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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
斯姑娘
塔田娜
是纽约
一家著
名的经济

组织的会计
师，去年5月她在纽约中央
公园被法轮功学员炼功时
强大的能量场所吸引，于
是开始修炼法轮功。去年
11月，她的弟弟感染了武
汉肺炎，弟媳和侄女也病
了。塔田娜给弟弟讲了很
多人在危急时刻念诵 “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获
救的故事，以及她修炼大
法后的体会，结果她弟弟
一天后病就好了，全家人
也很快就痊愈了。她说：
“感谢师父为我们创造了如
此美好、如此强大的大法，
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

染疫的弟弟
念真言迅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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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月，生活在台湾的梁琼予跟

随先生远赴国外。哪知才过一个星期，

那里的疫情就蔓延开来，琼予赶在锁国

之前返回台湾，暂与奶奶和姑姑同住，

先生则仍留在国外工作。

几个月过去了，该国疫情仍很严重，

琼予为先生担心，总是心慌不安，很想

找个让心灵平静安稳的方法。受姑姑多

年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启发，去年

8月,琼予报名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习班。

修炼后，严重的便秘和痛经消失了。83

岁的奶奶也和她一起炼功，腰痛、胳膊

痛都好了。

琼予每天与先生通话，告诉他诚念

“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能得到大法的护佑，这是最好的

避疫良方。但是，理工科出身

的先生信奉无神论，对她的话

不以为然，甚至非常排斥。奶

奶也为孙女婿着急，有一

次对着电话大声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吩咐孙女婿

跟着念，先生不好

拂逆长辈好意，便

跟着奶奶念了。

当时，先生

同宿舍的室友咳

嗽得很厉害，严

重时咳到快断气的

感觉，将近一个月也未好转。尽管公司

会定期核酸检测，但先生开始有些担心，

这期间也曾有轻微感冒症状，但两三天

之后就好了。

有天刚下班，先生正和琼予通电话，

公司紧急通知他不要回宿舍，刹时有如

响雷轰顶：“怎么？难道是我确诊了？要

不，怎么不让回宿舍？”琼予安慰先生：

“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开始默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好，我会念。”琼

予没想到先生第一次这么痛快地答应了，

生死关头，态度整个转变了。

当天晚上，主管告知，是先生的室

友确诊染疫。两人同一个部门，同住一

宿舍，共用一台冷气、卫浴设备，一个

月除了四天休假外，几乎24小时在

一起，所以先生也需搬出宿舍，

单独隔离。之后，每隔两星期就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连续三次检

测，先生都是阴性反应，而室友

直到第四次才变成阴性。

惊险过后，先生对法

轮大法心悦诚服，感谢大

法在危难时刻保护了自

己。回台湾后，他也报

名参加了学习班，并阅读

了宝书《转法轮》，明

白了法轮大法是教

人修心向善，返本

归真的高德大法。

从不以为然到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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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司机：“九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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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予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上天慈

悲地赐予我自救的‘九字真言’，助

我走过这一魔难。”越南裔美国人Do 

Minh Quan康复后感慨地说。

居住在美国田纳西州迪尔斯堡的

Quan今年64岁，是位优步车（Uber）

司机。去年6月美国疫情高峰期时，

他并未歇业，在一次看似平常的载客

出行后，他开始连续干咳，发烧，身

体疲倦，缺氧，呼吸困难，被送入医

院后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持续不断地咳嗽和时不时出现

的呼吸困难，让我体会到生命的珍贵。

我知道，一旦那口气呼不上来，就可

能没命了。”Quan说。他的太太也

染疫入院，并失去了味觉。

在困境中，他想起了朋友Hieu

告诉他的“九字真言”。Hieu是位法

轮功学员。他经常提醒Quan，生活

中遇到危机或面临困难时，如果诚心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迹

就会出现。

Quan说：“在我被送入加护病房

的生命危急时刻，Hieu给我打来了

电话，叮嘱我诚心地念‘九字真言’，

随后又发短信提醒我。”

Hieu还对Quan解释说：“因为

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当人真诚地念

Uber司机：“九字真言”助我走过魔难
这‘九字真言’，并赞颂法轮大法时，

就能够接收到宇宙中的正能量，纠正

身体的不正确状态。”

Quan说：“我相信他所说的，于

是开始在心里默念。而在念的过程中，

我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阳光乐观，安

静平和，这令我更坚信‘九字真言’，

同时我也在心里祝福妻子尽快康复。”

他在家中又隔离了七天后，医生

确认他身体健康好转。一个月后完全

康复，他的妻子则在三个月后康复。

Quan出院回家后，Hieu去探

望他。Hieu告诉Quan，他妻子所

工作的商店的店主一家人，在他妻子

住院前经常与她一起吃午饭，与他妻

子接触时也不戴口罩，但是他们一家

五口人都没有染疫，包括店主80多

岁的老父亲。

在得知店主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

法时，Quan感叹道：“这就是法轮大

法的神迹，而当你对他拥有充分的信

心和信念时，你就会得到福报。”

在念的过程中，我的心情也变
得越来越阳光乐观，安静平和，
这令我更坚信‘九字真言’。”

我家的救命良方

我是家住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我的小女

儿和小女婿都是武汉某大医院的护士，小女

婿还是急诊科的主要护士，去年疫情期间每

天都在接触、面对各种病人。他们医院已有

不少医生、护士被感染。他俩都处在极度的

恐慌与高压中。

去年1月18日，我让他俩回家来和我

们一起提前吃年饭。看到小女婿沉默少语，

焦虑，精神萎靡不振，我就再次给他俩讲法

轮功真相，并叮嘱他们一定要诚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这是大难来时保命的真言。

他俩都听进去了。加之他们早已“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所以在武汉疫情

最严重的时期，在被病毒包围的环境中工作，

他俩都没有染疫。

大女儿也是武汉某医院的医生，疫情期

间被安排在发烧门诊工作了一个月，直接接

触的都是发烧的病人，其中就有已感染了武

汉肺炎的患者，但她也平安无事。

更为神奇的是我老伴儿。去年1月16日，

老伴儿开车带合伙人一起去考察项目，不到

一周传来消息，合伙人感染了武汉肺炎。老

伴儿得知后迅速去医院验血，检查结果没问

题。但他仍不放心，老怀疑自己被染疫。

1月22日下午，大女儿把他带进她工

作的医院做了CT，结果很像被武汉肺炎感

染。大女儿给我打电话说了情况，我马上想：

“我是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

在师父的法像前跪拜，求师父救我老伴儿。

当晚八点多，大女儿又打来电话说，两位专

家反复研究CT片子后确认不是武汉肺炎。

我们全家在这生死存亡的危险时期，都

没有被传染，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现在

已经有3.8亿人选择“三退”，希望您也能

记住“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

    越南裔美国人Do Minh 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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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缓和的台湾今年初渐趋严

峻，政府升高防疫层级。在全台三级

防疫警戒期间，法轮功学员义务承担

防疫工作，同时传递避疫良方，受到

民众的赞许与感谢。

家住新店的法轮功学员碧云说：

“此时民众面对疫情的生死关头，大

家都想找一个可靠的救生圈。小莲花

与《真善忍特刊》受到民众的欢迎与

喜爱，不少人多要几份送给家人朋友，

也有的来询问炼功资讯。”

在云林市斗六黄昏市场，李姓学

员说：“这么多人伸手要莲花和真相资

料，一刻都舍不得休息，只希望台湾

善良民众能了解法轮大法，诚心念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得到大法

的护佑，平平安安。”民众们接过防

疫莲花，念出“九字真言”，有的满

脸欣喜，点头弯腰道谢，赞佩法轮功

学员在做着了不起的善事，有的坚持

送上水果向学员表达谢意。管制市场

出入口的警察，微笑地看着人来人往

接受真相的情景，向学员表达关心和

感谢，不少人也拿了莲花与真相期刊。

台北市一位80岁左右的老人得

知小莲花上带有“九字真言”时，她

双手将莲花捧在胸前贴着心窝，不停

地鞠躬感谢。

台北市一位母亲挑选了一份莲花

后，带着不好意思的腼腆对法轮功学

员美凤说：“我能不能多要你身上系戴

的那个蓝色莲花给我儿子， 他脑部开

刀，我想让他随身系戴，祈求神佛保

平安健康。”美凤立刻摘下来送给她。

法轮大法福益社会，使全世界上

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真、善、

忍”的普世价值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与尊重。

很多台湾政要表达了对法轮功的

感佩与支持。台湾新竹市议员陈启源

说：“人性本善，法轮功学员即使受

到长期打压与迫害，还是秉持善念坚

持。我们看到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信

奉‘真、善、忍’，每一个人都很有

善心。希望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加入修

炼的行列，因为修炼对自己身心很有

帮助，希望大家都来追求‘真善忍’，

追求世界和平。”

面对当今社会道德败坏导致天灾

人祸多，苗栗县议员张淑芬表示：“法

轮功是身心灵修炼的最高境界，炼功

精神好，身体健康，这样一群善良的

人不只是传功，还能导正社会风气，

因为修炼能净化人心，善的力量能帮

助人们改善家庭关系，改善健康，让

社会更祥和。”

吴思瑶立委说：“法轮功学员面

对中共打压、迫害，他们还能坚持，

这是人性的光辉，给世界各地追求自

由人权的人们树立了典范。”

台湾法轮功学员送避疫良方

前不久，扬州市一核酸检测

点曝出“1传83”， 一名检测者

将病毒传染给了前来检测的居民、

工作人员，之后出现四代传染，

即密接者又传给密接者，其中还

包括两岁大的孩子。现在人们普

遍认为“密接者”是高风险人群。

但是，在去年武汉疫情爆发

期间，至少有两个二三十人的大

家族，一起吃了年夜饭，其中有

已染疫者，但其他人均未被传染，

染疫者在诚念“九字真言”后也

很快康复，这是为什么呢？

法轮功自1992年开传，祛

病健身、净化身心有奇效，修炼

者上亿，至今弘传世界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疫情期间，世界各

地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告诉人们诚

念“九字真言”能够避疫袪瘟。

去年9月，前瑞士诺华制药

公司、传染病学医学博士董宇红

与Walter Reed陆军研究所病毒

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共同发

表了论文《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困

境及出路之思考》。对2020年1

月1日～ 5月31日期间来自世界

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例合格

病例进行研究，患者总体症状改

善率为100%，尤其是11例重症

患者中有10例痊愈，1例好转。

研究报告说，我们对“九字

真言”的效果感到惊讶，不得不

重新审视、思考现代科学、医学

未来发展之路。真正彻底清除病

毒，要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

功能。法轮大法具有强大的正面

能量，当人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时，这种强大的能量

场就能传递到念诵者身上，增强

人体免疫系统的抗病毒能力。

研究报告：

“九字真言”
显奇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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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嘉义县法轮功学员派发特刊，告诉人们诚念“九字真言”会带来平安福报。



今年7月31日，货船“弘进”

轮上有船员出现发热症状，当时船上

有20名中国船员，他们向浙江舟山

的一船舶管理站寻求紧急医疗救助，

按规定，须由船舶代理公司提出申请，

而当地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提供帮助。

到8月3日，已有9名船员发热，

而且船只出现机械故障无法继续前

行，只能在海上漂着。8月7日，在

多方求助无望的情况下，船员们录制

了求救视频发到网上，引起社会关注，

终于得到舟山方面的救助，这时已有

16人核酸检测呈阳性。

可以想象，当时船员们眼看着疫

情传播却无法下船，生命危在旦夕，

该是多么焦灼，多么希望有人能向他

们伸出援手。危难时刻，“九字真言”

就是最好的自救办法，如果当时他们

能诚念“九字真言”，可能就不会有

这么多人染疫。让我们来看看发生在

另外一条船上的故事，这是一位法轮

功学员的亲身经历。

我是一位远洋海员。2011年我

回老家时，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大姐告

诉我真相，并帮我做了“三退”，告

诉我危难时诚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能

保平安，还赠送我一张

李洪志大师的“济南讲

法”光碟。我将光碟带

到船上，和机舱里的

10位同伴经常听李老

师的讲法，大家都明白

法轮大法好。

2011年5月初的

一个晚上，我所在的货轮载着一批两

厘米厚的大钢板，行驶到南非南300

海里好望角附近。当时，正是太平洋

季风季节，我们的船位于西风带，那

天风大浪急。大约零点，值班人员突

然发现甲板上的货物不见了，船舱已

被海水灌满，船倾斜着，摇摆足有

30度。

他紧急呼叫船上的所有人。我们

立即开动了三台水泵，从船舱往外抽

水，然而，船舱被钢板撞破的窟窿太

大，水泵抽水根本无济于事。我们全

船人穿好了保暖服和救生衣，随时准

备放救生艇。但那么大的风浪，救生

艇根本救不了命，一入海就会被风浪

打翻。机舱里的11位小伙子无奈地

挤靠在船舱一角，提心吊胆，不知下

一步该怎么办，只能听天由命。

就在这危机时刻，我突然想起大

姐的话，赶快提醒大家诚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我们将全部希望

寄托在这九个字上，不停地念，不停

地念……就这样，我们的船歪斜着前

行，一直开了48小时！终于在南非

靠岸，船上26人全部获救。我们那

个高兴啊，那个感恩

啊，无法用语言表达。

经检查，原来船

身被钢板撞了一个直

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洞，

真是危险至极。此刻，

我们真正体验到了诚

念“九字真言”的巨

大威力，深深感谢大

法师父的救命之恩。

撞破的远洋轮平安靠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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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洪灾不断，而且往往

突然而至，但灾难中并非没有奇

迹。请看看这则故事，希望您也

能明真相，得福报。

一位四川的法轮功学员说，

去年七、八月间，侄女的家乡下

了几天大暴雨，雨水就像从天上

往下倾倒一样，狂风刮倒大树，

河里的洪水漫过河堤，迅速向四

面冲去。

侄女家的房子建在大街旁边，

离街道100多米远。街道的路面

比她家高一些，周围有很多邻居，

地势有的比她家高。一天中午，

邻居大爷正在家睡觉，震耳的洪

水“轰隆”一声，从街面上冲下来，

把大爷家的房门冲开，洪水“哗”

的一下涌进屋里。大爷被洪水声

震醒了，赶紧蹚水冲出门，打着

雨伞站在高处，呆呆地看着被洪

水淹没的房屋，半晌没缓过神来。

侄女站在她家二楼往四处看，

房屋、树木、农田里的禾苗，都

在洪水中，还有横七竖八流动的

家具、挣扎的家畜等等，真是惨

不忍睹。

当时，侄女心里叫苦，不知

自家一楼被淹成啥样了。过后，

她下楼查看情况，真神奇，一楼

一点水都没有。她又去看房前屋

后的走廊，都

是干干的，

一点水没

进。后来

她想起来

了，她经常

敬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

好！”，得到大

法师父保护，洪

水才不进家门哪！

洪水不进
   我家门！

我们的船歪斜着前
行，一直开了48小
时！终于在南非靠
岸，船上26人全部
获救。我们那个高
兴啊，那个感恩啊，
无法用语言表达。



郑州洪灾刚落，8月12日，湖

北随州市随县柳林镇夜间突降暴雨，

二三十分钟就把3米多高的一层楼给

淹了，暴雨狂降了几个小时，平均

水深3.5米，最深处5米，已经造成

21人遇难。

龚仕慧当夜正在超市值班，超市

在一层，眼见水位急涨，她给丈夫发

了最后一条短信：“如果我死了，你在

床下拖鞋袋子里好好找找，还有点存

款。”家中的丈夫接到短信后想去救

她，但被大水挡着出不去门，等赶去

时妻子已经遇难，她的另一位同事则

被冲到离超市500米的地方遇难。

很多人说，今年天气可真怪，极

端天气这么多，而且来得这么突然。

遇到这种危急时刻，很多人除了逃生

就是想到和亲人最后诀别，甚至交代

后事，其实这时如果能想起“法轮大

法好”，求救于大法师父，那结果就

不一样了。

一位黑龙江北安市的法轮功学员

讲述了发生在邻居家的真事。2015

年，邻居的女儿第二天要结婚了。那

年我们这里发大水，道路遭严重破坏，

交通极不方便。为了避免因交通影响

婚礼按时举行，女孩的家人需要提前

将她送到婆家所在的城镇。那天女孩

穿着新衣服，跟随母亲、舅舅和表弟

一行四人，骑两辆

摩托车前往。

然而谁也

想不到的是，

当四人行至中

途，来到一个

前不靠村、后

不靠店的桥上

时，突然一波凶猛

的大水冲上桥来，顿

时将四人冲下桥去。慌乱中，

女孩的舅舅和表弟抱住桥边水中的一

棵树，侥幸逃过一劫。转眼不见了那

母女的身影。

水流异常汹涌，母女被大水冲了

下去。女孩看到母亲被大水冲倒了，

拼命地冲过去把她拽起来。可是瞬间

母亲又被冲倒了，女孩用尽全力又将

她拽起来。然而母亲再一次被冲倒，

女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大水卷走，

再也看不到踪影。女孩拼命呼喊着母

亲，哭得声嘶力竭，渐渐地，没有了

力气，沉入水中。

就在她随着浪花翻滚的瞬间，忽

然想起我以前送她的真相护身符，她

根本无法张嘴喊出“法轮大法好”，

只是想到这五个字，但结果就不一样。

迷昏中，她感觉自己站在水中，正在

被大水推着平稳地往前走。以后就什

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久，当她醒来时，发

现自己竟然靠在水中一棵大树上。自

己怎么游过去的？她根本就不会游

泳。这简直无法想象，太不可思议了！

她知道自己的命是大法救起的。

每当想起那极度揪心、极度恐怖的一

幕时，悲伤之余，她总会百感交集。

她说：“人是不可以不信天地、神明

的！感恩法轮大法的救命之恩！”

被洪水冲走的新娘活了下来

就在她随着浪花翻滚的瞬间，
忽然想起我以前送她的真相
护身符，她根本无法张嘴喊
出“法轮大法好”，只是想到
这五个字，但结果就不一样。

法
轮
大
法
好

真
善
忍
好

特大山洪中 我家像个“安全岛”
我是西南山区的一名女大法弟

子。2008年7月，我地连续几天大

暴雨。7月27日晚大雨一直下个不停，

我站在房檐下大声喊：“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修炼多年，我养成了习

惯，遇到灾祸时就喊“法轮大法好”。

凌晨两点多，我被邻居喊醒。原

来在上边河沟边，一个年轻男子出来

看房边排水沟的情况，发现雨特别大，

想到他表姐家在沟边，就喊他表姐出

来。又想起家里有钱没拿，两人就返

回去拿钱。但没来得及出来，山上的

洪水把大石头冲下来，把他家的砖墙

打了个大窟窿，两人都被洪水卷走，

这名男子抱住一根木杆，被冲到我家

房后的大棚钢架上。他大喊救命，两

边的邻居都起来了，把他解救下来。

邻居们想离开此地，却发现河水波浪

翻滚，过不去，情况特别严重。这时

发现我家没动静，赶紧喊我家的人，

同时，我家远处的亲人们也纷纷打电

话来问我家的情况。我告诉大家我家

没事，家里没进水。他们都说：“不可

能，你家离河沟这么近，不可能没事。”

天亮之后才发现，昨晚的特大

山洪在我家上游两百米的地方分成两

股，我家在两股水的中间，安然无恙，

就像一个“安全岛”，四周一片狼藉！

我和亲人、村民们说：“因为我修炼法

轮功，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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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9日，在香港的一

个公园外，三位年纪约五六十岁的先

生在聊天，法轮功学员温蒂经过时听

到乙对甲说：“你和患有武汉肺炎的人

同住一个房间，真是麻烦了！”温蒂

停住脚步，转身走向他们，问甲：“你

和武汉肺炎的人同住一个房间吗？” 

甲说是因为肺有问题，入院检查，

病房里有个武汉肺炎的病人，因而压

力很大。他在等化验结果，显得非常

无奈。 

“这样念就可以帮到我？” 
乙对温蒂说：“你不要和他靠那

么近，他还在隔离中啊，我和他都保

持这么远的距离。” 

温蒂说，“没关系，我是修炼法

轮功的，我们能量场很强的。”他们

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就跳了起来，

说了很多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及煽

动仇恨的言论。温蒂告诉他们，法轮

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准

则的修炼功法，教人做好人，法轮功

学员都很善良。 

乙说：“你快点走，别讲没用的。

他（甲）是当兵的，共产党养他的，

靠共产党吃饭，你是反共的怎么帮他

啊？”他们声音越来越大。

温蒂平和地说道：“我是从大陆

来的，我们爱国但不爱党，中华文化

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讲究仁、义、

礼、智、信，而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

列宁主义，宣扬无神论，与我们的传

统文化格格不入。我是真心想帮助这

位先生的，他现在真的很危险。” 

温蒂给他们看关于这场瘟疫的真

相期刊，并说人们在危难中善念升起，

真心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就会得到大法的保佑，神迹就会出现。 

甲眨了眨眼说：“这样念就可以

帮到我？” 温蒂拿出护身符和带有

“九字真言”的小莲花书签送给他，说：

“您诚心念就会好。”甲眯着红红的眼

睛，很认真地看小莲花，当看到“九

字真言”时如同看到希望，笑开了眼。 

乙、丙先生随后又说：“你这么

偏心，全送给他，怎不送给我们呀？”

温蒂笑说：“有，都有。”刚刚还很激动，

讲话很大声，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那

些言论的丙先生拿到护身符、莲花及

小册子后，看了又看，轻轻地放进袋

子里，态度变得很和善了。 

“汉界这个名字好！”
温蒂问甲：“您以前当兵时一定

发誓入过党团队？”甲说：“对，那怎

么了？”“您一定要‘三退’！”温蒂

坚定地说。 

没想到甲的情绪一下又上来了，

大声说：“不用了。” 

“您要把当初举右手对血旗发过

的甘愿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时刻准

备着把命献给中共的毒誓抹掉，因为

您把命交给共产党，共产党坏事做

尽，在历次运动中害死8000万中国

楚河汉界  从此分开 

人，现在天要灭中共，神要清算它，

您是它的一分子，就会成为它的陪葬

品，所以一定要退出来，自己主掌生

命，远离邪恶，再加上念‘九字真言’，

求大法护佑，您的病会好的。”温蒂一

口气儿平和地说道。

甲说：“那怎么退呢？”“用笔名、

化名退都可以”。刚好桌子旁边有个

棋盘，上面有“楚河汉界”。温蒂说：

“用‘汉界’这个化名，退出中共，

迎接一个新的世界。”甲很高兴地说：

“好哇！汉界这个名字好。”他用双手

摸着楚汉分界说：“我与共产党井水

不犯河水，我们楚河汉界分开，它是

它，我是我，我不是共产党员了，以

后互不相干。” 这时，乙由衷地说：“我

今天很敬佩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善良，

为人着想，我被你们感动。跟他同病

房染武汉肺炎的那个人已经离世了，

大家都想离他远一点，没有人能做到

这样，你站了这么久，说的话都是为

了他好，我看到了你的真诚与真心。” 

4月13日，温蒂在公园再度遇

到甲，询问他化

验结果，甲高兴

地说：“很好，没

事了！”他一再

跟温蒂道谢。

         

扫
码
三
退

我与共产党井水不犯河水，我
们楚河汉界分开，它是它，我
是我，我不是共产党员了，以
后互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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