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影，掩映云间，
轻轻的，
驻足您家门前。
送上一本册子，
愿您得见真相，
结上这久违的圣缘。

阳光，和煦拂面，
静静的，
走到您面前，
递上一份传单。
静下心来看一看——
天机为您展现。

也许红尘迷蒙了双眼，
也许忘记了来世的夙愿，
机缘只在一瞬，
您却为此等千年。
请记住 “九字真言” ——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愿您幸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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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洪水中
救己救人的神奇

救 

度

2019年末，辽宁一个渔村的村民

刘老汉和妻子划船去南山捡牡蛎、海葵，

巨大的风浪让他失去了平衡，刚想在江

边抛锚时就和锚一块掉进江里。

他在水里挣扎，风大水寒，渐渐地

支撑不住了。他说：“情急之中我想起了

法轮功学员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就不停地喊着，越喊越有劲。

这时船也像听到指挥一样靠向了我，我

抓住船沿爬上了船，就这么得救了。”回

来后，他向法轮功学员要了不少明慧年

历发给乡亲们，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救

命的感恩。

像刘老汉这样在危难时刻得到大法

护佑的故事不计其数。一位法轮功学员

说她的表妹平时爱看法轮功真相资料，

家中也摆着明慧台历。有一天表妹准备

去南方打工，说早去一天能多挣一天钱。

学员劝她今天先别走，过几天再走。

两天后表妹又来到学

员家，还买了很多水果，

进屋就去给大法师尊上香。

原来她要坐的那辆长途客

车出车祸了！ 36人受伤，

2人死亡。学员说：“这是

《吉祥宝宝》送吉祥  户户安康
     2022年明慧台历《吉祥宝宝》封面 

师父保护了你！因为你明白大法真相，

相信法轮大法好！”表妹高兴地说：“二

姐，这次我要多带上一些真相台历回家

发给乡亲们，告诉他们大法师父是来救

人的！” 

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家高德大法，

弘传100多个国家，修炼者上亿，很多

敬重大法的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明

慧年历中就有《诚念“九字真言” 躲过

大劫难》《密接者不染疫》《“老寿星”健

康有良方》等真实故事，读来会感到福

至心灵，豁然开朗！画中的仙童吉祥宝

宝、吉祥娃娃纯正可爱，有一种沁人心

脾的光明散发出来。

一位法官对法轮功学员说：“以后每

年给我一本，挂在家里一年都顺当！”一

位老人说：“去年的挂历挂在老伴儿房间

里，他一年没生病，我管他要他不给，

今年我得要一本。”还有一位店主说：“你

给我的是财神爷啊！这吉

祥宝宝可真能带来吉祥，

我做什么事都顺顺利利，

连园子里的菜都长得好，

卖了好价钱。我相信按‘真

善忍’做人能有福报。”

吉祥娃娃神采扬，
大法弘传彩云祥，
明慧年历送福音，
明白真相得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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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心看到那么多病痛患者在生

死边缘上挣扎，特献上我获救的亲身

经历，愿更多被病痛逼到绝路上的朋

友能亲身试一试，重新找回自己健康

快乐的人生，重新敞开生命希望的大

门，绝处逢生！

讲课的人怎么这么亲呀
那年我39岁，但已是行将就木

之人了。两次得了脑血栓，走路一条

腿迈不了步，一只胳膊挎筐；由于用

药不对症，造成药物中毒，脸成了绿

灯那种颜色，全身浮肿。病痛令我难

以忍受，就想自杀，一死了之。

记得那天是1999年5月9日，

我突然咬牙下床站了起来，妻子以为

我要好了，很高兴地给我做面条。吃

过面条，我一步一挪地向街里走，在

临别前想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八弟，你怎么出来了？大哥家

正放录像呢，你去看看吧！”邻居宋

大哥跟我打招呼。我正计划当晚9点

自杀，结束痛苦，看那玩意干嘛！但

宋大哥热情得很，挎着我的胳膊去了

大哥家。

大哥家真是正在放录像，我就

是感觉讲课的人怎么这么亲啊！当讲

到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就觉得讲得

真对，真好， 感到自己全身一震，一

股热流从头顶向下灌，佝偻的腰板立

刻就直了起来。因为我就是唐山大地

震的亲历者，1998年脑血栓住院时，

也经历过元神离体，与讲课的人讲的

一模一样！

录像很快就结束了，我央求大哥

再放一会儿，大哥说录放机已经放了

一整天了，机器太热，不能再放了，

劝我明天再来看。可是我心想，我等

不了啊，今天晚上我就死了……没办

法，只好回家了。

幸得无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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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我忘记了自杀
妻子发现我是背着手回家的，很

高兴。我头脑中只是一直在回忆录像

中讲课的人和讲的内容，觉得这个人

这么亲，讲得这么好！就告诉妻子：

“我今天看到一个好东西！”妻子让

我回去继续看，我说大哥说不能放了，

她就说：“你去问大哥有没有书？”我

就直奔大哥家。我问大哥刚才看的是

什么？大哥告诉我是法轮功的讲法录

像，讲课的人是李洪志老师。我就问

有没有书？大哥爽快地借给了我一本

《转法轮》。我把书揣到怀里回到家。

从下午五点开始一直看到后半夜

一点多。因我的身体极差，大便排出

来的都是黄的绿的东西，每半小时要

方便一次；妻子却见我坐那么长时间

居然没动，叫我吃饭我也不吃，叫我

睡觉我也不睡。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也完全忘记了今天晚上要自杀的那件

大事。妻子说都一点多了，太晚了，

休息吧！我才恋恋不舍地睡下。躺在

床上，把书搂在怀里。妻子让我把书

放下，我放心不下，怕她把书弄丢了，

执意要搂着书睡。

无价之宝！
我天天看书，用21天看了6遍。

我发现自己走路不吃力，能吃能喝了。

妻子也说我整个人像放了气似的消肿

了，绿灯脸也恢复了正常。我想该把

书还给大哥了，可又舍不得，这可

是无价之宝啊！就想花个大价钱买回

来，于是我把家里能找到的钱都凑一

起，一数共4200元，又把家里房照

也拿出来，带上去大哥家买他这本书。

大哥也没多余的书，但同意借给我看。

我又打听到村里李姨修炼法轮

功，就拿着钱和房照去找李姨请书。

李姨说书才9块钱！我愣住了，这是

无价之宝，怎么才9块钱？！李姨家

里正好有一本新的《转法轮》就给了

我。从此，我得到了大法书，绝处逢生，

走上了幸福的法轮佛法修炼之路。

《转法轮》真是无价之宝，救命

的法宝！对于像我当年一样被病痛折

磨，正在走向死亡的人来说，法轮功

就是生命的转机，是无价之宝，是值

得人永生珍惜、维护的高德大法！多

么希望中国人都能认真读一读这本无

价宝卷——《转法轮》！中共迫害法

轮大法，就是在毁掉无数人的生命与

希望！

——在死亡边缘上幸运获救者的
肺腑之言

对于像我当年一样被病痛折
磨，正在走向死亡的人来说，
法轮功就是生命的转机，是
无价之宝，是值得人永生珍
惜、维护的高德大法！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
2019年5月16日法轮功
学员在纽约曼哈顿游行中
展示《转法轮》著作模型。



移民澳洲的安柏超来自北京，在

他的记忆里，母亲身体很不好，腰椎

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疾病折磨着她，

医生警告她可能40岁就会瘫痪。“但

是，我妈妈修炼法轮功两三个月就康

复了，不再去住院了，各方面都很

好！”安柏超说。看到母亲的变化，“法

轮大法好”从小就在他心中扎下了根。

大学毕业后，安柏超来到澳洲留

学。2009年，他正式走入法轮功修

炼。2019年，他和妻子开了个干洗

店。作为生意人，常常面临利益和良

心的选择。前段时间，顾客送来两条

领带干洗，但因操作失误，两条领带

被洗坏了，颜色和质感差了很多。“当

时店员对我说，等顾客来的时候要我

态度强硬一些，这样客人也不会说什

么。”听了店员的话，安柏超陷入沉

思：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就要符

合“真、善、忍”的修

炼原则，做错了就是做

错了，不能说谎。

当顾客上门来取

领带时，安柏超当面和

顾客说明了自己的失误

及所做的补救，但都没

能让领带恢复如初，他愿意承担一切

损失。听完安柏超的讲述，顾客也表

示可以理解。最后，安柏超用很小的

赔偿便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感慨道：

“如果我当初去试着掩盖，那事情可

能会变得很严重。” 

现代人常说“无奸不商”，其实

古代人讲的是“无商不尖”。古时候

商人将米装满斗之后，会再给客人多

加一些米，让斗里的米冒尖。安柏超

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尖商”，不

是时时刻刻以赚钱为目的，而是要更

多地为客人着想。“比如说，客人衣

服扣子松动了给缝好，哪里破线了帮

补上几针，这都是我们免费做的，客

人就会很高兴，口碑好了，回头客也

有。” 安柏超说。受疫情影响，许多

干洗店纷纷倒闭或转让，但安柏超的

干洗店依然在正常运营，而且挣得是

别家的好多倍。

回想自己做生意

的点点滴滴，安柏超知

道正因为修炼了法轮大

法，受到大法的庇佑，

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才能

如此顺遂。

我是一名针灸师，也是一名

法轮功学员。我有一位老朋友，

她叫玛利亚·苏珊娜，现已95岁。

她的心脏先天功能差，全身血液

循环不好，腰和肌肉经常疼痛，

找我给她做针灸缓解疼痛。在接

触中，我给她介绍法轮功，她明

白了真相，认为法轮大法所讲的

道理特别深入人心，讲出了人为

何要做好人的道理和方法，她认

为当今的社会败象太多，都是因

为人们远离了神，道德低下才造

成的。每次她见到我和离开时都

会对我说：“法轮大法好！”

2020年3月，疫情在巴西蔓

延。一天玛利亚的保姆来她家打

扫卫生，煮饭，与她有密切接触。

第二天保姆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

确诊为感染了新冠病毒，不几天

不幸去世。玛利亚却安然无恙，

她说：“我心里就是认同‘真、善、

忍’，想起来就念‘法轮大法好’。”

今年1月，玛利亚心脏突发

剧烈房颤并心衰，送到医院抢救

最终转危为安，回到家中。我去

拜访她时，她说：“我时刻都没有

忘记‘法轮大法好’，这次我能闯

过危难，肯定是大法在护佑我呢！”

我再去看望她时，她郑重地表示：

“过些天，你来我家教我炼功。”

巴西95岁老人
密接不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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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柏超与母亲、妻儿。

安柏超也希望自己
能成为一名“尖商”，
不是时时刻刻以赚
钱为目的，而是要
更多地为客人着想。      95岁的玛利亚常念“法轮大法好” 



我今年67岁， 7月
20日郑州发生特大洪灾
那天，我和女儿出门办
事往回走的时候，雨已
经下得很大了，水已没
过了脚面。我们去公交
站点等车，不到10分钟，
水就涨到小腿以上。见
这种情况，我催促女儿
赶快回她自己家，我也
手提着两个袋子往自家
赶。这时风雨越来越大，
路面的积水已经很深了，
有的地方齐腰深。

我在雨中蹚着水走
了一个多小时，才走了
不到十分之一的路。此
时道路两边种的绿化带
已经看不见了，到处都是洪水一片。
有好几次我被洪水冲得踉踉跄跄，
脚下都站不稳了，一米多高的水浪
打在身上，大风一吹浑身凉飕飕的。

路上的公交车、私家车、
电动车都泡在水里动不
得。怎么办？这时“法
轮大法好”的歌曲在我
耳边响起，于是我就大
声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不停地念，不
停地念。念着念着，浑
身热乎起来了，脚下也
稳健了，步伐也加快了。

就在这时有个50多
岁的妇女一把拽着我的
胳膊说：“帮帮我，不要
让我摔在水里。”我说好。
我紧紧地拉着她，一直
把她拉到水浅的地方，
我才松手。危险总算过
去了！

我知道，在灾难中是大法师父
在保护着弟子。不然的话，可能我
还不如那个妇女呢，也许我都过不
去这个难关，更别说去帮助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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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河南郑州遭遇特大

洪灾，大水眼看着漫了上来，冲走了

人和车辆，淹没了京广路隧道，倒灌

地铁，将营运中的列车吞噬……灾难

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难以估量。

7月26日，我接到郑州亲戚的

电话，她激动地说：“我这次是遇到了

奇迹，也算是得福报了。”

原来，她如约于7月20日

下午一点多去民政机构办事，

本来打算坐地铁，刚出门，遇

上弟媳开车过来，弟媳招呼她

上车，她说能坐下吗？弟

媳说还有一个座位。她

上了车，就这样，只差几

分钟的功夫避免了洪水倒灌的灭

顶之灾。

这位亲戚住在郑州市内离地铁

站不远的地方，冒雨十几分钟就能跑

到地铁站去乘地铁。冥冥之中，劫难

就这样避免了。因为她平时很认同“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家中也有护

身符，她说是大法救了她。

她还告诉我，前几天她和一个

邻居一块儿呆过，那个邻居感染了

新冠病毒，而且接触过的很

多人都呈阳性被隔离了，

而她全家都没被感染。她

感激地说：“真是善待大法

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有大

法师父的庇护，危难时心

中会有一种平稳的感觉。”

郑州洪水中救己救人的神奇 

神看人心，自从2004年底退党
大潮掀起，至今已有3.85亿人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为
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真心
声明 “三退”，真名、化名、小
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
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

亲戚躲过郑州水灾和新冠感染

今年5月1日放假期间，我

带着外孙去一景点划船。船在转

弯时我掌握不好，船身倾斜过度，

舱里进满水沉入水底！

我立即双手举起外孙，心里

默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求师父救我们。我感觉我和外孙

被能量包围着，无重无轻，时间

仿佛都静止了，脑海中一直回荡

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

股热流充满全身，就像被包在热

气球里一样被一种力量推扶着。

后来回看监控录像画面时发

现，落水后我顶起外孙子走的过

程，看不见我的头，只能看见孩

子在水上漂浮着，一起一落。询

问景点的工作人员，我们从落水

到上岸，大约有多长时间？他们

说，差不多有20多分钟，他们还

说你们修大法的人真有福气，命

好，太幸运了！太神奇了！水没

过你的头，你手举着孩子那么长

时间，真是奇迹！太不可思议了！

当时景点的游客特别多，都

看到这有惊无险的一幕。有的说

这家人真是积了大德了！有神佛

保佑！人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救人的佛

家大法，共产党就怕中国人有信

仰，只有退出中共党、团、队组

织才能得到神佛的护佑，才能保

平安。很多人听明白都“三退”了。

我顶起外孙
在水中走了
20多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