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过年期间，女

儿着急地给我打电话说：

“同学肖缓的两个兄弟染疫

住院，全家 20人被拉到宾

馆隔离。他们天天在一起

吃饭密切接触，都感到很

恐慌。”

我一听，就嘱咐女儿

稳住心，快快叫她们一家

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只要真心念就威

力无比，就能得到大法师

父保护。

女儿心里有了底，赶

紧给肖缓打电话教她念“九

字真言”，肖缓就在电话里

跟着念，说心里平稳多了，

她也告诉一家人都心里念。

后来兄弟俩都出院了，

只有弟媳还在隔离，其他

人都回家了。肖缓在电话

里不停地对我女儿说：“谢

谢你妈告诉我们救命的大

法，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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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法救了
我们全家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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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九字真言”  
救了染疫的同学

隔离层层升级 
能“关”住病毒吗？

“三退”得福报　
全家都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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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和食物。原来他整个晚上都在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天下午，
阮塘由于咳嗽频繁出现咳血，他不放心，
去医院做检测，结果显示感染了武汉肺
炎。电话里，涂安告诉他不要担心，继
续诚心地念诵。到了第三天，阮塘的武
汉肺炎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78岁姑姑半昏迷  奇迹康复
涂安的姑姑78岁了，也不幸感染

了武汉肺炎，近10天持续高烧，后来进
入昏迷状态，需要重症急救。涂安知道
后，第一时间就给陪伴姑姑的表弟打电
话，并传送给他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
让他立刻播放给姑姑听。还让表弟转告
姑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是
最有效、最简单能救姑姑的办法。

涂安心里不放心，直接给姑姑打电
话。“电话接通了，当时姑姑略微清醒，
居然接了我的电话。我大声地告诉她，
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净心听师父讲法，安心休息。电话的那头，
我只能听到姑姑微弱地‘嗯、嗯’答应着。”

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姑姑的
症状都消失了，居然给涂安打来电话，
聊了20分钟。姑姑对她说：“以前你们
一直劝我看《转法轮》，我都没有看，现
在你放心吧，我一定看。”

叔叔帮朋友请“九字真言”
涂安说，在她们的大家族中，有

20多人修炼法轮功。“一天我叔叔打来
电话，说他的好朋友阮图泰不仅患上了
喉癌，而且还感染了武汉肺炎，非常危险。

他向我要‘九字真言’的具体内
容，想救这位朋友的命。” 涂安
大声地念给叔叔，结果第二天早
上，阮图泰先生就给我叔叔打电
话表达谢意，说他感觉好多了。
两天后，他的病毒症状就消失了，
医院允许他出院回家。

患武汉肺炎的房客三天痊愈
 “4月的一天，房客阮塘先生给我

打电话，他声音虚弱地说生病了。”住在
巴黎的越南裔涂安（Thuy Anh）回忆
说。尽管有禁足令限制，但作为房东，
涂安意识到房客情况危急，她出门赶了
过去。

到了阮塘的公寓, 发现暖气已调到
最大，热得像蒸笼，他盖着两层被子还
蜷缩着发抖。他在发烧，吃了退烧药也
不管用，当时巴黎已经有几千人死于武
汉肺炎。

看到阮塘如此状况，涂安决定留下
来照顾他，和他讲自己修炼大法的故事。
“我并没有因为他在发烧而害怕被传染。”
涂安说。

下午离开之前，涂安
在纸上写下了“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递给他，
并嘱咐他反复默念这句话
会有转机。

第二天早上，阮塘感
觉很好，还起床出去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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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三位染疫者的奇迹
当时巴黎已有几千人染疫死亡，而他们诚念“九字真言”数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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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这 是 最 有 效、
最简单能救姑
姑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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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哈佛的一个同学得了新冠肺
炎，医生说他60%的肺坏死，已经
没救了，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他得救了，现在已经出院
了。”留学美国的武汉大学博士罗碧
雅2020年 5月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我自己现在天天念诵‘九字真
言’，感觉身体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他给我发邮件，说他快要死
了。”罗碧雅说，“当时他已经签字放
弃治疗了。”这期间罗碧雅一直在跟
踪大纪元和新唐人的疫情报导，知道
“九字真言”救命的说法。有一次她
自己胸闷的时候也念了，效果真的非
常好。她想告诉朋友让他试一试，但
是朋友已经在重症监护室，时不时的
昏迷，不能接电话。

“后来我就把‘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这几个字用电子邮件给他发
了过去，让他念，我说对他的肺部有
好处。因为他信任我，他就接受了，
结果他现在已经出院了，医生说他康
复得很不错。所以我认为‘九字真言’
是科学的，这是法轮功传播的一件大
好事。”

罗碧雅说，以前别说“九字真
言”，对法轮功她都不接受。由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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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了染疫的同学

重阳节
登高避疫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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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造谣诽谤，她视法轮功为“洪水
猛兽”，在大街上遇到法轮功发真相
传单，她都不会接。

但2020年以来发生的很多事情
改变了她对法轮功的印象。一次是二
月份，她在哈佛大学门口看见一位法
轮功学员，是一位老阿姨，在很冷的
天气里派发《大纪元》报纸和小莲花。

“她给我资料我没有接，只拍了
张照片就离开了。”等到她周末再去
学校图书馆的时候，又看见这位阿姨
站在那里。“我被她感动了，心想法
轮功这么坚持啊，周末还出来。”

再后来罗碧雅在纽约的法拉盛
和唐人街都看见过法轮功学员发莲花
和真相资料。“他们就是告诉你真相，
并没有在传销或者销售什么，让我感
觉他们都很真诚，很友善，很可爱。”

特别看了神韵的介绍之后，她
认为神韵的舞蹈艺术国内的人都比不
上，心里越发佩服法轮功。现在罗碧
雅完全改变了被国内宣传误导的对法
轮功的印象，接受了“真善忍”的理
念。她还经常把大纪元和新唐人的节
目想办法传给国内的亲朋好友。她说：
“希望法轮功坚持下去，‘真善忍’是
中国人最需要的！”

九月九日，日月并阳古称嘉
节，从汉到魏晋时代已有重九嘉
节登高的风俗。其实，重九登高
的源起和避瘟疫有关。

相传东汉汝南（今河南汝南
县）人桓景随着修道之人费长房
游学多年学习仙道。九月九日汝
南将出现瘟疫！费长房教给他避
疫的方法：事先准备好茱萸绛囊，
九月九日一早让家中大大小小系
在手臂上，然后出门登高，并饮
菊花酒，可以祛祸。

桓景牢记费长房的警告，到
了九月九日大清早，他将准备好的
茱萸绛囊给家人系上，领着家人
登高避疫。一家人直到太阳下山
才返家，到家中一看，家禽、家
畜果然如费长房所言都染疫暴毙，
景象令人震惊。他们幸亏相信费
长房的告诫才躲过一劫。

这场瘟疫是突如其来的，之
前没有任何征兆，其实都不是偶
然的。中华神传文化讲天人合一，
认为灾害、瘟疫都是上天对人的
惩罚与警示。法轮大法是佛家上
乘修炼功法，教人修心向善，使
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这是经
过上亿人亲身证实的。而中共却
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
法轮功学员，编造谎言诽谤法轮
大法，欺骗民众，罪大恶极。上
天要灭中共，自然殃及其组织成
员。这场瘟疫就是来淘汰中共及
其它的追随者，“三退”（退出中共
党、团、队）后就不是它的一分子，
瘟疫就和你无关。

21年来，法轮功学员一遍遍
地告诉人们：诚念“法轮大法好、
危难来时命能保”，“三退”保平安。
信者得福，“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是疫情中
的救命法宝，您信了吗？您是否紧
紧抓住了上天向您施救的手？ 

法轮功学员在给民众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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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善，远离邪恶，才不会被瘟疫侵
扰。中共逆天叛道，在历次运动中造
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欠下血债。
迫害正信，招致天惩。它不是抗疫的
英雄，恰恰是瘟疫的源头。只有退出
加入过的中共组织，才能远离瘟疫。
如今已有3.7亿中国人选择“三退”，
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祝你平安

新冠病毒摸不着，看不见，变
化多端，靠什么抵挡瘟疫？石家庄藁
城区、邢台市南宫、北京大兴区出现
的染疫社区，一辆辆大巴把数万居民
拉走集中隔离。不仅封城、封户，还
要集中隔离，封闭方式层层升级。异
地隔离，把人们关到铁桶般的封闭区，
任谁也跑不出来，病毒就能关住了？

有人认为靠严格的隔离、群体
检测、大数据定位，链条式拉网查找
感染者，所以国内疫情控制的好。但
是，民众的质疑源源不断，说了一年
的防疫成功，怎么年底回不了家了？
怎么越控制确诊人数越多？到底有多
少无症状感染者？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传染病
动力学教授史蒂芬•莱利的研究表明，
英国采取大规模封锁措施于抗疫无
益。如今美国大多数州也实施了封锁
措施，但美国白宫经济团队发现，严
厉的封锁并没有多大效果，“反而加
重”。

新冠病毒不但“关”不住，变
异之快令医学家难以捉摸。英国伦敦

帝国学院的病毒学家法里亚发现，巴
西玛瑙斯市有3/4的居民已经感染
了新冠病毒，已具备“群体免疫”条
件，但该市确诊病例竟不降反升，这
令法西亚惊讶。原来变种病毒存在免
疫逃避的能力，可以逃避人们体内已
经出现的抗体，让他们再度感染。此
前，已有研究发现，新冠康复患者体
内保护性的中和抗体，在短短36天
之内就衰减了一半，而当年SARS病
毒的抗体能够维持一至两年。

在医学都无解的情况下，中共
仍然声称可防可控，并且让人误以为
只要穷尽检测、封闭隔离就能阻止疫
情蔓延。实际上，这是中共继续用无
神论来害人，让人不去深思瘟疫的根
本原因。为什么同样检测呈阳性，有
的人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就没发病
呢？科学解释不了，其实就是背后的
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古代讲“瘟疫有眼”，史料
与预言都证明，瘟疫背后有瘟神在主
管，瘟疫的散布是定时、定点甚至是
定人的。因为神看人心，只有人心

海外法轮功学员李女士说，她
曾经拨通了一个电话，刚说完“朋友，
告诉你一个消息，三退保平安”。电
话那头一个男人说：“你知道我是干
嘛的，我是‘610’。”并开始耍凶。
李女士说：“我知道‘610’是专门迫

2021年1月29日 3真相

神看人心，真心声明“ 三退”，真名、

化名、小名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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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帮 15 名亲人退党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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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法轮功的，我以前和公安局的局长
讲真相，一个局长退了38人，还有
一个局长退了42人。他们不但自己
退党了，还把一家人，亲戚朋友都给
退了。他们都得救了。”

那人不吭气了，也没挂断电话。
李女士就从“610”是怎么成立的，
江泽民又是怎么一人独断专行非要镇
压法轮功的，并且活摘器官，现在江
泽民血债帮开始遭恶报等等，一口气
讲了40多分钟。电话那头不但没挂
断电话，而且一直在专心地听。

“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你们
‘610’迫害好人，不是造孽吗？”李
女士劝他赶紧退出共产党，悬崖勒马，
这是逃命的路。他听了这话，就把自
己的真实姓名、工作单位都报给了李

女士，还把他老婆、两个孩子和几个
亲戚朋友共15人的姓名，每个人入
过党、团、队的情况都一一报出来，
请李女士记好帮忙退出。 李女士说：
“你要通知他们，让他们点头认可，
要不不管用，神佛只看人心。”他保
证一定照办。



“三退”得福报　全家都受益 

凡是“三退”的
都躲过了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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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企中石油某化工厂当工
人， 工作三班倒。我们班组里包括我
共有七个工人，分别以A、B、C、D、E、
F、G作为代号。到2014年除班长A
和一名50多岁的老师傅B外，其余
五人都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2014年秋天的一天，我上白班。
C因家里有事请假未来上班，经工段长
K（没三退）同意请另外班组的工人H
替班。工段长一早安排了两项工作：

一是院内某处施工，用吊车装
卸材料，需要一名施工监护人员，班
长A安排我（代号G）去监护；

二是需要把150多桶浓硫酸从
地上运到四米高的池子里去，除我外
六名工人全部参加干这个活。因劳动
强度太大，工段长便弄来一个滑轮
和一根棕绳，就在池子上安了一个支
架，用滑轮往上吊装满浓硫酸的塑料
桶（约30公斤 ～40公斤重），两个
人在上面接桶，四个人在下面拽绳子。
A安排体力较好的E和F在上面接桶，
A、B、H、D在下面拽绳子。

干了两小时左右，提上去一百
桶左右时，工段长K来到现场说：“兄
弟们辛苦了，谁累了，我换换他。”
于是D便到一边休息去了。又提了
十多桶后，在把一桶提到池子上要接
桶时，突然装满浓硫酸的桶脱钩从四
米高空掉下，摔碎了，在下面干活的

根两寸粗、四米长的铁管子突然往下

滑，我儿子和侄儿都顺着铁管往下滑。

我立刻就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李大师好！”我儿子瞬间就抓住

了旁边一根管子，没事了。就在我喊

完的那一瞬间，那根铁管子就停止不

再下滑了，我侄儿也平安无事了。我

们一家人感谢法轮大法李大师的救命

之恩！

不适合怀孕的人足月顺产
租住在我村的一个安徽籍妇女，

家族有高血压病史，三十出头，生完
大女儿后，不久血压就高达200以上，
而且体重不断增加，医生认为她生二
胎会有生命危险。我给她讲真相，她
认同大法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
后来她怀孕了，四个多月时，身体各
种不适就凸显出来，她很害怕，整日
忧心忡忡。我送给她一张真相护身符，
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她很珍惜地把护身符放在枕
头套里，并每天诚心念诵。结果她是
足月顺产，生下一个八斤多重的大胖

退休干部：全家事事顺
2018年 11月12日，我去公园

讲真相，遇到一位干部模样的老者，
与他唠嗑，得知他是某县经济委主任。
他说：“我三年前就退了，儿子在网上
退的，我们全家四口都退了。‘三退’
后我家事事顺。我多年的脑血栓现在
彻底好了，你看我现在红光满面，身
体和精神多好啊。儿子研究生毕业后，
找工作一直不顺，不理想，退团后，
很顺利地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再一
个是我儿媳妇，退队后，怀上并顺利
生了一个全家盼望已久的大小子，现
在我大孙子长得非常健壮，聪明，谁
见谁爱。”

当脚手架的铁管下滑时
我姐修炼法轮大法，多年前她

就告诉我们法轮大法真相和“三退”

保平安的事，我们都很相信，全家人

都退了队，我每天都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我家是搞房地产建筑行业的。

一天我们正在高空作业，脚手架上一

女儿，整个生产过程血压基本稳定，
医生连连称奇，觉得不可思议。

小店不用关了
一次我去一家服装店买睡衣，

老板娘说自己眼睛不好，老头有病吃
安利，生意又不好，所以打算清货后
关店。我说你先别急着关店，你天天
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
会得福报。她爽快答应并同意“三退”。
一个月后我又去买衣服，屋内有六七
个人，老板娘一下把我抱住，说：“哎
呀，我的大姐，谢谢你！我的生意好
了，不关店了。大法真好呀！”那家
服装店一直到现在也没黄。

班长A、老师傅B、替班工人H、工
段长K都被烧伤了。 

六人作业四人烧伤，可“三退”
的工人都躲过了这场灾难：C请假，
D由K替代正在休息，E、F在上面，
G（我）不在现场。“三退”得福报，
真实不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