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弟是个养鱼专业户，
我每次见到他都不忘给他
讲大法真相，也给了他大
法真相护身符，他都欣然
接受。隔了一段时间我再
见到他时，他高兴地说：“姐，
我原来腿疼得必须拄着拐
杖走路，现在把拐杖扔了，
走路一身轻，而且高血压
等病都不治而愈了。” 我说：
“你要感谢大法师父，是师
父慈悲于你，给了你一个
健康的身体。”

2012年7月21日， 我
地发大水，许多养鱼户鱼
池的鱼与水同时都被大水
冲走了，损失巨大。神奇
的是弟弟家的鱼一条也没
少！这简直不可思议，用
科学解释不了。其实是因
为弟弟明真相，相
信法轮大法好
得 到 了 福 报。
信神与不信神
的结果真是大
不一样。

弟弟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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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39岁的瑞典企业家安德里

亚·埃尔夫哈格在2010年时与丈夫一

起创办了Fenix Film电影制片公司，工

作十分忙碌。二十几岁时，她就深感压

力的困扰，身体暴瘦，总感觉有一堆事

做不完。她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躁脾

气，靠抽烟减压，患上了慢性支气管炎，

夜里咳嗽得睡不好觉，经常感到疲倦。

 “后来，我得了胃炎，严重到只要一

吃东西，胃里就像吞刀子一样疼，连太

阳穴都会刺痛。每天下班回家，还要忍

受背部的疼痛。”安德里亚说：“我意识

到不能年纪轻轻就变得这么糟糕，我必

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压力是首要的。

正巧这时，一位老朋友向我推荐《法轮

功》，说这本书能让人身心受益。”

安德里亚一直很喜欢

哲学,她的父亲是一名佛教

徒，她自己还练过几年武

术,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

在学《转法轮》的过程中，

她的许多人生疑惑都得到

了解答，很快也开始炼法

轮功的五套功法。她将“真、

善、忍”作为自己的人生

准则，慢慢改掉了暴躁脾

气，身体也随之发生了变

化。“我的背疼消失了，当我变得平静祥

和之后，我的胃炎也没有了，我把烟也

戒了。修炼三个月后，我的身体就从暴

瘦恢复到正常。”她说，“我的内心越宁静，

就越能感受到自己与自然相连。有时候，

在我打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身体里的

每个细胞都是那么宁静祥和。”

安德里亚有一个年幼的儿子，打理

事业之外还要平衡好家庭，操持好家务。

她说：“有时我也会感到哀伤，悲痛或是

愤怒，这些波动的出现，都是我审视内

心的机会。一旦从自身找到问题的根源，

心里就会一下子通透敞亮，也明白了应

该如何解决问题。” 

她和丈夫的电影公司除了制作娱乐

性影视节目外，还制作了许多关于人权

和言论自由的纪录片和短

片。“我们希望通过电影，

让人们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人

权暴行，对法轮功学员的残

酷迫害。中共如此处心积虑

地迫害善良的修炼人，完

全不可理喻。” 安德里亚说，

“人们希望按照宇宙的准则

‘真、善、忍’来指导自己

的为人处世，怎么可以因此

折磨和杀害他们？” 

年轻企业家分享解压秘诀

不一样的
毕业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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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静与祥和：安德里亚在湖畔炼功。 右上小图：安德里亚和丈夫、儿子在一起。

翻墙软件下载
电脑版  https://git.io/fgp88
安卓版  https://git.io/fgm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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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内心越宁静，
就越能感受到自
己与自然相连。
有时候，在我打
坐的时候，我觉
得自己身体里的
每个细胞都是那
么宁静祥和。”



2 祝你平安

六月毕业季，很多家长在朋友圈

中展示孩子的毕业照，有刚从幼儿园

毕业的小才子，有戴上毕业帽的大学

生，一张张笑脸，有对过去的留恋，

有对未来的期盼，家长与亲朋好友都

祝福他们的人生有新的开始。

台湾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法轮大法

社的法轮功学员送给毕业的学长们一

份别致而美好的祝福。他们在2015

年6月13日毕业典礼时举办了为期

一周的法轮大法周活动，把大法的美

好介绍给师生和来宾，包括国际真善

忍美展、大法真相图片展、播放社团

成员的修炼故事影片、汉服试穿体验、

趣味小游戏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师生

前来参加。

 “我今天做了最有意义的好事”
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女学生穿上

汉服，高兴地在美展作品前拍照，并

说以后每天都要抽时间来参加炼功。

一位来自美国的教授Fernando 

Ojeda和他的友人Julio Mayor，听

到“真、善、忍”这三个字，直说：“这

很棒，很棒”。他们对真善忍美展的

作品赞不绝口，还要求学员教他打坐，

体验打坐时的宁静美妙，整个过程中，

他们很雀跃，很开心。听到法轮功在

大陆受到迫害而且被活摘器官，他们

觉得很不可思议，马上在反活摘器官

征签表上签名，表示会进一步了解和

声援法轮功。

来自德国的Lina看完真善忍美

展后，有感而发地说：“台湾与大陆有

相同的血缘背景，中国大陆应像台湾

一样，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Lina

签名反迫害后说：“我今天做了最有意

义的好事。”

一 位 来

自大陆的交

换 学 生， 多

次经过展区，

学员热情地

为她做导览。

看完真相图

片后，她改变

了原先因受

中共宣传的

误导对法轮功的负面想法，疑团解开，

态度变得很和善，转了一圈后表示：

“原来法轮功是很好的。”

甩掉拐杖后的轻松        
国际经营管理研究所硕士班学生

恺庭分享自己修炼后的变化。她修炼

法轮功前失眠一个月，之前她在台北

读大学时出过车祸，造成左脚胫骨上

端粉碎性骨折和韧带断裂，两脚相差

约五公分，需要拐杖辅助行走，不能

久站，久坐，久卧。看过西医打过石

膏，中医、民俗疗法、整骨、针灸都

试过，没有多大改善，这些病痛在恺

庭修炼法轮功三个月就痊愈了，现在

快跑、跳、蹦都没问题。刚好一位台

北朋友来访，带她去游学校美丽的后

山风景，她竟然可以爬山，攀岩。

变成学生喜爱的老师 

中山大学有帮助国中小课业辅导

的爱心社团，企管系的文馨也参加课

辅社，但修炼前她不知道怎样做一位

好老师，上课辅班的学生常被她骂哭，

不想来上课，她自己也很痛苦。修炼

后文馨豁然开朗，知道要用“真、善、

忍”去教小孩子，能稳定自己的脾气，

变得温柔而有爱心，成为学生喜爱的

老师。一位家教班的学生对她说：“教

过的所有课辅老师中，最喜欢学法轮

功的文馨了。”

无药可治的怪病奇迹般好了

中山大学企管系的凯匀，得了一

种怪病“纤维肌痛症”，诊断是大脑

痛觉神经失调造成的。得上这种病，

全身无时无刻不在痛，会造成焦虑，

注意力不集中，也会引发更多并发症，

最后肌肉会纤维化、老化而死，目前

无药可治，只能吃镇定剂缓解。凯匀

考完大学就办了休学，做更深入治疗，

跑遍台湾各大中西医院，做过各种检

查，求神问卜都试过，最后还是被告

知无药可治。半年后复学，他想通过

更忙碌的生活让自己忘记痛苦，但是

到大三时几近崩溃。经学校老师介绍

来炼法轮功，连续七天去炼功点，每

天三个小时学法和炼功，神奇地好了，

完全摆脱每天吃安眠药、镇定剂的痛

苦，现在甚至可以跑3000米。

不一样的毕业祝福

     恺庭向学生们介绍国际真善忍美展作品。         

2021年7月8日祝福

台湾与大陆有相同的血缘背
景，中国大陆应像台湾一样，
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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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电脑使用频率的增加，不

仅带来视力下降，还有我们自己可

能都不曾察觉的疾病——干眼症（干

性角结膜炎），常见症状是眼睛疲劳，

干涩，过敏，发红，多眼屎，严重的

出现视物模糊，对风和光很敏感。据

国内爱眼机构调查，全国干眼症发病

近3亿人，成为继近视眼之后的一大

眼睛健康问题。很多严重的患者花了

很多钱而久治不愈，是否有其他妙方

可以解决呢？

一位法轮功学员说：“我是2004

年底开始修炼大法的。刚一修炼就感

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我有严重的干眼

症，但只要我学法炼功，眼睛里就会

涌出一股清流，双眼就像干枯的禾苗

逢甘霖一样，非常舒服，不知不觉中

病就好了。”下面来让我们看看干眼

症不治而愈的实例。

读《转法轮》眼睛就不疼

台湾法轮功学员陈嬿婷说，在修

炼法轮功之前，我有多种疾病：干眼

症、低血压、缺铁性贫血，还经历五

次开刀，也曾学太极拳和其他气功，

但都没舒解身心疼痛。有一次看到姐

姐在炼法轮功，姐姐邀我来试试，先

让我拜读《转法轮》这本书。

我不相信看书就会改善健康，但

还是把《转法轮》这本书看了一遍。

我惊讶地发现，看别的书眼睛很不舒

服，但看《转法轮》这本书却不会。

于是我开始学习功法，每天坚持学法

炼功，有时觉得头顶有法轮在旋。三

个月后发现折磨我20年的干眼症痊

愈，其他多种

疾病也渐好。

以前自己很自

卑内向，没有

自信，现在整

个人都变得开

朗健谈，法轮

大法真的很神

奇。这些年我

经常给中国游客讲真相，希望大家都

能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

走出暗无天日的生活
我是一名台北法轮功学员，自幼

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1985年带

两个小孩移民阿根廷，一年后眼睛开

始不舒服，每两个月犯一次，时好时

坏。到第四年时严重恶化，阿根廷、

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各国的医院几

乎都看遍了，也检查不出病因，点任

何药都无效，眼睛干涩，见光就痛。

最严重的一次，医生将我的眼睛蒙住

一星期，我就这样像个瞎子，过了一

段暗无天日的生活。

在异乡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第七

年我回台北定居，遍访名医都没用。

有一天到台北一家著名医院看病，那

位名医看我如此痛苦，要帮我改变体

质，每天打针吃药，费用上千元，整

整看了三个月，一直看到后来名医自

己生病休诊，共花了十几万元，病情

仍然一点起色都没有。

最后终于被医生诊断出，我得的

是目前世界上无药可医的干眼症，只

有靠人工泪液纾解病情。更无奈的是

我工作中要用计算器，这使病情更加

恶化，尤其到夏天，阳光较强，发作

频繁，时常上医院。每次发作时，眼

球充血刺痛到头皮发麻。

一天看到法轮功介绍后，到书店

买《转法轮》。看完后，我的内心十

分触动，明白了自己的病是业力造成

的。上完法轮功九天讲法教功班，更

加明白人世间的生老病死都是业力造

成的，唯有修炼才能摆脱命运的安排。

学了三个月后，眼睛的病情渐渐好转，

半年后完全好了，至今未再发作过，

真令人难以置信，世上无法医治的干

眼症竟在修大法后痊愈了。

堂弟的干眼症不治而愈
一位法轮功学员说，堂弟得了干

眼症，在老家的很多医院都治疗了，

花了两万多元都治不好，医生说他一

辈子都离不开人工眼泪水。他想来我

这边找好点的医院看一下，我立即答

应了。几天后婶婶和堂弟来了，因医

院约好的时间在两天后，于是我抓

紧时间和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

内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庆幸的是婶婶和

堂弟都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人，非常认

同，当即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

队），还马上学起《转法轮》，读了几讲。

神奇的是等他们去医院检查时，

医生说堂弟的眼睛好好的，根本就不

是干眼症，让他回去好好休息就行了，

至今他的眼睛都好好的，一点事都没

有，他们知道这是相信大法而得到的

福报。婶婶也因此走入修炼，堂弟从

学校回家也常看大法书。

走出干眼症的困扰

2021年7月8日 平安

只要我学法炼功，眼睛里就会
涌出一股清流，双眼就象干枯
的禾苗逢甘霖一样，非常舒服，
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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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3日，化名“王延

平安”的老人在大纪元网站上

发表“三退”声明：

我老伴在1999年以

前也炼过法轮功，很好。

后来中共开始迫害，迫于

压力怕影响孩子工作就

放弃了。十年前我老伴不炼

功后旧病复发又得了新病肾

癌，医院也没法治，去逝了。

1999年初我儿媳因肝

癌去逝，去年3月在公安系

统工作的儿子也发现得了肝

癌，因相信善恶因果，我儿子拒

绝了医院做“肝移植”的提议，仅一

个月后儿子去逝，留下我和小孙子。

伤心绝望之余还得和孙子度日。去年

九月我突然得了脑梗，住院半个月右

半身子、手和腿还是不好使。看见邻

病室有同样的病人去逝被静静地就抬

走了，我很绝望，感觉自己快像他们

一样，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可怜留

下小孩子无人管。

这时一位法轮功学员带来法轮功

的真相故事让我听，因为以前老伴炼

过，我知道大法好，所以我也相信大

法的神奇。此后我一天天见好，十天

后出院回家！并且基本可以不用拄拐

自己行走，右手臂也逐渐可以拿东西。

我感觉有了希望，我从死亡边缘逃了

出来。

如果不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我的亲人一定能得救，

中共就是迫害中国人的

邪灵。感谢法轮功救了

我，让我脱离中共。

担心染疫的机长退党
2020年1月24日

“三退”的王勇说，我是

一名二十多年的老党员，

我入党就是为了升职快，

能捞取更多好处。现在

已经是飞机长了。这次

武汉肺炎来势凶猛，

死了很多人，我们

机组人员会接触很

多旅客，容易被传染，这

个行业是高危职业，我非

常害怕。但在党委书记面

前还要违心表态：“我是共

产党员，领导安排我飞哪

里都可以，我不会休假。”

在这个体制内已经习惯

了说假话，其实我现在非

常害怕被传染。 

   我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告诉

我“瘟疫是有眼睛的，退党废掉毒誓

能保平安”。我非常愿意退出共产党，

以前就向党委书记提出过，他不同意。

现在听说只要心里同意，明明白白地

退出共产党，化名也可以，太好啦。

迫害大法遭报之后
2020年11月11日，单既贞发

表“三退”声明时说，我是村委干部，

因听信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每天早

上起来就挨家挨户拾大法学员发的真

相资料，拿回家烧了。法轮功学员曾

经告诫我，真相资料是救人的，这是

阻挡上天救人要遭报应的，这种事不

能干。我因受中共蒙蔽太深不听劝阻

一味地干。以后出现双手颤抖乱摆动，

吃饭喝水连碗和水杯也端不了。

一位法轮功学员又好心告诉我：

“你用手干的坏事阻挡世

人得救，罪很大，这是

上天在警示你，再干可

能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

你。”还举了一些遭报应

的例子。我知道了事情

的严重不敢干了，手也

不抖了，正常了。现在

我主动向大法学员要真

相资料看，彻底从内心

退出中共组织。

“三退”保平安  真实不虚

如果不是中共对
法轮功的迫害，
我的亲人一定能
得救，中共就是
迫害中国人的邪
灵。感谢法轮功
救了我，让我脱
离中共。”

我退了，我解脱了

4月18日，在纽约法轮功学

员纪念“四·二五”和平上访22

周年的集会上，大陆移民黄莹洲

领取了“三退”证书。

“我们家族有三人被中共迫

害死了。爷爷因赞同孙中山的三

民主义被中共抓走，被活活打死，

奶奶也被抓去关牛棚，父亲当时

只能靠在山中觅食而侥幸存活，

但两个四五岁的小叔叔因在家中

没人照料，都被饿死了。”黄莹洲

说，“父亲一直都跟我们说‘共产

党就是土匪’，他们靠一帮流氓夺

取政权，用欺骗手段蒙蔽了很多

中国人。”

“上学时被迫加入中共组织，

没办法逃脱，今天能退出真的很

开心，像是系着我的这根绳子断

了，我解脱了，脱离了这种邪恶

的东西。”黄莹洲说，“我从家人

的遭遇深深知道中共的残酷血腥，

而且中共的邪恶本性不会因时间

而改变，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

退出中共组织，不与邪恶为伍。”

中共百年，给中国人带来的

灾难是谎言所无法掩盖的，百姓

的切身之痛也是无法遗忘的。“三

退”就是摆脱中共的精神枷锁，

摆脱共产邪灵的毒害，获得灵魂

自救与幸福平安。截至目前，已

有 逾3.7亿 人

“三退”，为自

己选择了美好

未来。

     黄莹洲领取 “三退”证书，希望更多
的人能退出中共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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