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字真言故事

不怕瘟疫的人
明慧期刊

上册



小时候，我最想拥有的是“阿拉丁神灯”。因为它能实现
自己的愿望， 想要什么来什么。可我知道那是神话。而今，
我拥有了比“阿拉丁神灯”更神奇的法宝，那就是“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这看似简单的九个字，威力却巨大无比。因
为谁心里装了这九字真言，谁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是保命的最高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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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医生脱险记

编文：文   嫣
绘画：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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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末，一场骤然降临的大瘟疫在武汉爆发。中共为隐瞒疫情，
2020 年 1 月 20 日以前，没有对外公开疫情的严重性。随着提前回家过年及了
解内情的几百万民众的离开，这座华美之城失去了以往的喧嚣。

内容简介

一名医生，突然染上了武汉肺炎（COVID-19），死亡的
恐惧时时笼罩着她。万般无奈下，她听从姐姐的安排，住到
姐姐家，由姐姐悉心照料，没几天就痊愈了。

武汉肺炎属于热核级瘟疫，妹妹几日内转危为安 ；姐姐
密切接触却毫发未损，难道真有什么灵丹妙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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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一周的时间，1 月 23 日，妹妹打来电话，说 ：“我发烧了，喉
咙很痛，还咳嗽，浑身没劲儿，身体很难受，可能染上武汉肺炎了。”我安慰她，
说 ：“没事的，别怕，先去做个核酸检测看看，休息两天也许就好了。”

妹妹是一名医生，在武汉一家医院工作。2020 年 1 月 17 日，她下班后，
来我这儿笑着说 ：“现在外地司机看到我们湖北的司机就跑。”妹妹边说边模仿
着……她那滑稽的动作把我也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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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 月 29 日，妹妹又来了电话，她说 ：“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去
医院做了 CT，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由于她们科室有几个医护都中招了，
所以她也弄不明白，自己是被病人传染的，还是被医护传染的。

按照我说的，妹妹去做了核酸检测。化验结果出来了，是阳性。可是妹妹
听错了，以为是阴性，就放心地回家了。心想 ：“回家后，暂时哪儿也不去了，
再观察两天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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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向妹妹寻求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听到很多人快死了，妹妹怕得
不行，情绪非常低落。我修炼法轮大法有多年了，我让妹妹赶快来我这儿，
说法轮大法一定能救她！

妹妹做检查的时候，医院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当时，妹妹的电话都被打爆
了，她的许多朋友都染上了武汉肺炎，想住院抢救，请她帮忙。妹妹告诉他们：

“我们医院不对外，只收本院的职工。我也感染了，都没有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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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来了后，我说 ：“为何咱家就你感染了？ 因为他们都坚信法轮大法，
敢于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而你从法轮大法中受益了，还对大法半信半疑的。
只有真正相信法轮大法的人，才能得到法轮大法的护佑。”妹妹终于明白了。

妹妹很清楚，武汉肺炎无药可治，中共搞的隔离治疗，只是把病人集中到一
起，让他们自生自灭罢了。看到网上有人爆料，说方舱医院什么都没有，去的
人就是等死后，妹妹这才决定来我这儿，就信法轮大法能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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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有很强的传染性，可我每天进出妹妹的房间，端水，送饭，却什
么事也没有，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从我身上，妹妹又一
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接下来，一有空，妹妹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2 月份的第一周，
她去医院做了 CT，诊断结果是病情得到了抑制，明显在好转 ；第二天，她又
去做了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几天后，妹妹就痊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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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发生在妹妹身上的真实故事讲出来，是想告诉您 ：只有法轮大法才能
救命 ；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能幸运躲过大疫，获得救
度与平安！

从武汉疫区逃出来的人

编文：笺   白
绘画：忍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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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农历新年前夕，Z 先生去武汉办事。到了武汉，才发现这里的疫
情非常严重，街上空荡荡的，可火车站的人特别多。后来才知道，大年前，有
500 多万人为躲避瘟疫或回家过年而离开了武汉。

内容简介

快过年了，Z 先生去武汉出差，在那儿没呆几天，武汉
就封城了。为了回家，他逃命般地出了城，几经艰险，最终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因不敢与家人团聚，Z 先生就找了个地方，准备隔离 14
天再说。然而，就在第 14 天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武汉肺炎
症状。命悬一线之时，Z 先生给家里去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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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武汉驻留的时候，Z 先生目睹了武汉肺炎的凶险，对它的传染性有
所了解，所以回到家乡后，他不敢与家人团聚。心想 ：“先自行隔离吧，14 天
后没事就自由了。”

Z 先生到武汉没几天就宣布封城了。他想 ：“被困在这里是死，冲出去可
能也是死，但总比困死在这里强。”他设法逃到了周边的一座城市，刚刚抵达，
这里也要封城了。他几经辗转又逃到了其他省，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20 21

Z 先生明白不会再有哪家医院来接他了。因为病情严重，Z 先生无法自行
去医院，他彻底绝望了。心想 ：“千辛万苦从武汉疫区逃出来，还庆幸自己捡
回了一条命，可现在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可就在第 14 天的时候，Z 先生突然出现了高烧、咳嗽、胸痛等武汉肺炎
症状。他向一家医院求救，医院答应出诊，可很快回复说，他们不能来接他，
让他与传染病医院联系。他又把电话打到了传染病医院，对方也说派不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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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先生的妻子和岳母得知他病重，都很着急，可 Z 先生就是不说自己在哪
儿，他怕传染给家人。Z 先生一家，除了他以外，都修炼法轮大法。此刻，家
人只能在电话里鼓励 Z 先生。

惊恐与绝望中，无助的 Z 先生给家里打了电话，是他 7 岁小儿子接的。
小儿子一听是爸爸，就着急地喊 ：“爸爸，武汉封城啦！ 您咋办哪？ ！ 回不来
啦！ ”Z 先生叫儿子不要着急，说自己已经回来了。

爸爸，爸爸，
那您现在在哪里呀？！

爸爸恐怕染上武汉肺炎
了，可能快不行了……

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九个字就是解药！

爸爸，您一定得念九字真言哪！
只要诚心念，您一定能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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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下电话后，Z 先生的妻子对儿子说 ：“姥姥、妈妈还有你，咱们一起帮
爸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吧。”小儿子爽快地说 ：“好！ 我们一起念，
爸爸一定会没事的！ ”一家人经历了不眠的一夜。

在家人的鼓励下，Z 先生看到了希望，精神状态也好多了。由于家人都修
炼，Z 先生对法轮功真相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请家人放心，说自己一定会诚
心诵念九字真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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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家人接到了 Z 先生的电话，他说，高烧已经退下来了，浑身大
汗淋漓，只是还有点虚弱，但已经无大碍了。家人个个激动不已，孩子的姥姥
禁不住落下了泪。

Z 先生很快就痊愈了！ 这天早晨，他轻松、喜悦地走出了隔离地点，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迎着灿烂的朝阳，向回家的方向走去。他明白，是法轮大法救
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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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瘟疫的人

编文：兰   心
绘画：紫   竹

内容简介

2019 年年末，武汉肺炎来势汹汹，迅速向全国以至世界
扩散。迄今，这场大瘟疫几乎延烧到了全球的所有国家。

2020 年新年，在省城工作的清玥不幸中招。半个月后，
她对外讲述了这段过往。她说 ：“我经历了一场与武汉肺炎
对决的较量，结果我赢啦！”

面对凶险病毒的侵袭，清玥是怎么获救的呢？我们来听
一听她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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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2 日下午，我去沈阳市一家大型超市购物。因为那两天商品
打 5 折，所以超市里的人特别多，人山人海的。在拥挤的人群中，我买了点东
西就回家了。

当天傍晚，我开始咳嗽，有点类似感冒的症状，我也没在乎。年前公司里
的活儿很多，我没忙完，就把它们带回了家。那天，我在电脑旁工作到了很
晚，才躺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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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烧得很厉害，全身都疼，没劲儿，头也痛，盖着厚厚
的棉被，还冷得发抖。而且，我呼吸困难，内脏就像肿了一样 ；咳嗽得也越来
越凶了，似乎要吐血了。当时，网络上有很多武汉肺炎的消息，可我没怕。

记得有一天，我和好友在大街上遇到了法轮功学员，她给我们讲了许多法
轮功真相，还帮我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她说 ：“在遇到危
难时，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能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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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忍着病痛，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用心默念。只要
不昏睡，我就念。4 天之后，我退烧了，只是还有点咳嗽。前后两个星期，我
彻底好啦！

当我把这段经历告诉给亲人们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震惊。我说，我是因
为诚心诵念了九字真言才得以平安无事的，他们都很相信。听了我的神奇故事
后，一位罹患胃病多年的亲戚，也开始认真念起九字真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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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平安地从武汉肺炎这场大瘟疫中走出来，这要感恩法轮大法。通过这
次的染疫获救经历，我对“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更加坚信了，再
也不怕什么疾病、瘟疫、灾难了。

不只是我，所有把九字真言铭记在心的人，都不怕瘟疫，也不怕疾病与灾
难。因为明白真相的人，都知道法轮佛法是来世间救人的，与神佛站在一起的
人，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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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外孙退烧啦

编文：文   嫣
绘画：忍   冬

内容简介

4 岁的小外孙感染了武汉肺炎。危急时刻，周边的医院
都关门了 ；想买的药，药店又不卖。无奈之下，姥姥的一缕
记忆被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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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广州工作。几年前，为了帮女儿带孩子，我和老
伴儿从东北老家来到了这里。现在小外孙已经 4 岁了，我们带着他单独生活，
住的地方离女儿家较远。

2020 年 1 月下旬，临近年关的时候，武汉肺炎快速扩散，广州也很严重，
一向车水马龙的都市，没有了从前的喧闹，街道、路口、小区等都被封了，不
许人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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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我和老伴儿天天在家里看电视，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心被带动
得七上八下的。在家里呆久了，大人和孩子都变得很烦躁，我和老伴儿心里也
越来越没底儿了。

就在 3 月初的时候，小外孙的状态不咋好，一天比一天没精神，不爱动
了，也不爱说话，不爱笑了。一吃东西，就喊嗓子疼。我给他吃了些感冒药，
也没见什么效果。



44 45

再以后，小外孙就不能吃东西了，整天闭着眼睛哭，身体发热，高烧不下，
咽喉都肿满了，武汉肺炎症状越来越明显。当时，附近的几家医院都关门了，
大医院还得提前预约，可真着急呀！

老伴儿出去买药，药店店主说 ：“你要买的药不是没有，而是不允许卖。”
老伴儿回来了，唉声叹气的，不知道该咋办了。由于怕女儿担心，我们也不敢
告诉她。我急得嘴里都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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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冷静了下来，一下子想起了几年前在老家时，修炼
法轮功的大嫂曾给我讲过法轮功真相，帮我们全家都做了“三退”，还跟我说 ：

“危难来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得到神佛的庇护。”

大嫂，人非常好，心地善良，谁家有难她都帮。她经常跟我讲 ：“中共给
民众灌输无神论思想，让人不信神，致使人们敢随意做坏事。善恶有报，现在
天灾人祸这么多，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大瘟疫还在后头呢！ ”

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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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了拍脑袋，说 ：“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 ”我和老伴儿
没多想，我抱着小外孙，我们就一起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从下午
1 点多钟开始念，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也没睡觉，就虔诚地念着……

到了第二天早晨 7 点多钟，小外孙好了，不发烧了，要喝水，能吃东西了，
还能下地玩了。我和老伴儿非常感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好病，
这太神奇啦！ 泪水不断地从我们的脸上往下流……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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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慨万千 ：“大嫂，谢谢您把救命的良方告诉了我们。法轮功是真正的
佛法啊！ ”现在我才明白，法轮功学员出去讲真相，都是为了咱们的生命安
全哪！ 藉以此文，向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无限的敬意与感恩！

为何九字真言能解武汉肺炎？

病毒的特性

病毒是一种生物粒子， 其大小约是细胞的千分之一。也就是说，
病毒可以在细胞内穿梭。

病毒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利用宿主细胞的物质，按照自己的模板
不断复制，产生大量新病毒，最终将导致细胞损伤、裂解和死亡。病
毒这种“损人利己”的特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由于病毒微观于细胞， 所以人类在细胞层面制造出的任何药物，
都无法进入微观中消灭病毒， 只有更微观的带有正能量的生命粒子，
才能接触到病毒并消灭它。就是说，目前人类还没有治愈武汉肺炎的
药物，该病毒对人类生存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是前所未有的！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黄帝内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
轩辕黄帝问医圣岐伯 ：疫病来了，容易互相传染，不管老少，病

状相似，且没有救治的办法，那么，怎样才能避免传染呢？
岐伯说 ：不被感染的人，是因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据考证，《黄帝内经》中所提到的“气”，不是指空气，而是指宇

宙中一种带有能量的物质。正气就是正的能量。邪气就是负面的物质，
例如风、寒、暑、湿、燥、火，或者是看不见的病毒、细菌等。“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是说正气的能量可以抵御或者消灭邪气。

念动九字真言，接通宇宙正能量

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 具
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患者在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时，就等于给自己的细胞灌入了“真、善、忍”这种强大而又极其微
观的正能量。即使是更为凶险的变种病毒，也抵御不了“真、善、忍”
这种能穿透一切生物细胞的正能量，病毒瞬间就会逃之夭夭，或者被
杀死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

武汉肺炎的克星，就是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
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准则，并辅以五套简单易学的
功法。

《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现已被翻译成 40 多种文字，
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族裔民众中流传。阅读《转法轮》，能改变
人心，提升道德，强身健体。修炼者上亿，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8%，使无数身患令现代医学都束手
无策的疑难杂症的病人得以康复。

迄今，法轮大法获各国各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 5400 多项。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手法

第二套功法
法轮桩法

第三套功法
贯通两极法

第四套功法
法轮周天法

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相隔 19 年，两件大事同一天出现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疫情失控，中共掩盖不住，宣布封城。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国也曾发生过一宗震惊世界的大事——天安门广场

5 人“自焚”案。事后，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自焚”录像，栽赃法
轮功， 称 5 名“自焚”者为法轮功学员，以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
央视的“自焚”录像却漏洞百出 ：

一、“自焚”者刘春玲，并非被烧死，而是被当场打死。
二、“自焚”者王进东，在汽油燃烧的 500 度高温下，浑身被烧黑，最易燃

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
三、“自焚”者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4 天后，能正常地说话，还能唱

歌 ；烧伤病房须进行无菌操作管理，记者却不穿隔离服，不戴帽子、口罩、手
套，拿着带菌话筒近距离采访。

20 多年来，此案早已经被国际社会认定 ：中共为诬陷法轮功所导演的一出
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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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一手臂抡起，猛击刘的头部
图②：刘被猛击头部后，一条状物弹起

图③：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位，随之倒地
图④：一穿军大衣男子，站在出手击打的方位

图⑤：易燃的头发，完好无损
图⑥：无菌病房，记者带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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