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讲《窦娥冤》

的故事，有一点没明白:窦娥行刑前许了

三个愿：一、请赐我白绫挂在八尺旗杆

上，如果我是冤的，一腔热血不会落地，

而是溅在白绫之上；二、如果我是冤的，

人头落地便会大雪纷飞；三、如果我是

冤的，我死后大旱三年。那贪官撇嘴摇

头连说“愚昧，荒唐”。心想“这六月酷

暑怎会下雪？人只见血往下流，我倒要

看看血怎么往上飞的？哼……”于是命

人拿来三尺白绫挂在高杆上。

结果窦娥的人头落地，三个愿都应

验了。窦娥之冤是当官的受贿，草菅人

命造成的，怎么会牵连到当地老百姓呢？

等看到整个故事的原文，窦娥父亲

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

多年后，窦娥的父亲做了高官回乡

省亲时，重审窦娥一案，杀了张驴儿和

贪官，为窦娥洗清了冤屈，乡亲们纷纷

来看望窦父，说：“我们早知道窦娥是冤

枉的，怎奈畏惧贪官的权势，而敢怒不

敢言。可是我们又没加害窦娥为什么要

受这三年大旱之苦呢？”窦父说：“你们

明知窦娥是冤的，却不敢说句公道话，

是谓不义。更有人相信贪官，认为窦娥

真的杀了人，而诬蔑忠良，是谓不仁。”

原来老天真的有眼，没有无妄之灾，

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中共邪党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

民迫害法轮功，违背了天意与人心，但

在中共淫威和媒体的毒害宣传下，很多

人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主动或被动地

参与迫害，即使知道中共是无理的迫害，

也不敢坚持正义，甚至认同迫害法轮功。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迫害神佛与修

炼人，都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会带来很

大的恶报。目前中国大陆的大瘟疫，都

是迫害法轮功遭到的天谴。

人世间没有无妄之灾，人的一念决

定着自己生命的未来。天要灭中共，加

入了邪党组织的人，如不退出，难逃覆

灭的命运。

人世间没有无妄之灾

中国大陆疫情海啸般
袭来，目前大量中共体制
内的高官、专家、学者、
名人、党员染疫离世。这
是上天淘汰中共的信号。

在这前所未有的大瘟
疫中，出路何在？法轮功
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明示：

“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
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
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人应该
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
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
妙药。”

您可在全球退党中心
网站声明“三退”（指退党、
退团、退队），或在公共场
合贴上“三退”声明。诚
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九字真言，就会
得到神佛的护佑。希望大
家能广传这个救命良方。

避大疫救命良方
 “三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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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游行，声援“三退”大潮。

看完《窦娥冤》故事的全文，窦娥父亲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原来老
天真的有眼，没有无妄之灾，天灾人祸就是在惩治不仁不义之徒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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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当一个地区大面积礼

崩乐坏、道德沦丧时，瘟疫的流行往

往就接踵而来。“瘟疫来袭，人倒如

泥”，所以人怕瘟疫，这也是人之常情。

那么，瘟疫怕什么呢？答案是，瘟疫

什么也不怕，因为“冤有头、债有主”，

它只找该报应的“债主”，知道自己

的工作范围。你不是它负责报应的“债

主”，它与你擦肩而过都不闻不问。

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债主”呢？

这里的债就是业的意思，人干坏事会

产生黑业。因为瘟疫是针对巨大业力

而来，所以与普通疾病不一样，往往

没有现成的药物可以医治。

“在诀不在药”
在明末大瘟疫中，一位叫吴又可

的医生，救了很多人。他说：“夫瘟

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

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称

之为“疠气”，是含有病毒成分的微

观物质。用修炼界的话说，就是微观

下邪灵类的生命。 

要想驱逐这些夺命的低灵，得用

超常的能力。吴又可是道家修行人，

他治疫方法很特殊：服药前要先念诵

“口诀”，然后再喝他配制的中药——

“达原饮”。那个口诀（或者叫“真言”）

是一道符令，只要诚心念诵，瘟疫就

会躲开此人。

“背水一战”
下面是一位辽宁妇女讲述的自家

故事，发生在2020年过年期间。

我丈夫70多岁，是老转业军人。

因受无神论的毒害，不相信神佛，还

瘟疫怕什么？ 有一套所谓的人生哲理：人不吃饭不

行，没钱不行，别的不信。近几年，

他身体状况很糟糕，百病缠身。最严

重的是肺气肿，肺大泡，两片肺叶没

有好地方。每年都住院十几次，成了

医院的常客。我多次跟他讲法轮大法

的美好，可他就是块顽石，不听不信。

当我问他：“你亲眼见我修炼法轮功

后，医院治不了的病都好了，这是事

实吧？”他就是不吭声，默默抵触。

2019年的整个冬天，他几乎都

是住在医院里，直到腊月底才勉强出

院回家。到2020年除夕这一天，他

身体支撑不住了，但一想：今天是除

夕，儿孙们都回来了，别因有病而搅

了大家的兴致，所以只好强忍着挺了

一天。正月初一，他病情加重，喘不

上气，坐不下，躺不住，憋得两眼瞪

得老大，捯气儿，还伴有39℃的高烧，

情况很危急。

到正月初二凌晨一点多，丈夫仍

高烧不退，随时会因喘不上气窒息而

死。我急中生智，问他：“你知道啥

叫背水一战吗？”“你……你啥意思？”

他问。我说：“医院你是别指望了。非

把你当成武汉肺炎不可，而且我们全

家都得被隔离。没别的办法，你就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

真言，求大法师父救你吧！”

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求生的

渴望使他用尽力气，用颤抖的声音，

从内心喊出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还说：“求李大师救救我吧！”

这个中邪党毒至深的犟人，终于冲破

无神论的桎梏，在生与死的叉路口认

同了大法……两个小时过去了，他出

了一身透汗，烧退了！胸不闷了，喘

气平稳了，说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感

觉了。他异常兴奋，彻底相信了法轮

大法，相信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无

神论的歪理邪说被彻底击碎了！之后

他的身体逐步康复，他非常感激师父

在危难时救了他的命。

朋友们，在大瘟疫中，记住九字

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

是危难之中的救命之符！

在这前所未有的大瘟疫当中，记
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有空就在心里多念几遍，
不但能帮您消减业力，还能成为
危难之中的救命之符！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辅以舒缓、简单、
优美的五套功法，使人道德升华，
身体健康。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多个国家，获各国各界褒奖、
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5700 多项。
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被翻译成40种文字，在全球传播。

法轮大法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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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再次大爆发，全国一

大批中共高官、名人、学者、专家、

演艺圈明星在疫情中扎堆死去，死者

当中包括江泽民“三个代表”的吹鼓

手——原国家体委副主任刘吉；原国

防大学离休干部鞠开；曾演绎中共红

色剧目《红色娘子军》的39岁表演

艺术家储兰兰；曾吹捧双黄连的57

岁中科院院士蒋华良；曾扮演毛泽东

的国家一级演员张目；曾创作中共红

色话剧的著名剧作家杨林；参与污蔑

法轮功的《人民日报》前记者杨良化；

参与设计中共人民币、毛泽东水晶棺

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汉民；湘

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开创者、坚定

信仰中共的教授沧南；多次为中共演

出并受中共高层表扬的著名京剧表演

艺术家高韵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葛荣晋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中

共党员，且都是为中共宣传站台，并

为中共的红色暴力统治唱赞歌的人。

这波疫情海啸来势凶猛，直奔中

共而来，也直接反映出“天灭中共”

的天意。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于

2020年3月在 《理性》一文中开示：

“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

的必然。”“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疫情

的发展印证了李洪志大师的话。

70多年来，中共发起了一次又

一次运动，至少迫害死了8000多万

中国人。特别是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

功的迫害，残酷至极，不仅动用了上

百种酷刑，还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

器官。然而，法轮功并不是一般的气

功，而是佛法。自古以来迫害佛法都

疫情海啸中的疫情海啸中的  
自救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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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开
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
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
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
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

是罪大无边，而江泽民

不计后果地迫害法轮大

法，罪恶之大，就已经

定下了“天灭中共”的

结局。

2022年11月30

日江泽民死了，而江一

死，疫情就海啸般地袭

来，这意味着神对中共

最后的大淘汰开始了。

大疫当前，生死

一线，中国人该如何自

救？李洪志大师在《理

性》一文中开示：“远

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

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

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

氓，而且无恶不作。神

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

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

信就拭目以待。”

天灭中共正在进

行，而中共欠下的累累血债，就必须

由中共党、团、队员来承担。自救良

方是尽快与中共决裂，退出中共的党、

团、队组织，从而得到上天的护佑，

平安渡过劫难。

入党发毒誓被打上“兽印”

退党方法:
迄今已有4.07亿人退出了党团队，保
平安。真心“三退”用真名、化名、
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线上声明：
https://santui.tuidang.org
北美服务电话： 001-888-976-6568

《共产党宣言》开头第一句就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

洲游荡。在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

时对其宣誓效忠、献身、牺牲，就是

向魔鬼幽灵宣誓效忠、献身、牺牲。

把生命献给共产党，就是把生命交给

魔鬼幽灵。

这样的宣誓是一个卖身契约，是

毒誓。随着毒誓的发出，在人的右手

和额头上就会被打上了一个兽的印

记。能否抹去兽印，是人人都必须面

临的生死抉择，也是其还能否得到神

的救度的见证。当人们出于正义和良

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时，也就

是神佛抹去你的兽印，你生命得到新

生之时。《圣经·启示录》预言“最

后的审判”到来时，将淘汰所有身上

有兽印的人。那么曾经加入中共党、

团、队的人要避过灾难，必须声明退

出中共党、团、队，抹去兽印！这是

关系到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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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大瘟疫
为何
戛然而止？

     油画《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中描绘了大天使指命疫鬼，除去那些迫害信徒的人。

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
罗马帝国是迄今为止历时最久、

民族与文化最多样化的帝国，人口两

倍于公元元年的汉朝；其疆土比印度

孔雀帝国和中国汉帝国之和还大。然

而由于对基督圣徒们的惨烈迫害，在

强大的瘟疫肆虐下，西罗马帝国在

5世纪就被蛮族轻松征服，第4次大

瘟疫让东罗马帝国人口减少了2500

万～ 5000万，从此走向衰落。

最臭名昭著的是罗马的尼禄皇帝

在公元64 ～ 65年间对基督教的迫

害。尼禄统治期间的几位罗马史学家

证实，公元64年7月18日夜，尼禄

为建造新的罗马城，故意纵火，焚毁

旧城，然后嫁祸于基督徒。在他的指

使下，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流传开

来，社会上的所有恶行都被栽赃给基

督徒。公元65年，罗马爆发严重瘟疫，

据记载有3万人丧生。4年后，尼禄

本人被杀。此后又接连有3次大瘟疫

降临罗马，那惨烈的场景难以用语言

来描述。

公元680年，人们逐渐地清醒了，

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圣徒的迫害，

谴责社会的道德沦丧。罗马市民纷纷

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

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人们

的虔诚之心，得到了神佛的谅解，从

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彻底消失。

以史为鉴
人类的历史在不断地重复着。当

我们通过时空隧道看到2000多年前

的古罗马对比今天的中国时，会发现

一个惊人相似的故事。

中共头目江泽民与当年罗马帝国

的统治者尼禄极其相似。

江泽民为了达到迫害法轮功的目

的，在2001年1月23日（除夕）下午，

导演了天安门广场“5人自焚事件”。

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以超乎寻常

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

“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然后是

全国各地电台、电视台，各大媒体、

报纸，全面刊登、滚动播放这个由中

共利用国家整部机器造假的节目，从

而毒害中国人民。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倡

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

议上，天安门自焚案被当场揭穿。国

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发言说：“我

们的调查表明，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

是中共当局……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

件（天安门自焚案）的录像片，并从

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

手导演的。”面对确凿证据，在场的

中共代表团哑口无言，没有辩辞。

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不惜动用

1/4的国民经济收入，在刚开始迫害

期间它就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对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政策是：“名誉上

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这20年来，尽管中共换了几任

头目，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从未停

止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死的，以及

致伤致残、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的

无法计算。还有更可怕的罪恶——中

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形成全

国军队和医院联手经营的秘密行当。

2006年，两位加拿大人共同编写《血

腥的器官摘取》的研究报告，称中共

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是“这星球上

前所未有的邪恶”。

中共的恶行给全中国人民招致了

接连不断的大祸，包括这次大瘟疫。

朋友，天正在灭中共，请您不要与中

共为伍，不要一起遭殃。无论你有信

仰还是没信仰，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

神佛看人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会得

到神佛的庇护，走过这场劫难。
    中共假自焚中的王进东，“点汽油自焚”
后头发完好，腿上的塑料瓶都没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