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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爸爸说起年前每
天吃吃喝喝的日子时，无
不感慨他没感染上是多么
幸运，太幸运了！

武汉肺炎开始时，由
于中共的隐瞒与欺骗，武
汉人并不知道疫情有多严
重。直到封城前一天，爸
爸几乎每天都在参加大大
小小、多则几十、上百人
的年夜饭和宴席。不久，
爸爸有两位参加同学聚会
的朋友去世了，微信中也
在谈论哪个熟人感染了。
爸爸虽也担忧和害怕，但
他内心明白我们家有大法
保护，心理压力小了很多。

爸爸虽然不修炼，但
从我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
以来身心的改善，他知道
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修
身养性的功法，所以他也
不反对我们修炼，并且已
经做了 “三退”。这次真的
是大法在保护爸爸和我们
全家啊！ 

真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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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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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从2020年4月哈尔滨等地

出现疫情开始，就采取严密的防控措施，

但疫情并未控制住，现在全省进入应急

状态， 3750万居民原地不动。不动就能

阻挡病毒的传播吗？

中国古代讲天人合一，顺天者昌，

逆天者亡。《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

相通，就好像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

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

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

然的道理。”

古人大多认为每一事物都有神主管，

瘟疫也一样。每一事件都有原因，瘟疫

的起因是“人心破坏，五情乱杂”。而瘟

神上哪家的门，也不是偶然的。

相传宋朝人缙云一大早出门遇见好

几批疫鬼，缙云问他家有瘟疫吗？疫鬼

告诉他：“你家三代积德，看见别人有恶

劣的事就制止，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

表彰。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

我们哪里敢去你家呢？”那一

年当地瘟疫流行，只有缙云一

家安然无恙。

如今瘟疫汹涌而至，要

想平安，就要守住心中的善良，

遵循“真、善、忍”顺天而行，

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而背离

“真、善、忍”，与“假恶斗”

的中共捆绑在一起的生命连神

都不信了，怎能得到上天的护

佑呢？

在武汉肺炎肆虐之时，

很多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这一“九字真言”的患

者病情都缓解或者康复了，这

里仅举一例。Z先生几年前曾

患“系统性红斑狼疮”，久治

不愈，在修炼法轮功的妻子和

儿子推荐下，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看大法书《转法轮》，结果

病好了。但他受中共无神论洗

脑，并不真信大法，还说他的病是吃药

吃好的。

三尺头上有神灵，人说了什么，做

了什么，上天都会有记载。如今，面临

夺命的大灾大难之时，对大法的态度就

能决定自己的未来。Z先生孤身一人在外

地染上了武汉肺炎，病情十分严重，没

有一家医院能派出救护车去接他。惊恐

与绝望中他打电话告诉七岁的儿子：“爸

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儿子不

断地打电话告诉他一定要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这时，他终于想起大法来了，答应

了儿子。第二天他的高烧就退下来了，

已无大碍。他终于彻底明白了，是法轮

大法再一次救了他的命！

中共宣扬无神论是在害人，法轮功

是在救人，危难时刻能诚念“九字真言”，

就能帮助您渡过难关。

顺天而行  信者得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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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九字真言”就是危难时刻的救命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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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今年63岁，13年前的她一

直是个重现实、好面子、脾气暴躁的

女强人。

1999年7月，中共开始栽赃陷

害法轮功，我进京上访后被非法抄家。

母亲以断绝母子关系来让我放弃修

炼，不给我一句讲话的机会，我们母

子八年来没说过一句完整的话。

2008年，母亲不幸患上葡萄胎，

化疗后癌细胞仍扩散，浑身连骨头都

疼。一天，我给她煮了十个饺子，她

吃了一个半就吐了，无力地倒在沙

发上。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是你儿

子，我看见你那么难受，我心里也很

痛苦！我希望你好起来，这一点，难

道你一点也感受不到吗？刚才医生的

论断你也听到了，我看到你哭了，因

为你觉得看不到希望。现在，你的亲

儿子打算告诉你重拾希望的办法，你

为什么就不想试一试呢？到了这个阶

段，我们母子之间连聊聊心里话都不

行吗？”母亲有点动容了。

这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

轮功后，我第一次和母亲如此促膝长

谈：从我亲眼看到的法轮大法治愈各

种绝症的事例，到“天安门自焚”造

谣案的真相，以及海外法轮功弘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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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为实”的母亲
亲历神迹

武汉肺炎爆发期间，儿媳下班回

来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发热，浑身

疼痛，没劲儿。到了第二天上午，我

儿子和四周岁的小孙子也出现了此症

状，儿子还伴随着咳嗽呕吐，小孙子

也蔫了。下午三口午睡后，趴在床上

不起来了。我看见儿子惊恐的样子感

觉不对劲，儿媳才跟我说出实情。我

说：“别害怕，都起来，咱家五口在心

    一家三口发热后见证

盛况，

包括法轮

大法能治愈

疾病的法理，我们聊

了一个多小时。聊的过程中，

感觉母亲开始能接受大法了，而且

开始精神起来了。

然后我给她看了2008年的神韵

演出。看完后，真就是一瞬间，她说

肚子饿了，一口气把剩下的饺子吃完

就去睡觉了。这一个半月来，第一次

看她睡得这么香。晚上吃完一小碗饭

也没吐。她说：“这倒是有点神奇了！”

到了化疗那天，我给母亲录了个

MP3，里面是李洪志师父在广州的

讲法，希望她化疗难受的时候听一听。

下班后赶到医院，母亲有点激动，摘

下耳机，连连对我说：“太神了！太

神了！这次回去，我一定和你一起炼

功！”我也很惊讶！母亲到底经历了

什么？让她瞬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

她说：“化疗大概15分钟后全身

连骨头都开始痛，实在忍不住了，想

起来你早上给我的MP3，于是拿起

来听，听着听着，那种痛苦一瞬间居

然就消失了，我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而且身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这真是太不

可思议了！太

神奇了！”

当时我也感动得眼眶

湿润，要知道我母亲从来

不相信无利益的事的，她之所以站在

中共的立场看待法轮功，除了面子和

压力，就是对强权利益的崇拜。师父

太慈悲了，不放弃任何一个可救度的

生命。就像我母亲，在这一瞬间，当

她转变了观念，师父就把母亲所有的

痛苦都去掉了。

化疗间隙回家，母亲真的开始和

我一起学法炼功，身体越来越健康，

整个化疗过程一点痛苦的感觉都没

有。最后第四个疗程她决定不做了，

她终于开始坚信大法了。随着学法炼

功，复查时指标一切正常。母亲彻底

明白了，世界上真的是有神，中共灌

输的无神论才是毒害人的，她爽快地

同意“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在疫情泛滥、天灾人祸不断的今

天，希望相信眼见为实的人们，无论

你之前持何种观点，在困难和黑暗来

临的时候，也能转变一下观念，法轮

大法的神迹也会在你的身上展现。

里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定没事儿，放心吧！”

我给小孙子看大法小弟子歌曲视

频等，孩子很喜欢看。我还把大法书

《转法轮》捧给儿媳看。晚上睡觉前，

小孙子就完全好了，欢蹦乱跳地玩了。

第二天儿媳就上班了，儿子逐渐也好

了，身戴大法真相护身符安心地去工

作了。

就这样，一家三口在大法师尊保

护下，渡过了险情。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 “真、善、
忍” 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
缓慢优美的功法。 法轮大法的
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
40多种文字。法轮大法净化人心
和祛病健身有显著奇效，已弘
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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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憋不住了，我知道共产

党活摘的事情，我一定要讲出来。”

陆树恒虽然也害怕，但人命关天，而

且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恶行仍然

在发生，他鼓起勇气站出来举报他在

大陆的亲戚——活摘器官的操刀者。

在美国加州做生意的陆树恒

2002年回上海探亲，他嫂子的姐姐

周清及其丈夫毛叔平希望他能在美国

联系需要做器官移植的客户，“肾脏

啊，肝脏啊，眼角膜，联系到一台手

术比你做装修远远赚钱！”

周清是老外科医生，先后任上海

市浦东医院妇产科主任、上海宛平医

院院长。她告诉陆树恒亲自操刀几起

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这些人进来

后都喊“法轮大法好”。做了几例之后，

晚上老做噩梦，周清不敢再做了。

毛叔平原是上海劳改局副局长、

司法局副局长，靠着在劳改系统积极

迫害法轮功而不断升迁。他告诉陆树

恒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安排周清到武

警医院去做活摘手术，来钱很快，数

额蛮大的。

活摘器官，甚至不打麻药，惨无

人道的恶行让陆树恒不再沉默，他向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了

一份重磅的实名证词。

2006年，活摘器官，这个被

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祝你平安

首次曝光。其后的十余年中，共有

2000多个电话录音、亲历者证词表

明：在中国持续发生着一场由政府、

军警、司法、医院操控的、系统的活

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产业。

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

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

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

进行大规模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

有危害人类罪以及酷刑罪。法庭认定，

中共是一个犯罪政权，而且该判决将

适用于世界各国乃至国际法庭。

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逆天叛道

能不招天谴吗？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

然，百年红潮终将尽，这场大瘟疫就

是冲着中共来的，来惩罚和淘汰紧跟

中共、为中共卖命的恶人。事实上，

疫情严重的地区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

的地区，黑龙江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最多的省份。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而

2001年的这一天，中共导演了栽赃

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这并非巧合。中共诽谤佛法，迫害修

炼人，欺骗百姓，犯下大罪才遭此报

应。现在是留给人们最后选择的机会，

要想躲过劫难，就要从中共的谎言中

清醒过来，看清中共 “假恶斗”的邪

恶本质，退出中共组织，不再是它的

一份子，老天惩罚它时就和你无关。

一份沉甸甸的实名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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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dang.epochtimes.com 

中共的邪恶令人发指，稍有

良心的人都不会与这样的邪恶政权

为伍。美国法轮功学员赵女士说，

现在不少大陆公检法人员打电话来

表示忏悔并要求“三退”。她曾多

次接到一名大陆公安局干部的电

话，“他每次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

咳得很厉害，身体出了问题了。他

说他在国内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要

向法轮功学员忏悔。他说共产党非

常坏，非常邪，自己当初身不由己，

现在非常后悔。”

袁平是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

员，六年来一直在中领馆前与旅游

景点讲真相。她认识一个从中国大

陆来的国安人员达四年之久。此人

经常到景点给法轮功学员拍照，还

辱骂他们。但法轮功学员还是善待

他，坚持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后来，

他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中共派

过来的一名国安，专门在景点给讲

真相的义工们拍照。前不久，他遇

到了车祸，胸部骨折，他跑来找袁

平急切地要“三退”，说：“我遭报

应了，快给我退党。” 

2016年初泰国景点来了一位

男游客，看到真相资料后态度蛮横，

原来他是某省国保大队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法轮功学员陈先生说，周

永康被抓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迫害

法轮功遭恶报，“三退”就是让你

不要成为中共的替罪羊，赶紧退出

来保平安。国保大队长听明白后变

得很诚恳，同意退党。如今已有3.7

亿人“三退”，为自己选择了美好

的未来。

 公安、国安人员
 纷纷退党

 

清 

醒

“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判定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仍在进行，中共“危害人类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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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事实

真相。难道“天安门自焚案”真的是

中共设计的一场骗局吗？这骗局未免

太大？！为什么这样？！她被震惊得

有点不知所措。在明慧网录像片《是

自焚还是骗局》基础上制作的电视片

《伪火》，揭示出完全出乎意外的事实，

强烈的对比和冲击，成了她心中的一

个纠结。

她从网上搜索到了法轮功，看了

图片资料，同时还看很多其他有关的

网站，准备做一次全面对比再下结论。

这时，在她眼前出现了两个不同场面：

一边的网站就像“文革”式的一片打

倒、踩烂、批判，声嘶力竭；一边的

网站金色一片，那是法轮功学员身着

黄色服装集体炼功的场面，白宫前、

国会山庄处，世界各地的大景点，法

轮功学员肃静安详，双盘静坐，一片

祥和。两种截然不同的格调让她内心

矛盾，挣扎……这时，她联想到 《伪

火》上面说的那个自焚者，手势不对，

盘坐方式不对，伪装等

等……是不是有点小题大

做呢？不就是一个简单的

盘腿打坐嘛？这时，她做了一件自己

都没有想到的事情，解开了她心头的

那个死结。

“我离开电脑，坐在了地板上，

照着法轮功的炼功姿势把一条腿放上

去，然后再把另一条腿放上来。我费

了好大劲也没搬上来，这时我突然意

识到，法轮功说的话是真的！那个自

焚的王进东不是炼法轮功的。”她说。

她也明白了，小姑娘刘思影做了气管

切开手术，术后四天带着插管，就

能声音清脆地接受央视采访，还能唱

歌！确实很荒谬，原来都是假的。

她立即打电话找到当地的法轮功

学员，在学员推荐下看了国际“真善

忍”美展。美展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善恶有报，坚持真理，揭露邪恶，法

轮功学员的智慧、善良与勇气一下化

解了她心中所有的疑惑，心结打开了。 

回家后，她细细地开始阅读法轮

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她被书中

博大精深的法理所震撼了，心情非常

激动。“我非常震惊，一下子就从床

上蹦了起来。修炼‘真善忍’做好人，

这就是我要的啊！”刘瀚钰没想到，

自己从此也开始修炼法轮功。

她也开始到景点告诉大陆游客法

轮功真相。她说：“要不是了解了真

相，现在我就跟这些游客一样啊！既

然我有理由明白地活着，那他们也一

样有理由明白地活着，这就是我们的

责任。” 

很多大陆人在国内受谎言蒙蔽，

到海外景点看到法轮功真相展板，非

常惊奇，明白被中共欺骗后选择“三

退”。在纽约曼哈顿著名景点南街海

港码头，也经常会有大陆的警察来这

里。法轮功学员杨女士曾碰到一名大

陆警察，不让她给游客讲真相。

杨女士说：“我们都是以善心来

告诉人真相，你自己看，周围迫害法

轮功的有几个有好报的？共产党作恶

多端，但是因果报应的铁律不会因此

而改变，做什么事都是有报的。”在

杨女士的善言善语下，这名警察选择

了“三退”。

 走出谎言  从抵触到赞叹
现住加拿大渥太华的刘瀚钰是

个爱憎分明的人，当她看到央视播放

的“天安门自焚案”后反应强烈。“当

年我看到刘思影喊‘妈妈、妈妈’的

时候，我哭得泣不成声啊！怎么能这

样？就是那一刻，让我对法轮功产生

了仇视。”刘瀚钰说。

直到2012年的一天，当她打开

电脑，突然屏幕上跳出了新唐人电视

台的节目《今日点击》，她听到了不

同的声音。如此大胆地点评中国执政

党？她着实震惊不小。对他们的点评，

她一半认同，一半反感，因为她还很

不习惯听到和看到这种对执政党的公

开抨击。就在电脑屏幕的右角边，她

无意中看到了《伪火》的视频，“伪火”

什么意思？她疑惑地随手点开。视频

一下跳了出来，场面如此熟悉……“这

不就是我当年看到的涉及法轮功的

‘天安门自焚案’吗？是假的？原来

是骗局？！”她惊呆了，心灵被重重

冲击了。

左图：法轮功学员双盘静坐。

右图：王进东错误的动作。

两种盘腿姿势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