人悔改，又
到天界禀报，天降雷电。全城百姓一齐
跪下，头顶香炉拜佛，果然惊动上天，
所立米面两山俱倒，霎时间米面皆无，
锁梃亦断。玉帝见人心向善，传旨降雨，
这么大的危难就这样化解了，凤仙郡百
姓由此洗心向善，敬天信佛。

这个故事诠释了从“止雨”到“施霖”
的转化关系。如今夺命的瘟疫又汹涌而
来，怎样才能“止疫”，才能得到上天的
垂怜与恩赐呢？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以“真、善、忍”
为根本指导，净化人心和祛病健身有奇
效，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传向世界。

然而1999年“720” 中共党魁江
泽民却对法轮功发起了惨无人寰的迫害，
公检法、“610”、政府及社区基层在都
有恃无恐地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天灭
中共”正是中共对“真、善、忍”迫害
作恶的报应，同时会殃及世人。但上天
也给众生留下逃生的路：退出加入过的

中共党、团、队组织，远离
中共；认同“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武汉肺炎肆虐期间，武
汉一个大家庭20多人一起
吃了年夜饭，其中一人感
染，但家族中其他人包括患

者的直系亲属因相信大法好、做了“三退”
均未感染，他们说：“武汉肺炎在我们家
族失去了传染力。”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中国古代讲神目如电，瘟疫有眼。希望
您也能秉持正义与善良，珍惜这救命的
灵丹妙药，平安渡过劫难。

笔记本电脑呈阳性！汽车轮胎包装
呈阳性！北京八个月大的婴儿染疫，沈
阳、大连出现超级病毒传播者……疫情
的阴云再次滚滚而来，让人感觉防不胜
防。当人们处于劫难中，穷尽人力难以
化解之时，出路在哪里呢？

天无绝人之路，大家耳熟能详的《西
游记》第八十七回中有个“凤仙郡冒天
止雨 孙大圣劝善施霖”的故事，或许对
我们有所启发。唐僧师徒四人行至凤仙
郡，此地连旱三年，饿死了2/3的人，
活着的人也随时可能死亡。郡侯张贴榜
文，招求法师祈雨救民。

孙悟空见状上天拜见了
玉帝，才知道凤仙郡无雨是
在遭天惩。三年前玉帝出行
时，看到那郡侯不仁，将斋
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
造有冒犯之罪，所以玉帝立
即在披香殿内立了三件事。
殿内有一座米山10丈高，一座面山20
丈高，而米山边仅有一只拳大之鸡在啄
米，面山边仅有一只小狗在舔面。左边
铁架子上挂了一把一尺多长的金锁，下
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直
等鸡啄尽了米，狗舔尽了面，灯焰儿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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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凶猛 如何走过劫难？
神目如电，瘟疫有眼，“九字真言”才是帮我们走出危难的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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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宣扬无神论，
让人没有信仰，道
德败坏，怎么能不
遭天惩呢？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北方的一座
小城市，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女性。我
们家祖上在当地是大户人家，书香门
第。虽然我从小接受的是中共无神论
教育，但家族中对我的影响则恰恰相
反，所以我年轻时曾有过很长一段时
间的困惑，不知该如何选择。

听大人说我们家祖上世代修佛，
在小时候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爷
爷每天都要念经、打坐。记得小时候
经常听爷爷说：“老天以后要筛人了，
好的留下，坏的就筛掉，留下的人
才有后福。人不信神就
要下地狱，大劫过后方
知有天。等着吧，以后
会有大佛来世上度人，
此后有几十年像佛国
一样的世界，你们能
赶上得正法，我是不
行了。”爷爷说这话时
会流泪。那时我还小，
只顾着玩，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因为爷爷经常说，听多了就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后来爷爷得了一场大病，躺在
炕上好多天都起不来，家里人都在
哭；而爷爷却说：“我今年没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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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劫过后  方知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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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份吧。”果然第二年9月，爷
爷离我们而去。

爷爷去世时我已经上中学了，
学校老师教的是进化论那一套，说人
是猴子变来的，世上没有神，也没有
佛，这让我的思想很矛盾。那时候上
级领导要提爸爸当校长，可爸爸说什
么也不当。我对此很不理解，就问爸
爸：“人家都抢着入党、当官，你为
什么不要？”

爸爸说：“爷爷在时就交待了，
说不能入共产党，也不要当官，将来

会有大祸。”
我说：“你看哪个官

不在享福，退休后工资
还比别人高？”

爸爸说：“死了之后
就有灾祸了。”这话我们
做儿女的当时都不理解。

爸爸最后还是被任
命当了校长，因为找不

到更合适的人了，上级就逼着他当，
但他就是不加入共产党。

对什么是“修行”，我一直似懂
非懂，但我相信“善恶有报”，因为
这方面我有亲身体会。从小时候起，
只要我做一点儿坏事，马上就会遇

到麻烦。这种事情经历得多了，我
也就总结出规律了，所以我真的不
敢做坏事。

爸爸曾是个“气功迷”，但也没
见他练出什么名堂，直到后来他走入
法轮功修炼才出现了明显变化：他患
有几十年的气管炎、哮喘病和肺心病
等病症都不治而愈了。在他的强烈推
荐下，我们全家都走入了大法修炼。

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
后，所有单位的大官小官都要表态，
很多人被逼着去迫害法轮功，我才明
白为何爷爷说不能当官，因为那是对
佛法犯罪，是最大的罪。当看到贵州
藏字石“中國共產黨亡”之后，我才
知道因为天要灭中共，所以爷爷不让
家人加入共产党。

最后说的“大劫过后方知有天”
不就是整个人类都在经历的这场大
瘟疫吗？难道真得瘟疫过后人们才
能相信神的存在吗？人们要是能早
些醒悟，不就能躲过劫难吗？

中共篡政的这70年搞了许多次
政治运动，害死8000多万人，还狂
妄地说要“战天斗地”。中国历史上
从未有过儒、释、道三教齐灭，而中
共却系统地、全面地铲除了所有的宗
教信仰，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更
是令人发指。中共栽赃污蔑法轮功，
甚至摘取器官谋取暴利，犯下如此大
罪，天怒人怨，那些跟随中共作恶的
人能不遭天惩吗？

人是神创造的，而中共却向人
灌输无神论，让人相信共产党而不相
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人没有了道
德约束，社会风气在一日千里地往下
滑，神能任其所为吗？要知道人一旦
失去最基本的良知与道德，就会面临
最悲惨的结局。天要灭中共，会用各
种奇灾异祸降临人间，其实也就是在
筛选谁能留下。在最后的大劫中，剩
下的只有信神的好人，远离中共才能
获得平安。

法轮功学员在炼功

最后说的“大劫
过后方知有天”
不就是整个人类
都在经历的这场
大瘟疫吗？



人不治，天也治啊。中国五千年来，
都相信善恶有报是天理，冤死一个窦
娥，都三年大旱，六月飞雪，中共作
恶这么多，怎么会没有报应呢？你看
这些年天灾人祸不断啊，哪个地方迫
害法轮功严重，哪里灾情就严重，这
是上天在警示人。愿可贵的你赶紧退
出中共组织，与中共切割，从而在天
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救度
和护佑。”最后对方温和地说：“好。”
事实上，越是中共体制内官员越知道
中共的腐败，越知道这条破船要沉了。

中共隐瞒疫情真相，百姓苦不堪
言，切肤之痛让很多中国人清醒过来。
刘辰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
说：“本人现在就在武汉，这场瘟疫中，
大量的病人无法得到救治，无比凄惨，
整个武汉沦为人间炼狱，邪恶的中共
不配成为这片土地的执政者。”

化名“崇山峻岭”的人说：“我
看到了魔鬼在荼毒生灵，酿造劫难，
这和文化大革命，所谓的三年灾害饿
死几千万民众有什么区别？！春晚还
强行插入武汉诗歌，给共产党歌功颂
德。我深刻意识到这是民众的麻木养
出的邪恶，酿出的灾难，现在应该灭
掉这个邪恶，直面这些年麻木所付出
的惨痛代价。”

大疫让人清醒。“三退”就是退
出恶的中共组织，回归善良！武汉瘟
疫的降临，也预示着中共的气数已尽，
正如古罗马迫害基督徒，招致大瘟疫
从而走向败灭一样。可贵的大陆同胞，
在生命攸关的时刻，醒来吧，抛弃中
共，秉持对法轮大法应有的虔诚与尊
重，才能国泰民安，才能真正走出武
汉肺炎瘟疫这一大劫。

祝你平安

2020年 7月 25日清晨6点半，
居住在美国佛州的法轮功学员李城芳
像往常一样准时坐在电
脑前，向大陆拨打劝中
国人退出共产党组织的
真相电话。从早上6点
半到 9点半，3个小时
内，10位中共党员退党，
一位团员退团。

李城芳说，其中一
位退党的是湖南某市社
区干部。对方问：“病毒
防不胜防，什么地方安
全啊？”李城芳说：“你
明白真相，哪里都安全；
不明白真相，哪里都不
安全。你要知道这灾难
是怎么来的。”对方说：
“那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啊？” 李成芳说：“是因
为人的道德败坏了。圣人说：‘人无德，
天灾人祸。’怎么躲灾躲祸呢？你看
中共宣扬无神论，迫害修炼‘真善忍’
的好人。回顾一下历史，哪朝哪代迫
害佛法的皇帝不都死得很惨吗？躲避
灾祸就得信神。”

“你想想你发的毒誓，发给谁呢？
《共产主义宣言》开篇第一句话：‘一

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
荡。’幽灵是什么呀？ 幽灵是鬼魂呀。

你说，你把生命献给鬼
魂的时候，你会有好结
果吗？你是不是得把这
个誓言作废掉？”“跟你
讲这些，不是让你来帮
助法轮功，是让你认清
真假善恶，选择善良，
得福报。”最后对方表
示感谢，同意退党。

2020年3月19日，
山东某法院的一位法官
接到美国加州法轮功学
员丁晓霞打来的电话，
这位法官两次挂断电
话，第三次才开始听。
丁晓霞平静地对他说：
“任何大灾大难总有人
留下来。其实能留下来

的人，就是神挑选的最可贵的生命，
给您一个保命的秘诀，那就是诚心
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在
大灾大难中，能得到神佛和上天的
护佑。”

“咱们都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相信天灾人祸是上天在警示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犯下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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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看人心，真心声明“三退”，真名、
化名、小名皆可。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tu idang .epoch t imes . com

“三退”扫码

3.7 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丁晓霞在集会上
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

这些年天灾人祸
不断，哪个地方迫
害法轮功严重，哪
里灾情就严重，这
是上天在警示人。

“

大疫中觉醒“三退”保平安



劫后余生  感悟大法的超常 
2016年 11月 24日，江西丰

城发电厂冷却塔发生了特大事故，因
冷却塔顶一截混凝土未凝固，近80
米高的冷却塔突然倒塌，塔上施工的
74名工人全部遇难。此事震惊海内
外，我是现场目击者和幸存者，大劫
难中幸运逃生，至今
心有余悸。

那天吃过早饭，
大约七点半左右，我
和另两名工人同一工
种，一个班组，一块
儿去工地。走到半道
儿，我脑子突然想起
来要去仓库拿个螺丝，
那两个工人先往工地
走了。从仓库出来我就去按电梯，
电梯从塔上往下只下了两三分钟，
突然冷却塔上一块模板掉下来，抬
头看时，瞬间冷却塔上的工人、模板、
水泥、钢筋及三角架就旋转着往水
塔里坠落。我赶紧朝安全通道跑，
向塔外方向跑。跑了五六步，感觉
塔上边有东西往下掉，赶紧后退两
步，蹲在地上，用手捂着头，落下

父子“三退”
 得福报

疫情中生意还好了

学校教务处主任和
我搭过班，所以他看了
很多真相资料，也看了

《九评共产党》，做了“三退”。
2005年 4月的一天，主

任 约我，说：“今天中午约你出来
帮我做件事，就是把俊儿的‘三退’
做了。”我说：“要他本人亲口答应才
算啊！”“这个我知道，那天我们父
子就说好了的。”

几个月后，新学期开学，主任
给我讲了他们父子假期中发生的事
情。一天他开车走到文家场，前面的

疫情严重期间，各行业都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餐馆尤其冷
清，大家都不敢出门在外聚餐。
可四姨对母亲说：“我儿子前几年
生意一直不顺，挣不到钱，我的
身体也不好，浑身疼。自从看了
你给我的那几张法轮功真相光盘
和《转法轮》以后，我的身体好
了，也理解了你和姐夫当年为何
被抓、被迫害也不放弃修炼。你
看我儿子开的重庆火锅店，今年
生意不但没受疫情影响，反而好
起来了，天天顾客爆满。法轮大
法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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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模板、混凝土、钢筋都掉在身边，
感觉一分多钟就掉完了，安全通道
也被砸塌。

我自己毫发无损，身上只落了
些灰尘，但上面74名施工人员连救
命都没有来得及喊便全部坠落，被钢

筋等材料压在下面，一
分多钟时间就葬身塔底，
惨不忍睹。

回想起来真是后
怕，我当时如果上了电
梯也一样没命了。后来
妻子的姐姐告诉我，是
因为她已帮我做了
“三退”，相信“法
轮大法好”才在

这场突如其来的劫难中得以
逃生。两年前，她给我讲
这些真相时，我就非常
接受，同意“三退”。

经历了这场
劫难，深感人生
无常，灾祸瞬间
即可降临。劫后余
生，如梦初醒，感

悟到大法的威力超常，也知道了法
轮功学员讲的都是真的，大家千万
不能相信中共的欺世谎言。记住“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抓紧时间“三
退”，真能保命呀！

一辆满载钢筋的货车不知咋的突然急
刹车，他也紧急刹车，但由于惯性，
一场车祸眼看是免不了了。就在那一
瞬间，他的车好像被人拖后了一下，
挡风玻璃刚刚好抵住货车的钢筋，车
停下来了。主任说：“我吓出一身冷汗，
差点被钢筋穿透身子。幸亏那天身上
带了你给的护身符，要不然后果不堪
设想啊！”

他接着又说：“俊儿5月份参加
县公办教师招聘。考试前全家人都估
计他考不上，他心里也没底。参加笔
试和面试时，他按照你说的，心里
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最后公布结果，榜上有名！我们全家
都特别高兴。”

经历了这场劫难，
深感人生无常，灾
祸瞬间即可降临。
也知道了法轮功
学员说的都是真
的，千万不要被
中共的谎言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