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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桓景牢记费长房所授之法，

事先准备好茱萸囊和菊花酒。到

了九月九日大清早，桓景将茱萸

囊系在家人的手臂上，领着全家

登山避祸，一直等到太阳下山才

回家，发现家禽、家畜全部染疫

暴毙。重阳佩茱萸、登高避疫的

习俗就这样代代流传下来。

重阳还与中国修炼文化有关。

相传九月九日是华夏民族始祖黄

帝乘龙升天之日，而著名的道教

天师张道陵也是在九月九日升天

成仙的，凸显了重阳日的非凡意

义。九九归真，年年重阳节都在

提醒人们，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

本归真、回到生命的仙乡。

重阳节是黄历的九月九日，

“九” 在《易经》中为阳数，“九九”

两阳数相重，故称 “重九” 、“重阳”。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

茱萸少一人。” 这是唐代诗人王维

传颂千古的重阳节思亲诗《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

您知道吗？重阳节登高、插

茱萸的习俗，原来与避瘟疫有关，

南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记载

了这个故事。

东汉时期知名道士费长房有

个弟子叫桓景。有一年晚秋时节，

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你家

将有瘟疫降临！并教给他避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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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暂住的城市今年三月底因

新冠疫情宣布封城。居住的小区

通外界的路口只留一个出入，有

人把守，其它的都被拦上了。

我与老伴因有思想准备，秋

天时晒了不少干菜，还腌了一些

咸菜，吃的用的暂时不愁，只是

吃不到新鲜蔬菜。

封城期间，最初是挨家挨户

敲门登记、发放试剂盒；三天两

头做着核酸测验；单元门外还有

志愿者看守。人们承受着压力，

担惊受怕地生活着。此时再得重

病，如同雪上加霜。

老伴偏偏就是病不逢时，在

封城持续五十多天还没解封时，

也许是压力过大，他出现了重感

冒的症状。全身疼痛，每个关节

都痛、发烧、胸闷、咳嗽、后脑

发木。可怕的是不能躺下睡觉，

一躺下就喘不上气了，每天只能

坐着睡一会儿。熬到第六天时，

食欲不振，人明显消瘦，他自己

心里都没底了，好像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

我告诉他念九字真言：“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说心里也

在念，但感觉自己天命已到了，

表面上看不到好转。

我是二零零四年真正走入法

轮大法修炼的，曾被医院判了死

刑的我一路走来，身体健康。老

伴看在眼里，深知法轮大法好，

可是惧怕中共的株连迫害，加上

长期被党文化灌输形成的观念，

无论我怎么劝说，他就是不炼。

所以，我送他一个外号“老倔”。

此时城市部份解封。我告诉

老伴：“你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趁

着现在解封，赶快上医院救治；

要么你就修炼法轮大法。”

老伴说，他宁

死不去医院，说吃

药肝部疼痛，他自

感无路可走。这时

修炼法轮功的一位

亲属劝他：“你就是

机缘到了，别再犹

豫了，学法炼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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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期间生病  
老伴开窍自救
文 / 紫子（中国大陆）

多少人真正修炼后什么病都好了， 

这你也是知道的，还等什么？” 

此时老伴像开了窍似的，下

决心要学炼法轮功，还说把自己

交给大法了。

炼功第一天，老伴说：“肺部

像有一团东西堵着，炼功一抻舒

展开了，不堵了。”他的烧退了，

也可以躺下睡觉了。

有一天夜里，老伴忽然感到

脚后跟发热，是静脉曲张、长年

肿胀的那条腿。他说有股力量在

小腿处三次往下疏导。老伴在听

师父济南讲法录音时，不自觉地

流了两天眼泪。我们在一起生活

三十多年，我从未看到他掉过眼

泪。老伴感受到师父的慈悲，身

体有毛病的地方，

他都有感觉，都在

康复之中。

老伴在封城期

间走进了大法修炼，

走上返本归真之路，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绝望中的大喜。

炼功第一天，老伴说：
“肺部象有一团东西
堵着，炼功一抻舒展
开 了， 不 堵 了。” 他
的烧退了，也可以躺
下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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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来稿】我在一家私企开

大货车，经常出远门，虽然工资

挣得多一些，但是这活很苦很累，

也很危险。

二零二零年六月的一天，我

驾驶着满载石料的长箱车行至河

北地界。这段路左面临山，右面

是深沟，是上坡路，路况不好。

车开了不远，只听车头与车厢的

连接部位，“咔！”的一声；随即

车厢猛的一个侧翻，只听“哐！”

的一声闷响，车厢便往沟下滚。

我就像一只待宰的鸡，吓得紧闭

双眼等死……

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

睁眼一看，自己还在车里坐着！

我没死啊？！怎么回事？

我战战兢兢地从车里出来，

眼前的一幕让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巨大的载重车厢倒栽着，车头并

没有被滚下的车厢拖下沟，而是

稳稳地卧在沟沿上！否则的话，

我这条小命就……

这翻车事情超乎寻常，太离

奇，太不可思议！当时我只觉得

奇怪，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

惊魂未定的我回到家，与家

人说了这起无法解释的车祸，全

家人都为我感到后怕……

这时只听妈妈大声喊：“儿

子，还不快去给大法师父磕头，

是师父救了你的命呀！”

我妈妈修炼法轮功（法轮大

法），我见证了她炼功后的变化：

全身的病没花一分钱都好了，人

变得乐观、开朗。所以，我知道

法轮大法好，早就做了“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还向最

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过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但是我对大法弟

子说的法轮功那些神奇事半信半

疑，甚至不相信，还不止一次扔 福

给老妈一句话：“人不吃饭不行，

没钱花不行！”虽然如此，我随

身总是带着大法护身符。

这次翻车超乎寻常，原来是

大法护身符的保护！

妈妈的话让我的心一震，啥

都不相信的我如梦初醒。眼泪大

滴大滴地往下落，清洗我的这颗

散发着铜臭的灵魂，啥都不以为

然的我，在生命的深处升起了从

未有过的对大法的敬畏！

感谢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

的救命之恩！

惊心动魄的
翻车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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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同事百思不得其解，到

公司打工时间不长的小羽，业务

水平和经验都不足，为什么能在

短时间内为公司接连拿下大单，

创造奇迹？每当这时，小羽和同

事老刘会相视一笑，这是他们之

间的秘密！

 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经

济一直不景气，小羽所在的公司

也在劫难逃，经济效益不好。有

些同事因这份工作无力养家糊

口，做不下去，另谋出路了。和

小羽关系很好的一位同事也辞职

不干了。小羽每个月要支付房贷

和车贷，压力非常大。

同事老刘经常和小羽交流一

些业务上的事情。小羽也从老刘

身上看到了和其他同事不同的东

疫情下新手
创下业务佳绩
文 / 古乡（中国大陆）

西。老刘对个人利益

看得淡、看得开。比如， 

公司的关系单位搞促

销，免费给米面油或生

活用品，同事们都想方设法

多领一份，甚至多领几份。

而老刘很多时候连属于他自

己的那份都不去领，更不会多拿。

自认为有一定道行的小羽，看在

眼里，心中颇有感触。

小羽单独和老刘相处时，有

意探寻究竟。交谈后才得知，原

来老刘修炼法轮功。老刘给小羽

讲了自己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变

化，以及因坚持真、善、忍信仰

遭受迫害，失去了固定工作。小

羽深表同情，同時对好人遭迫害

表示愤慨。

小羽对功能的事略知一二，

他和老刘探讨了许多一直让他困

惑的现象，老刘都能从不同角度

阐述和解释，让小

羽豁然开朗。老刘

告诉小羽，这些是

他修炼法轮大法后

悟出来的。小羽觉

得自己终于找到了

一直要找的东西。

老刘送给小羽

一本《转法轮》，告诉他，一切

答案尽在其中。小羽如获至宝，

问老刘，看书之前要不要敬香。

老刘说，没有那么多规矩，看书

前把手洗干净就行。小羽回家如

饥似渴地读《转法轮》。

第二天，小羽激动地在老刘

耳边说：“这真是一本奇书啊！”

小羽在《转法轮》里看到了许多

道理，知道了在浊世洪流中唯有

遵循真、善、忍才能守住本心，

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所以，小

羽每天都乐呵呵地做好自己该做

的，认真对待不论大小的每一个

订单、每一位客户。

就在公司效益跌到谷底时，

小羽做了一个大单子，给公司一

下子注入了生机和

活力。不到半个月，

又一个更大的单

子找到了小羽，给

公司创下了业务佳

绩。小羽向老刘感

叹：法轮大法能量

真大！ 福

小羽在《转法轮》里
看到了许多道理，知
道了在浊世洪流中唯
有遵循真、善、忍才
能守住本心，才能得
到上天的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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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四、五月份，美

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中国留学

生南茜（Nancy）和朋友一起去

大烟雾山国家公园游玩。出游的

前两天，她有些发烧，但她以为

只是个小感冒，没有在意。当时，

正是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

出发那天，朋友开着一辆

SUV，车上坐着五个人。南茜由

于身体不舒服，一直躺在后座位

上，一路昏睡，到了大雾山。

整个人从车上倒下来

第一天，其他几个朋友去玩，

南茜一个人躺在小木屋里睡觉。

到了第二天，朋友对她说：不行，

你不能再躺着了，你一定要跟我

们出去，一定要看看这里的风景，

也许你的病就会好了。

实际上，南茜发烧三天，病

情已经非常严重。她回忆说：“身

上一会滚烫，一会凉，交叉着进行。

我根本吃不下去饭。”但是，南茜

和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她是感染了

新冠病毒。

在朋友的劝说下，南茜坚持

着起身出门。但是上车五分钟后，

她就感到想吐，司机赶紧停车，

帮她打开车门。南茜整个人从车

上倒了下来。

“倒下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

不行了。我的手指抽筋，像鸡爪

一样伸不开。脚和手冰凉，抽搐

成鸡爪一样。浑身上下感觉是麻

木的。呼吸急促。” 南茜说。

她躺在草坪上，“感觉自己

到了极限了，感觉自己（这条命）

要没了”。但是她告诉自己不能放

弃，不能这样就走了……

留美女生
染疫濒危  
念真言康复　

绝处逢生 天赐洪福

上图：美国大雾山国家公园

右图：南茜（Nancy）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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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九字真言数日康复

病危中的南茜这时想到了法

轮功。她从小和父母一起修炼，

但二零二零年因为和室友发生矛

盾，她没有按照法轮功真、善、

忍的要求修心，矛盾激化到甚至

要上法庭才能解决的地步。

那段时间，南茜脱离了修炼，

没有把自己当成大法修炼人。后

来重新看书学法，但基本上处于

断断续续、带修不修的状态。

在生命垂危时刻，南茜说，

她当时脑子出现一念：“念九字真

言，师父救救我！” 

朋友就把她送回小木屋。“我

躺在床上，一直不停地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直到自

己睡着。”

经过这一晚上，南茜感觉自

己又活过来了。“到第二天，身体

出汗，烧退了。没事了。”

“我能起床吃饭了，但感觉不

出来味道。”再过了两、三天，味

觉也恢复了。

南茜在回顾这段生死经历时

说：“我没有想到一个晚上就好了，

烧退了，头不晕了。躺在草坪上

那一刻，我感到生命走到了终点。

我知道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救

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

达我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恩。”

两个月后血液检测有抗体

南茜康复两个月之后，朋友

对她说：“你要不要去测一下；如

果你当时得了COVID-19，你的

血液会有抗体。”

南茜去做了检测，检测结果

显示，南茜的血液有COVID-19

的抗体。这意味着，南茜在两个

月前确实感染了COVID-19。

就南茜的经历，现居欧洲的

华裔病毒学专家董宇红博士表示：

“如果没有打疫苗，而体内产生抗

体，那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因抗体的产生，一定是要有病毒

的成分进入到体内；如果没打疫

苗，那就是自然感染后产生了抗

体。很多人也是通过查到体内有

抗体而确诊的。”

天赐洪福绝处逢生

福

诚念九字真言的研究报告

董宇红博士曾经收集了疫情

初期36例武汉肺炎患者的报道，

他们通过诚念法轮功“九字真言”

后病情得到缓解或康复。董博士

进行医学分析后，整理出一份研

究报告。报告发现，这36例患者

总体症状改善率为100%。其中，

26例（72%）症状康复，10例

（28%）症状改善。11例重症患

者中，10例症状康复，1例改善。

重症且住ICU（重症加强护理病

房）3例，2例完全康复，1例改善。

报告得出结论：“通过系统回

顾来自世界六个国家、六个族裔

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

经过初步医学研究分析表明，诚

心念“九字真言”，对这些武汉肺

炎病毒感染者的病情具有显著、

快速改善的临床效果。”

关于“九字真言”抗御病毒

的机理，董宇红解释说，法轮大

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真、善、忍

是宇宙的特性，当人们诚心念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时，宇

宙中强大的正能量会贯通到念诵

者的细胞里，从而抵御和消灭病

毒。这与本期第二十四页“治病

求本 避疫有方”文章中谈到的华

佗给杨宕治病，以及《黄帝内经》

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是同一个道理。

董宇红博士董宇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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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君结婚后，和丈夫到美

国念书。丈夫读博士时，夫妻俩

想要一个孩子。但是没有想到，

一直努力了十八年都没有怀上。       

王琦君夫妇为了宝宝的降

临，可以说是费尽了周折。先求

偏方看医生，各种偏方都尝试了，

也没有结果。

那就找西医吧。西医检查后

说，王琦君的一条输卵管黏连，

所以受孕率比别人少一半；同时

她丈夫的精子数量也是偏低，医

生建议做人工授精。可是，做了

好几次也没有成功，他们很失望

也很沮丧。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鼓起勇

气，决定尝试做试管婴儿。二十

多年前做试管婴儿是非常昂贵的，

将近一万美金，但是他们还是决

定做了。

尝试做试管婴儿失败

那时候，他们住在一个偏远

的大学城，去看做试管婴儿的医

生，开车要三个小时。而且医生

当时很明白地告诉他们，做试管

婴儿的成功率是很低的。但是他

们希望有个孩子，因此不愿放弃

任何机会。

王琦君说，试管婴儿的过程

其实是很复杂的，时间很长，分

成几个阶段。　

在新唐人《细雨人生》访谈

节目中，王琦君讲述了这段经历：

“第一个阶段是采卵期，女人正常

情况下，一个月只排出一个卵，

而医生希望我能够在一个月之内

采集十颗卵，这样就得靠药物。

我先生被训练后，每天在我的肚

皮上打上一针催卵针。一个月后，

他们从我身体里面成功地取出了

十颗卵，把它们放在培养皿里面

授精，结果只有六颗成功授精。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把这些

受精卵移回我的卵巢，医生第一

次移植了三颗受精卵，这是必须

半身麻醉的手术。手术完了，心

里当然是很忐忑不安，就好像以

为自己是怀孕了，每天走路很小

心，不敢提重物，可是过了三个

星期之后，月经还是来了。　　

“等恢复好情绪，就是等了几

个月吧，医师说，把剩下的三颗

受精卵再移入我的卵巢里。我们

又去医院，开车三个多小时，抱

着最后一线希望，可是还是失败

了。那时候我们精疲力竭，伤心

绝望，非常受挫。”

炼法轮功半年后怀孕

过了好多年，王琦君偶得宝

书 《转法轮》，并按法轮大法真、

善、忍的法理做好人。以前王琦

君腰痛，炼法轮功几个月后腰不

疼了，心情比较平静，对于没有

怀上孕这个事情慢慢地放淡了。　　

十八年不孕  
四十岁初为人母 　

王琦君在讲述她的神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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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君没有想到，修炼法轮

功六个月之后，她竟然意外地怀

孕了！她和先生欢天喜地地期待

孩子的来临。       

“那时候，我已经是四十岁

的高龄产妇了。按一般人的说法，

四十岁本来很不容易怀孕，即使

怀孕了，整个怀孕过程会很辛苦。

可是我因为当时修炼法轮大法了

嘛，整个怀孕过程非常顺利。”王

琦君说。　　

“医生说，所有的检查结果

是，我所有的指数都像二十多岁

的年轻妇女一样，非常正常，胎

儿非常健康。到了后来，我的生

产过程也是自然顺产，非常顺利。

我心里头真是很开心，我觉得是

大法带给我心灵的平静，带给我

身体的健康……法轮功真的是太

神奇了！”　　

儿子取名博恩，身体健康，

多才多艺。每每提起四十岁初为

人母的经历，王琦君对大法的感

激诉说不尽。

天赐洪福绝处逢生

福

初为人母的王琦君 王琦君的儿子博恩

人生在世，健康可贵。但是目前很多疾病，医院还

是无法治愈。在《绝处逢生》这本书中，我们看到各种

顽疾或绝症患者的悲凉遭遇。幸运的是，他们因各种因缘际遇修炼法轮

功之后，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幸福人生。该书收集了八十

多个真实的人生故事，均采编于明慧网，包括：染怪病的美国普度大学

博士生的重生；十四个白血病人中只有我因修大法活了下来；大法治愈

我的股骨头坏死和乳腺癌；瑞典肺癌患者：法轮功让我奇迹般恢复了健

康；等等。现在仍被病痛折磨的朋友，不妨读一读此书，给自己的人生

打开一扇希望的大门。本书天梯书店（tiantibooks.org）有售。大陆读者

可突破网络封锁（ 方法见封底 ），访问明慧网（minghui.org），免费下载。

《绝处逢生》《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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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洪福福益世界

俄乌开战后，乌克兰首都基

辅曾遭到猛烈轰炸。特别是二零

二二年二、三月，基辅几乎每天

都能听到隆隆的炮火声，一走出

家门就能闻到物体燃烧的味道。

艰难时期  心系他人

修炼法轮功二十多年的斯维

特兰娜（右图）选择留在了基辅，

并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为民众义

务做饭。她说，修炼法轮大法不

仅使她保持强健的身体，也使她

乐于帮助别人。

瓦伦蒂娜（右上图拿小莲花

者）也一直留在乌克兰基辅，并

经历了很多事情。她说：“轰炸开

始后，我没有想离开的念头，而

是很想去派发大法真相资料，让

更多的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我

有一个很朴素的认知，认为人们

了解了大法真相后，内心也会像

我这样平静。

“所以我每天都走出去，向人

们派发真相资料。那时头顶上不

断地响起爆炸的声音，军事袭击

就发生在离我家三十公里的地方。

我克服了恐惧，在与人们交谈时

更加平静。”瓦伦蒂娜说。

“人们兴高采烈地接过小莲

花和法轮大法真相资料。人们以

巨大的喜悦和微笑接受它们。在

如此艰难的时刻，能让人们笑起

来真是太好了。”

在战争中感恩大法庇护

瓦伦蒂娜一直没有去防空洞

避难，而是睡在自己家里。“有一

天晚上，在剧烈爆炸的冲击下，

公寓都在震动，邻居们惊慌失措

地跑到了街上。但是我却没有听

到任何声音，而且睡得很安详，

仿佛置身于另外空间一样。很多

次我都是这样平安地度过了爆炸

的冲击。” 瓦伦蒂娜坚信是师父保

护了她。

当地一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

她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大法

弟子的房屋放着光辉，房屋上空

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她还看到，

巡航导弹如何飞过了他们的住宅，

是师父的法身守护着他们。瓦伦

蒂娜听了后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把平和安宁
带给战区民众

法轮功学员在基辅市中心举行弘法活动 瓦伦蒂娜（左）给基辅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和小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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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洪福福益世界

塔季扬娜（右

图蓝衣者）住在基

辅市郊区，她亲身

体验了炮弹爆炸后

产生的冲击波是怎

样的。她表示，修

炼法轮大法帮助他

们度过了极其艰难

的时期。

战争期间，基

辅市民多次进入防

空洞避难，或者选择离开战区。

塔季扬娜和丈夫每天坚持在自家

庭院里炼功。修炼大法减轻了他

们的心理压力。在不断变化的艰

难时局中，他们坚守法轮大法真、

善、忍信仰，保持良好心态的同时，

找机会向世人弘法讲真相。

另一名基辅法轮功学员佐丽

亚娜（右页上图粉衣者）说：“法

轮大法是我内心的指南针。他让

我知道了我是谁，我要去哪里……

这是光明，带给我力量、轻盈和

健康，启发我的智慧和能力，让

我能够帮助他人。”

战区民众学功  寻找安详

在战争状态下，乌克兰法轮

功学员仍然经常在户外集体炼功，

散发真相传单，和民众分享法轮

大法的美好。集体炼功时宁静祥

和的场面吸引着有缘人。

娜塔莉亚来自战事激烈的马

里乌波尔（Marioepol）市。她

和法轮功学员一起学炼了第四套

功法。她说，炼功让她感到心里

安详与平静。第二天，娜塔莉亚

又去了基辅的法轮功炼功点，继

续学功。她希望所有人都能像法

轮功学员一样保持平和。

当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炼功

时，大学生维克多利亚久久地注

视着他们，她对法轮功的静功很

感兴趣。

福

她 还 说，

当她和法轮功

学 员 交 谈 后，

心 里 很 安 详，

好像自己正在

打坐一样。

一位士兵

也被法轮功学

员集体炼功的

场面吸引。这

个年轻人并不

是住在基辅，他问如何才能学炼

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马上向他

提供了相关信息。

尽管战争仍在继续，但无论

环境如何变化，乌

克兰基辅的法轮功

学员仍然与和平时

期一样，坚持打坐

炼功，学法修心，

努力同化真、善、

忍，保持内心的祥

和与安宁，并把这

份平和传递给他们

周围的人们。

塔季扬娜（蓝色衣服）正在打坐 佐丽亚娜（右）向世人讲真相

基辅市军人签名支持法轮功



2022年 9月 10日，来自欧洲35个国家的上千名法轮功学2022年 9月 10日，来自欧洲35个国家的上千名法轮功学
员在波兰首都华沙集会游行，向民众展示真、善、忍大法的美好，员在波兰首都华沙集会游行，向民众展示真、善、忍大法的美好，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行，欢庆四亿人退出中共党、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器官的罪行，欢庆四亿人退出中共党、
团、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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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有个叫杨宕的人，

掌管军营粮饷，他经常克扣军饷，

中饱私囊。杨宕的叔叔杨修是曹

操身边有名的谋士，后因犯事被

处死。杨宕失去后台，很害怕自

己被查。但贪婪使他还想铤而走

险，打算趁押运粮草再大捞一把，

然后告老还乡。

一天，杨宕突然胸口胀闷，

像一块大石头压着，整天如坐针

毡。杨宕请当时的

“神医”华佗给他看

病，华佗开了两张

处方。

第一张处方上

面写着：“二乌、过

路黄、香附子、连

翘、王不留行、法夏、

毕拔、朱砂。”熟知

古文章法的杨宕一

治病求本  避疫有方

看，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

因为这八味药第一个字的谐音是

“二过相（香）连，王法必（毕）

诛（朱）”，“二过”就是指他错上

加错呀。杨宕遂打消了再大捞一

把的邪念，这时，他觉得胸口似

乎好受了一些。

打开第二张处方，杨宕一看，

“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

死过去。原来处方上写的是：“常

山、乳香、官桂、木

香、益母草、附块。”

这六味药首字的谐

音是“赏汝棺木一副”

听见家人的哭嚎声，

杨宕苏醒过来，竟觉

得心轻身爽，没有了

胀闷的感觉。

这时，华佗告

诉杨宕，他得病“乃

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汗

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

已除。杨宕从此以后断了克扣军

饷的念头。

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

鼻祖”，实际上治病求本，真正的

神医是医心。杨宕心生贪念又怕

被查，心如乱麻，才是病的根本。

华佗借方劝诫，杨宕知道贪财会

丧命，吓得打消邪念，病也就好了。

所以，古人讲养生即养德，养德

即养心。

目前瘟疫还在流行，威胁人

们的健康和生命。东西方传统文

化普遍认为，瘟疫是人心败坏造

成的，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那

么，病毒不侵的根本就是人心归

善，即《黄帝内经》所说“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而当整体社会

正气上扬，瘟疫就会自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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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去看过贵州
  的藏字石吗？

文 / 宇明

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一块亿年

藏字石，上面写了六个字，与每

个中国人的命运密切相关。如果

有机会，您一定要去看看这六个

字；如果没有机会亲自去，也要

请信得过的人去看看。大陆某地

一政法委书记亲自去平塘县看过

藏字石后，回来就告诉法轮功学

员他要退党。毕竟天意不可违，

顺天而行才是平安之道。

     专家考察的一致结论

二 零 零 四 年 八 月 二 日，

CCTV《走近科学》栏目报道了

贵州省平塘县一块带字的石头。

这块巨石长七米，高三米，石面

上凸显六个大字“中國共產党亡”，

其中“國、產是正体字，中、共、

党、亡是简体，而“亡”字特别大。华佗像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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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有道

福

天赐洪福

     官媒统一措词不言“亡”

中科院专家团去贵州省平塘

县考察时，当时有二十多家大陆

官方媒体的记者随团采访报道。

在《皇帝的新装》中，面对

没有穿衣服的皇帝，没人敢说出

真相；面对藏字石上的六个大字，

大陆媒体没有哪个敢说那个特大

的“亡”字，都统一措词，只说

前五个字，而每一个亲眼见过的

人都心照不宣。

     藏字石的神奇与天意

大家知道，简化字是中共建

政之后才有的，只有五十年，而

五百年前是没有“党”字的，只

有“黨”。所以说，这个“党”字

只能是指中共，而不是其它的

“黨”。另外五百年前，竟然能知

晓并使用了简化的“党”字，只

能说明这是神来之笔，是上天的

旨意。

有高人解析道：“國、產”二

字，用的是“正统”的老字，代

表着“有根不亡”；“亡党”在即，

“亡党”不“亡國”也，因为“中

共”不代表“中国”。藏字石，天

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且繁简相间，

如此神奇，只能说是天意。

     历史对照： 始皇帝死而地分

不止这贵州的藏字石，翻开

历史，我们发现，天地间那些奇

景异象，无不在展示着冥冥中的

天意。《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

载，公元前211年，一颗流星坠

落到了秦国东郡，陨石上面刻有

“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震惊

不已，立即派御史到东郡逐户排

查，但一无所获。第二年秦始皇

去世，不久秦朝分崩离析。这就

像中国古人常说的，天意难违！

     今天大事：四亿人三退保平安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这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

句话《黄帝阴符经》开篇，体察

天道，顺天而行，所有道理尽在

其中。

中国的历史经历了数十个朝

代的更替，如今“中国共产党亡”

的天意借藏字石彰显。但是，中

共并不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它由

亿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

成。由于被共产党无神论洗脑，

人们在加入中共党、团、队时都

发了毒誓，要把生命献给中共。

就这样，很多中国人无意识之中，

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共绑在一起，

成为了中共的一分子。天灭中共

的时刻到来时，中共党、团、队

员如果不声明退出，就会成为中

共的陪葬品。

明白真相的人都在用行动废

除毒誓，三退大潮还在风起云涌，

每天大约五万人在退党网站上声

明三退，与中共划清界线，从而

自我救赎，选择光明的未来。

由于藏字石上的字事关重

大，二零零三年中共三次派出官

方专家团队去现场考察真伪，其

中中国科学院考察团，由中国著

名地质学家、地球化学家、古生

物学家等组成。

三路专家都得出一致结论：

藏字石上的字是天然形成的，位

于距今2.7亿年的二叠统栖霞组

深灰色岩中，至今未发现人工雕

凿及其它人为加工痕迹，堪称世

界级奇观。

专家还鉴定，这块藏字石是

五百年前从拦马河谷的崖壁上坠

落，落地后一分为二，从此静静

地卧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掌布

乡桃坡村境内。

上图是藏字石实景，左图是

藏字石风景区门票上的“中

國共產党亡”六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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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严酷

时期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二零

零二年四月，几位法轮功学员被

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公安

局的一个地下通道里。

通道里暗暗的灯光，映衬着

打手们狰狞的脸。由于中共搞株

连九族、株连工作单位的迫害政

策，一些法轮功学员拒绝报姓名。

一名恶徒从腰中抽出宽宽的

皮带，向坐在墙边的一个年轻法

轮功学员狠命地抽去。这时一位

大姐（法轮功学员）扑了过去，

双手护住年轻人的头，皮带雨点

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臂上、头上。

恶徒一边抽打着，一边喊叫着：“走

开！他是你的什么人？”

大姐正言制止说：“是我的弟

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

悔的。”恶徒仍然挥舞着手中的皮

带。这时，通道的尽头，那个很

亮的地方，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

过来。他一边喊着“爸爸”，一

边从裤兜里摸出零食塞到了嘴里，

心满意足地咀嚼着……　

抡皮带的人停下了手，看着

吃零食的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

些许笑意。他应了儿子一声，又

摆着架式要抡起手中宽宽的皮带。　

这时，大姐松开了护着同修

的手臂，慢慢地站立起来，看着

通道尽头这个六、七岁的男孩。

男孩依然一边掏摸着口袋，一边

吃着零食，对眼前残酷的一幕竟

然泰然自若。

大姐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

打手：“你把孩子带走！”打手一

愣，随即得意地说：“放心，我的

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这种场

面吓不着他。”　

那一刻，大姐从内心为这对

父子感到悲哀！她再次用不容置

疑的语气说：“你把孩子带走！有

一天，不久的将来，他知道你今

天凶狠地、毫无人性地抡起皮带

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

们的时候，他会唾弃你的。在他

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　

打手怔怔地愣在那里，这时

地下通道里一片寂静，他的同伙

们也傻傻地看着他。

过了片刻，他双手慢慢地平

展开皮带，把它系在了腰上。然

后他低着头，拎起了那只小小的

手，向外走去。走了几步，他停

了下来，俯下身，对儿子说：“跟

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

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了小

手，稚气地喊着：“谢谢阿姨，阿

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

地目送着他们。

父子俩将走到楼道尽头时，

这个刚刚放下皮带的年轻父亲挥

舞着他的右手，向法轮功学员致

意！然后，他领着儿子走出地下

通道口那个亮亮的地方……

后来听人们说，他是个“有

名”的打手，但从那以后，同事

再也没有见过他挥舞皮鞭。　　

即使是心狠手辣的打手，人

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法轮功

学员用纯善唤醒了打手心底的良

知。与那些至今仍被中共洗脑、

依然在行恶的人相比，他无疑是

幸运的。

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的儿

子成为打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

自己的丈夫是个残暴的人；没有

哪个孩子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个迫

害好人的恶徒。每个人的内心都

埋着善良的种子，能守住这份善

良，这个生命就是有希望的。

他再也没有

挥舞过皮鞭
文 / 山水 ( 中国大陆 )

天赐洪福明白是福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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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很多城市极端封城“错施”

所带来的次生灾祸，已远远大于

病毒本身的危害。部分备受煎熬

的民众逐渐清醒，在大纪元退党

网站上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组织）。

山东烟台曾经的“小粉红”

初俊文在声明中说，“我不幸感染

了新冠肺炎，被共产党进行了强

制隔离封闭管理。这期间我受尽

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我家门被焊

死……严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我即使下跪去求他们，也无

济于事。一周前我甚至因为这件

事旷工而失去了工作。通过这几

天的经历，我才明白原先被我骂

为是‘卖国’‘造谣’的人，他们

说的都是事实。

“在隔离期间，我通过翻墙

（软件）了解了很多关于共产党的

邪恶真相，这才知道自己一直以

来都是同恶魔为伍。我为自己以

前的愚昧无知感到羞愧。今天，

藉由这个平台，我在此声明，退

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

等一切组织。希望更多中国人民

能够看清中共的真面目，愿这个

暴力机器尽早停摆。”

它亡了才有希望

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王丽

平、林莉、伟宗声明退党。他们

“愿这部暴力机器尽早停摆”
　文 / 宇明

说，上海的防疫让他们彻底对这

个党绝望。“我们被封锁在家一个

多月，中间总共只发过几棵青菜、

番茄和胡萝卜，然而就这样的‘大

礼包’居然要500块！”

他们中的一位发了求救信息

后，不到一个小时其帐号就被封

了。“更恶心的是，我们打开电视，

新闻上却是一片歌舞升平，一直

在说物资充足，百姓幸福！真不

知道它们脸皮怎么这么厚，能吹

牛吹得这么恶心！”

“想起大学时我们对着中共

天赐洪福街谈巷议

血旗宣誓，还觉得好自豪，现在

想起真是可笑。希望中共早日灭

亡，亡了才有希望！”

上海的钱百搭说：“极端野蛮

的文革式防疫，私闯民宅，未经

户主同意胡作非为喷射消毒液，

这和土匪破门而入打家劫舍有多

大区别？这一幕发生在当今中国

金融中心上海，实在是骇人听闻。

各地方政府害怕中央问责导致乱

象丛生，最终是全国百姓来承担

中共恶行的后果。中共统治下的

老百姓太苦了，声明三退。”

截至
2022 年 9 月 28 日
声 明 退 出 中 共 党、
团、队的中国人已
超过4亿26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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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夏令营从七月四日开始，历时八周，

在八月二十五日结束了。近五十名学生参加了今年的夏令营，除了每

天学习教人向善的《转法轮》、炼法轮功五套功法，学校还设有中国舞、

书法、国画、素描等课程。学生们表示，通过这次的夏令营课程学到

了很多，这里的环境非常纯净。上图是夏令营的大班孩子们参观在多

伦多市政厅举办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