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3日，广东茂名市的

雪梅女士，午休起床后在家用燃气淋浴

器洗澡，由于门窗紧闭，造成一氧化碳

中毒，晕倒在地一个多小时后，才被家

婆发现。当时雪梅已全身僵硬，眼睛向

上翻，呼吸停止。雪梅的家婆看到后，

吓得晕过去十几分钟才醒过来大哭。

邻居马上打120救护车，然后给他

们的亲人打电话。雪梅的亲人中，有一

位是法轮功学员，她告诉大家不要慌，

并在雪梅的耳边说：“快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李洪志师父救我。”同时也告

诉其他亲人念。

在这危急时刻，大家都不停地念这

九字真言。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几分钟后，

雪梅就有了知觉，也有了意识，她就自

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

轮大法师父救我。”亲人们也不断地和她

一起念着。

雪梅和亲人们念了一个多小时后，

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人完全清醒了。医

院检查她身体全部正常。

医生非常惊讶地说：“真是奇迹。这

段时间一氧化碳中毒有好几例，有的死

去，有的昏迷，有的几天才抢救过来。

怎么你好得这么快？”雪梅告诉医生，我

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才好得

这么快的。

雪梅的那个修炼法轮功的亲人，面

对不解的医生和护士，讲述了法轮功祛

病健身的奇效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雪梅住院的第二天，医生要她做各

项检查。雪梅说我没有事的，并要求出院。

医生对雪梅说：“那你签个字，以后有什

么事我们不负责任。”雪梅签字后，就出

院了。

出院的第二天，雪梅就去上班了。

现在雪梅生活、工作一切正常。她和亲

人们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诚心敬念九字真言 化险为夷

10月下旬，富士康河
南郑州厂区爆发疫情，封
控导致混乱，员工连夜出
逃。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背
着行李，穿过田野、乡村，
没日没夜地默默走在中原
大地上。

11月1日， 兰 州 七 里
河区一位3岁男孩煤气中
毒昏倒后，因疫情封控延
误救治死亡。

当年古罗马大瘟疫爆
发时，有不少染疫民众选
择相信基督徒，并开始向
上帝虔诚地祈祷，结果这
些民众神奇般地康复了。

在灾祸频发、危机四
伏的今天，法轮功学员告
诉您：“三退（即退党、退团、
退队）保平安”。在大难来
时，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
增强正气、逢凶化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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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能降妖除魔，道符能镇邪灭乱，

真言能驱鬼祛病，在古代是人所共知的。

在明末大瘟疫中，一位叫吴又可的

医生，治疫有方，救了很多人。吴又可

是修道之人，他治疫病的方法很特殊，

服药前要先念诵“口诀”，然后再喝他配

制的中药 （达原饮）。绝招是念诵口诀，

口诀是一道符令，有了它，达原饮就变

成灭瘟的特效奇药。没有它，达原饮就

是普通的中药而已。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了“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可以

祛邪扶正，能够化险为夷。很多人通过

诚念九字真言，有的在瘟疫中不治而愈，

有的在濒死时转危为安。他们的亲身经

历，给人以信心和希望。

为什么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能得福报？



我哥哥2003年患上抑郁症，他

经常难以入睡，不喜欢拥挤的环境，

因为会引发他的恐慌症。他一直通过

吃药控制病情，但是有时压力大或紧

张时，会旧病复发。

缘起
当我在为自己皮肤病寻找一种自

然疗法时，我得知了法轮功，并开始

修炼，那是2015年12月。短短两

三个月，我皮肤病最严重的部分都好

了，同时我的健康整体得到了改善，

精力充沛。

2020年12月我结婚了。第二

年我妹妹也要结婚了，家里就剩我哥

哥了。想到自己的将来，他抑郁了，

病又复发了。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他问我，有

没有什么他可以做的简单的事情，比

如象妈妈一样每天念经诵佛。但是他

不喜欢冗长的文字，也不想炼功。我

告诉他：“你可以试着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只要你诚心念，

就会有效果，在心里默念都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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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九字真言 
哥哥克服了抑郁症

是最简单的方法，他不需要炼功，不

需要看书，也不需要改变信仰或者生

活方式。

我还发给他一个视频，视频介绍

念九字真言如何帮助人们应对新冠病

毒。视频中，一位抗病毒专家展示了

她的研究结果。36名感染了病毒的

患者参加实验，73%的人完全康复，

另外27%病情也有改善。所有人都

从九字真言中受益了。患者在念诵九

字真言后第二天病情就改善了，三天

后就完全康复了。

哥哥总说他相信科学，但看了我

发的这个视频后。他告诉我说，这个

视频内容打动了他，于是他开始念九

字真言。

哥哥的经历
2022年1月4日，他给我发短

信，说前一天晚上念完真言后，睡着

了，“我非常惊讶，因为过去几个晚

上我一直失眠。我想，九字真言真的

对我起作用了？”我很高兴，并鼓励

他继续坚持下去。

2022年1月8日，他又给我发

短信了。昨天他在结束旅行回家的火

车上反复念九字真言，帮助他排除负

面想法。他说，昨晚处于高度紧张状

态，“在拥挤的人群中，周围都是陌

生人，我很容易紧张。当我出现负面

想法时，九字真言帮我回归正轨，保

持积极向上的思想。”

他还说：“念九字真言帮我保持

冷静，不再陷入幻觉，头脑清醒，内

心平静。”

与妹妹和解
1月8日下午，哥哥告诉我，他

头天晚上为自己曾经粗暴地对待妹

妹道歉了，“是九字真言给了我力量、

勇气和智慧去做这件事。这是战胜自

我的一个巨大的胜利，我很高兴这么

做了。”我真的被感动了。以他的脾气，

我从没想过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我

的惊讶，他回答说：“我知道。以前的

我太骄傲、太自私，根本做不到。”

在接下来每周一次的晚餐聚会

上，我们见到了他。我妻子说,哥哥

看起来更快乐、更活泼，更外向，并

积极地参与聊天。

2月13日，我哥哥去看医生，

医生说他完全康复的机会很大 （指一

年内不复发）。我们都很高兴。

现在，他每天晚上都念九字真言。

    2022年11月12日，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排出法轮图形和“法轮大法洪传 30 周年”字样。图为排字后集体炼功。



我妈妈炼法轮功，她常给我讲法

轮大法真相和“三退”（即退党、退团、

退队）的道理。起初她劝我“三退”时，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拿出一张有

贵州藏字石的报纸给我看，说：“你看，

这藏字石上是什么字？——中国共产

党亡，六个大字。报纸上说，经专家

鉴定，这藏字石是2.7亿年前形成的。

那时谁能知道现在会有共产党？这说

明什么？这是天意！”

她还给我讲了历史上出现过的藏

字石—秦朝灭亡时天降陨石，上

书“始皇死而地分”；元朝灭亡时，

在黄河挖出独眼石人，背上刻着“石

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清朝

灭亡时，南京修铁路挖出一奇石，上

写“此路变成铁，大清江山灭”。这

些石上说的话，都准确地预言了朝代

的灭亡和更替！

妈妈还说，中共自窃政以来，各

种运动整死、饿死了8000万中国同

胞，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还多！“六四”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

1999年开始残酷镇压修炼“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还活摘法轮功学

员器官！惨绝人寰！人神共愤！这就

是天要灭它的原因！

我听明白了，我就让妈妈帮我退

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

不几天就出了这样一件事，一天，

我在一个梨库里干活。这个梨库搭着

两层板，每一层上都放满了装满梨子

的梨筐，我们干的活就是把梨筐搬到

地上来。

二层板上的人在搬梨筐时，我正

在挪地上的梨筐，突然斜靠在二层板

上的滑板，“唿”地冲着我就滑下来了，

我刚搬走梨筐，那滑板正好戳在我刚

离开的地方！滑板也摔成了两截！把

别人都吓出一身冷汗！二层板上的人

说：“好家伙，真吓死人了！这要砸上

你，还有命吗？！”

我说：“‘三退’保平安嘛！咱做

了‘三退’，有神佛保佑，没事！

所有在场的人，都见证了“三退”

保平安的神奇！

“三退”真能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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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为“藏字石”照片，下图为风景区门票。

共产党，最残暴，流氓加邪教。共产党，最残暴，流氓加邪教。

作恶多端神不饶，天要灭红朝。作恶多端神不饶，天要灭红朝。

官高低，钱多少，没有命重要。官高低，钱多少，没有命重要。

天灾人祸难预料，难来何处逃？天灾人祸难预料，难来何处逃？

名不沾，利不要，法徒品德高。名不沾，利不要，法徒品德高。

  劝你“三退”把命保，  劝你“三退”把命保，为你把难消。为你把难消。

诚念法轮大法好，无量洪福到。诚念法轮大法好，无量洪福到。

度过大劫心愿了，与你共逍遥。度过大劫心愿了，与你共逍遥。

度大劫度大劫

中共消灭了地主，自己却成了历

史上最大的地主；消灭了资本家，自

己却成了历史上最大的资本家；消灭

了腐败政府，自己却成了历史上最腐

败的政府……

中共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

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

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

层。中共的前30年工人和农民苦；“改

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

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个户籍制度

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

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

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正是在“打老

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窥视

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地触目惊心。几

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成

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

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

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

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

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

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

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

高级干部为 主的群体服务的。

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

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

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

“三退”保平安
 中国人大多入过中共党团队，加入时都发誓要“为党奋斗终身”。

这是一个毒誓，意味着自愿把生命交给共产党，那么就要承担中共

的一切罪行。声明“三退”(退党团队) 就会解除毒誓，在天灭中

共时得到神的保佑，避免无辜为它陪葬。真心“三退”，用真名、化

名、小名皆可。

可用海外邮箱发声明至: tuidang@epochtimes.com;
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 https://santui.tuidang.org
也可委托海外亲友帮助“三退”。

三言两语话中共



我是一名医生，从事临床医疗工

作已经20多年了。先后在大专院校

学习了5年西医、5年中医，并在儿

科、内科、老年科等广泛的医疗工作

中，运用中、西医的理论知识及各种

技能为许许多多的病人诊治过各种疾

病。在实践中我发现，尽管医学在不

断地进步，新的治病方法在不断地被

发现、发明出来，可是，仍有许许多

多的疾病，如动脉硬化、糖尿病及各

种癌症等还是无法攻克的，而且还在

不断地出现稀奇古怪的新的疾病，象

爱滋病、疯牛病等等。

我做为一名医生，整天和病人打

交道，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却

无能为力。我苦苦地思索，这么多疾

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用什么办法

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呢？

我虽然是医生，也免不了得病。

我从20岁开始，就患上了青光眼、

颈椎病。我非常清楚这两种病的后

果是随时可能导致双目失明或全身瘫

痪。所以，20多年来，我查阅了不

少资料来探讨其病因和根治的办法，

也亲身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均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好长期使用药

物或物理疗法来缓解症状，控制其发

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不断地增

添了一些新疾病，象受点凉就拉肚子，

要不就是感冒、咳嗽、关节痛。所以，

常年离不开药。有什么办法能够使自

己摆脱这些疾病的折磨呢？难道人生

只能这样生、老、病、死，无可奈何

地过一生吗？

1995年5月，一位同行送给我

一本《转法轮》。当天晚上，我刚看

就被书中那博大精深的论述给迷住

了。我怎么从未想到应该跳出现有的

医学框框，换一个角度去探索疾病的

诊治呢？怎么从未想过应该冲出现有

知识的局限，重新认识一下人类和宇

宙呢？我拿着书，如获至宝，爱不释

手，一口气读了六讲。5月底，我又

开始认认真真地读第二遍，没想到，

刚读到一半时就出现了全身发冷、腹

痛腹泄等反应，折腾了一夜，未吃一

片药，第二天早上就完全恢复了正常，

没有任何后遗症状，而且身体变得轻

松。我觉得很惊奇，我还没有正式开

始修炼法轮大法，只是读了书，就出

现了象书中讲的清理身体的现象，大

法真是神奇！同时我也感到，在我多

年以来所学到、所了解的知识以外，

还有更广泛、更玄奥高深的领域，那

是只有修炼才能达到的。

我反复读 《转法轮》，随着认识

的提高，6月底，我正式走上了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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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现有知识的局限 冲破现有知识的局限 
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走上大法修炼的道路

法轮大法的道路，学习五套功法，并

用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

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

随着修炼，我的身体在不断地

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各种疾病都消失

了。以前，因患有颈椎病，每年天刚

冷，出门就必须戴上棉手套，否则，

双手一受凉，夜里就会出现上肢麻木、

疼痛，整夜难以入睡，非常痛苦。而

1995年一冬天，在零下八九度的气

温下，我出门不戴手套，到了晚上，

上床就睡，没有任何不适。以前，我

的身体对冷、热非常敏感，夏天离不

开电扇，而天气稍微一降温就得穿得

厚厚的。而炼功后，夏天我不再觉得

酷暑难耐，别人热得大汗淋漓，我也

不怎么出汗，而到了秋天，别人都穿

上了羊毛衫，我也没觉得冷。再有，

以前我身体对饥饿较敏感，如果一顿

没吃，就会饿得头昏眼花、周身无力。

现在有时工作忙了，顾不上吃饭，也

照样可以劲头十足地干工作。

年近半百，患有多种疾病的、身

体已经走下坡路的我，因为修炼了法

轮大法而出现了上述“反常”的变化，

这是用现有的人体科学知识难以解释

的。我从自己亲身修炼的体会中认识

到，我们现有的知识是十分有限的，

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

我从自己亲身修炼的

体会中认识到，我们

现有的知识是十分有

限的，法轮大法才是

真正的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