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武汉

             封城期间。2月2日，

我联系武汉一朋友（同学），得知朋友陪

妻子就诊，不幸染疾，症状和新冠肺炎

完全一致。但医院没有床位，就是不给

确诊，让在家自行隔离。家里还有不满

10岁的小孩，还有俩老人，情况危急。

很早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做过

了“三退”。这次我问他“九字真言”是

否记得，同学说忘记了。我告诉他九字

真言“真善忍好，法轮大法

好”，并嘱咐他不停地念，全

家都念，可能会有转机。

两天后的2月

4日，联系该朋友，

朋友告诉我，“今

早醒来，所有症状

消失了，一身轻。”

像这样念九字真言

化险为夷的例子还有很多。疫情当

前，愿意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甚至肯读一遍《转法轮》

的人，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

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在法轮功修

炼者中，有很多在修炼之前曾患重病，

因为修炼而获得新生。20年来，法轮功

学员在自身遭受歧视与惨无人道的迫害

中，仍然坚持不懈地劝善讲真相，就是

为了让世人都能身心受益，避免受到各

种天灾人祸的侵袭。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我想说

明的是，不是要大家都来修炼法轮功，

佛家讲缘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会助您度过夺命的危难！

染新冠肺炎
同学念九字真言两日得愈

所谓“迷信”就是着
迷地相信。“迷信”本身并
无好坏之分，好坏取决于
其所信的对象，如果迷信
一件坏事那自然不好，叫
做执迷不悟，但如果迷信
的是美好的事物反而是件
好事。

法轮功学员经常告诉
人们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
得福报，“三退”（退党团队）
能保平安时，有人说他也
反感共产党，说他看过真
相小册子，对其中谈到的
神佛护佑、“三退”保平安
等说法不爱听，说是迷信，
其实不认同没关系，即使
做“三退”后不发生中共
灭亡，你也不搭啥，但真
的发生了你不就幸运了吗！
在你遇到绝境、无路可走
时，诚心念念九字真言，
也许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谈“迷信”

祝
你
平
安

报明
刊慧

传
递
真
相  

传
递
美
好
祝
福

念“九字真言”
要发自内心

见 

证 

亲历大法神迹　
同事摒弃无神论

明 

白
“破除迷信”
破除的是什么？

真 

相

w
w
w
.m
inghui.org

2022年12月23日       第49期

翻墙软件下载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核酸检测阳性转阴性的秘密
2022年2月，我地（河北某县）有

一名从天津返乡过年的人，经核酸检测

确诊为阳性，是无症状感染者。一时间

本地进入紧急状态。

凌晨1点多上级给相关领导发送指

令，相关行政人员凌晨3点多被上级召集，

医护人员从凌晨4点多就匆忙集结，从

周边赶来的救护车、运送志愿者的大巴

车集结待命。县城内店铺关闭，街道冷

清，村庄封堵，甚至要求村民“人不出村，

足不出户”。全县筛查密接者，全员核酸

检测。

这位感染者的一

位朋友是法轮功学员，

通过信息提示他：别忘了“老师”（法轮

大法师父）的话。

他也表示想起来了。隔天，再检测

核酸，结果变阴性了。所有得到消息的

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的弟子

们不顾自身安危，一再向世人传递的法

轮大法真相：“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保平安，

这是关键时刻救命的法宝！佛法无边。

希望每个善良的生命都能得到大法救度，

平安度过天灭中共的劫难！

法
轮
大
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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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身体有病很难受，告诉他

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他说念了呀。言外之意，我念了不管

用呀。你真用心念了吗？对方无语。

一个人得了病，到医院治病，轻

者吃几天药，重者几个疗程，花很多

钱，遭很多罪，还不一定治好，有的

甚至死亡。而你有心无心地随便念一

念，病就好了，可能吗？跟大家说两

个亲身经历：

前些年，我妻子突然发现乳房流

血，且越来越严重。到当地肿瘤医院

做钼靶和细胞学检查说是非常严重，

必须马上住院。

由于来得突然，我们对检查结果

将信将疑，便又去了一家权威医院检

查，结论同肿瘤医院一样。不容我们

质疑，直接住院，准备手术。从医生

的言谈中，我能预感到妻子的病情很

严重，妻子也忧心忡忡。

以前我让妻子念九字真言，她只

是笑笑。而今重病临头，再让她念，

这次她郑重地点头应允。我们祈求肿

瘤不是恶性的，请大法师父救救她！

第三天，妻子便被送入手术室，

为防意外，直接全身麻醉。躺在手术

台上，妻子感到孤独、恐惧，唯一的

精神支柱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念着念着便失去了知觉。

切片确诊结果是导管瘤，良性！

当妻子在病房苏醒的时候，没打镇痛

棒的她竟独自上厕所。一直到痊愈，

她刀口一点不疼，惊得同病房的病友

唏嘘不已：手术后不打镇痛棒，刀口

怎么能不疼呢？明明术前检查症状严

念“九字真言”
要发自内心

重，术后却安然无恙，三天就出院，

不可思议！

可能有人说：也许就应该是这样

吧。那么我再说一例：

二姨姐身体一直不好，有时突然

间就气短，胸闷，浑身无力，卧床不

起。2019年发生车祸，脸部做了手

术，身体每况愈下，到处求医不见好

转。后来到山东一家医院做了全面检

查，说是脑血管干瘪，需要做脑支架

手术，否则性命难保。由于病情严重，

二姨姐的女儿把母亲接到哈尔滨做了

脑支架手术。

手术后医生告诉家属：病人的身

体状况很不好，做好思想准备，按时

复查。

二姨姐虽然保住了命，回到家中

却又添新病，腰椎变形，身体向一边

歪斜，而且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吃

药、针灸等均不见好转。我妻子便让

她来我地找中医大夫碰碰运气。

望着上楼都得歇几歇的姐姐，我

妻子流泪了，问姐姐：“坐飞机感觉怎

样？”“你猜我坐飞机时想什么？”二

姨姐反问。妻子满脸狐疑地望着姐姐。

“你还记得你告诉我念九字真言吗？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起来了，一路

上我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真管用！”二姨姐兴奋地说。“真

的？”妻子也高兴起来。

去看中医，大夫说，二姨姐五脏

六腑没有一处是健康的，吃几副药看

看吧。

看完中医回来，二姨姐跟我们说：

“教我炼法轮功吧。”看得出她是发自

内心的。由于时间关系，二姨姐只简

单地学学动作，并请了宝书《转法轮》

回山东老家了。

回去后，二姨姐的腰奇迹般地直

起来了，这事在亲属和左邻右舍中引

起不小的轰动。而且她身体越来越好，

熟悉她的人，都说她脱胎换骨了，根

本不是以前病病怏怏的她了。

其实，二姨姐也是刚刚才接触法

轮大法，只是有时间就看看书，炼炼

功，但九字真言她是时时念，内心虔

诚地念，因为她相信“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这一真念就显现奇迹，

就能起死回生，让濒临死亡的她变成

健康人。

其实，在法轮大法被中共诽谤，

大法弟子被中共迫害的今天，二姨姐

发自内心这一念又是何等的珍贵。念

九字真言一定要发自内心！要真心！

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这一真念就显现奇迹，就
能使人起死回生。

    美国纽约法轮功学员在华人社区游行，告诉人们九字真言能保命。



“迷信”一词本是个中性词，没

有褒贬之分，一个人很痴迷地相信什

么就是“迷信”，比如固守信仰，崇

信佛道神，相信天理等。同理，相信

血腥与暴力，相信“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相信假、恶、斗同样是迷信，

只是给人生带来的报应不同。因为衡

量人间是非对错的是天理，人的“迷

信”也要顺应和符合天理才是对的。

中共也一直在鼓吹“反对迷

信”“破除迷信”，那么它真正破除的

是什么呢？

儿时的迷信
我记事时“文革”已结束，夏天

的晚上，为了省点煤油，都在外面吃

晚饭乘凉。门前门后的爷爷、奶奶们

聊天讲故事，讲的都是各种善恶有报

的故事。我的爷爷、奶奶平常也很注

重传统教育，在这样的环境与文化熏

陶下，我相信做坏人会下地狱，做好

人一定有好报。

在老辈的传统观念影响下，村里

人大多是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的，可

也有不相信的。但是生活中发生的很

多事在冲击着他们的头脑，比如托梦、

晚上遇到鬼等等，用今天的实证科学

解释不了的许多事，不由得人不信。

中学、大学时的迷信
儿时对和尚一点也不排斥。村子

里，有一个晚年出家当和尚的人，他

出家后带回来很多佛教经书，送给我

父亲好几本，我看不懂，但我不排斥，

相信佛教里讲的都是劝人行善的，对

人有好处。

高中学习世界历史，讲到印度历

史，不可避免地要提到释迦牟尼与佛

教，当然课本上选编的都是断章取义

的佛教内容，加上老师自己站在党文

化角度解释，什么“精神鸦片”“统

治阶级愚弄人的工具”等，慢慢地我

自己也产生了“迷信”论。

到了大学，学的是哲学，还要学

习中共党史，这都是必修课，慢慢地

对中共产生了恐惧感。教党史课的老

师讲话非常谨慎，他私下讲和朋友登

山，到了山顶才敢大吼一声，发泄心

中的郁闷。想生存下来，不能反对中

共，这叫“反党”；不能发泄对社会

主义的不满情绪，这叫“反社会主义”；

学哲学的要学会看中共风向，时时刻

刻保持和中共站在一条线上，至少保

证自己暂时是安全的。

大学时已发现，埋头苦干、不争

不斗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拉关系、走

后门才能得到想得到的，假、恶、斗

才是中共社会里的生存法则。整个大

学自己活得也很痛苦。顺应假、恶、

斗潮流，自己心有不甘；按照自己做

好人的标准做，又被现实不容。

四十知天命
过了40岁后，突然有一种感悟：

儿时爷爷、奶奶讲的是对的，什么积

德行善、祖上积德等，很有哲理，反

而争争斗斗，丛林哲学那套是完全错

误的，害人不浅。特别在中共迫害佛

家功法法轮功中，很多人看到法轮功

真相后都在思考，中共为什么要破坏

传统文化，为什么要迫害信仰，迫害

修炼文化？

“破除迷信”“破除迷信”
破除的是什么？破除的是什么？

祝你平安 32022年12月23日 真相

“迷信”一词本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
之分。而衡量人间是非对错的是天理，
人的“迷信”也要顺应和符合天理才
是对的。

真相资料《九评共产党》与《共

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两本书揭露出了

中共的魔鬼本性与罪恶目的。它坚持

宣传的“破除迷信”，破除的是对人

真正有好处的传统文化，破除的是人

对神佛、天理的坚守，阻断了人走向

神佛的路。它在人间弄了一个充满假、

恶、斗的党文化，营造出一个违背天

理、充满罪恶的社会，特别是迫害法

轮功，足以把世人推向地狱，推向毁

灭生命的深渊。

这才是中共想要的“迷信”。它

想叫人人都相信它这个魔鬼，都按照

它给人划定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

互相伤害，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作恶之人最怕的是真相。中共最

怕的是法轮功真相，因为在真相面前，

能暴露出中共的魔鬼真面目，能解体

中共，能给人带来没有中共，重新回

到神佛怀抱，得到神佛护佑的新生活。

“三退”逃大灾
合唱

逃大难呀逃大灾， 

党团队员全退出来。 

解除毒誓抹去兽印啊， 

从陪葬的陷阱里退出来。 

天灭红魔救好人， 

“三退”保命老天爷给安排。 

退出来退出来， 

走向新生新时代。 

退出来退出来， 

村村寨寨快都退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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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大法神迹　
同事摒弃无神论
一个渐渐冰冷、面临破碎的家庭，因为
与法轮大法结缘，明白了真相，重新变
得充满幸福、温馨。

我的同事小G是“八零后”，人

缘非常好。他在中共无神论的教育宣

传下，啥都不相信。我们刚调到一个

班时，他说他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问他为什么入党，他说在车间入党

了，将来回村上去能当上个村书记，

权力大，也能弄不少钱呢。我想，小

G倒是肯说实话。

慢慢地，我们无话不谈。我给他

讲了我的故事。

那年我高考完去大姐家帮着干

活，遇到一个算卦的，算得很准。现

在我都记得他随口说的几句话，他说

我：“不考中专考大专，要知好事何时

有，好运交到九月三。”我大专录取

通知书落款的日期正好是九月三日。

从此我对“迷信”两个字，不再“迷

中不信”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

后来我练了好几种气功，看了很多宗

教的书，经历了好多神奇的事，我才

知道人为什么活着。当我看到 《转法

轮》中讲人应该按照“真、善、忍”

做个好人，返本归真的道理，我就开

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我身心健康。

谈到法轮功，小G说，他其实也

不信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听我

讲法轮功是佛家功，叫人按“真、善、

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伪案是

江泽民集团导演栽赃、抹黑法轮功的

骗局，他明白了这又是个中共冤枉好

人的运动。

我告诉他，佛家有句话，说佛无

处不在，可以保护人。我讲了大法师

父不但能保护真正修炼的弟子们，就

是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明白真相

后，在大法被迫害的时期能善待大法，

也会有福报。我告诉他诚心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佛法

的威力很大，能保平安的。

他明白了，说遇到我真是缘分。

他发自内心地说，以前自己竟然想入

党，当贪官捞钱，太可笑了。他听明

白了邪党教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

斗，教人从小宣誓永远跟它走，其实

是逆天反神、自取灭亡。神佛是慈悲

的，告诉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

队组织，才能保平安，这是在救人。

于是，他痛快地同意退出曾经加入过

的邪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

很快小G变得阳光灿烂。一个人

在动了善念后，人生的路也就走向希

望和光明。

从那以后，是小G给我讲他的故

事了。2021年初，小G的朋友因为

疫情，暂住小G家。晚上下夜班后，

他们吃凉肉、又喝啤酒。到凌晨，小

G开始腹部剧痛。疫情期间去医院，

要先做核酸，又是凌晨了，无奈中，

他想起了我告诉他遇到危难时，要诚

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

就开始念，不知不觉小G睡着了。醒

来后，啥事都没有了。上班时听他开

心地讲着，我感觉他有点相信大法了。

过了一阵，有几天我看他不对劲，

情绪低落，原来他和妻子又闹矛盾了，

小G说准备离婚。

我就给他讲，在东西方的传统文

化中，婚姻都是要对天地或神宣誓，

从一而终，白头到老，要遵守这个诺

言的。夫妻要过得好，就得在遇到问

题时双方都找自己哪里不对，改正错

误，善待对方，相互尊重，双方都变

好了，家庭就和睦了；离婚就是认为

别人不对，自身有错误不改，再婚也

不会幸福。

慢慢地他打消了离婚的想法，决

定与妻子和好。可是他妻子把他拉黑

了，怎么也不接他的信息和电话。几

天后，他高兴地跟我说：“呀！人都说

佛救苦救难。你说这个小事，佛也管

吗？”他说媳妇终于跟他和好了！他

告诉我：“实在没办法了，最后一次，

我一手握着大法护身符，一手拿着手

机，给媳妇发消息。呀！媳妇这次真

的马上就回信了，然后我们深谈了一

次，和好了！”

听他开心地讲着，我也很感动，

真得谢谢大法师父呀！一个渐渐冰

冷、面临破碎的家庭，因为与法轮大

法结缘，柳暗花明又一村，重新变得

充满幸福、温馨。

我写出此故事，是想告诉世人，

在您遇到困难甚至绝境时，请您打开

心灵的窗户，虔诚地祈求法轮大法师

父的帮助和保护，诚心敬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可能您

也会不知不觉地“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九字真言，您也会
不知不觉地“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