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春，银菊的弟弟建安得了

一种急性肺病，开始时只感到身体无力，

后突然发起烧来，只好去县医院看病。

白肺现象接近五成
医生给建安拍了肺部片子，说没有

事。但只隔了一天，建安就出现了呼吸

困难、憋闷等现象。再拍片子，肺部已

达30％白肺现象，立即急诊住院，第二

天又转到市传染病医院。这时白肺已达

40％～ 50％，加压吸氧、心电监护全

用上了。经化验发现他感染了多种细菌。

医生说在他之前有过两例，都已经去世

了。现在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每天给他

用一些消炎、激素之类的药，维持着生命。

但是，虽然用了三种抗生素，其中一种

是进口的，每天花费1600元，

另外还有氧气、心电监护及各

种药物等，很快医药费就高达

10万元，只好借钱治病。医

生建议他进重症监护室，使用

呼吸机，他坚持没去。医生说

这病很严重，让他和家属有思

想准备。

危难时法轮大法救了他
银菊去看望弟弟时，弟

弟建安近190cm的个子蜷缩

在床上，人很消瘦。为了能喘

上气来， 24小时不间断地吸

氧，还要将氧气的压力升到最

高。修炼法轮大法的银菊对弟

弟说：“你学法轮大法吧，只

有大法师父能救你。”

银菊又给弟弟讲了好多

学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的例

子，建安表示也要学大法。银

菊帮弟弟请来《转法轮》。有

时间让弟媳给弟弟念《转法轮》，并叮咛

弟弟常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建安在治疗中，激素用量已超出正

常许多倍，对身体产生了副作用。一次，

夜间12点用完激素后，他感到自己快要

不行了，憋得很厉害，就要上不来气儿了。

在他还有一点思维意识的时候，想到了

法轮功师父，便求师父救救他，瞬间他

感到很舒服。自此身体的状态也渐渐好

转，第三天就出院了。医生也觉得不可

思议。

回家后，他天天咳出大量的浓痰，

一个月后回医院复查，肺部片子基本正

常，几个月后他就能正常工作了。按理说，

肺部纤维化是很难治愈的。建安和亲朋

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急性肺炎的千金良方

武汉一位年逾七旬的
老汉，2020年在武汉病毒
大爆发封城期间，被确诊
为阳性，转入传染病院治
疗。他发烧不退、拉肚子、
恶心、咳嗽，呼吸很不顺畅。
当时武汉因疫情死了很多
人，老汉看到染疫者去世，
非常恐惧。

在住院期间，老汉家
人也被隔离。这时，他想
起来修炼法轮功20多年的
妻子经常提醒他要诚心敬
念“九字真言”，可以消灾
解难。便立刻开始诚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
加了一句“师父救我”。渐
渐地，他的病情好转了，
体力恢复了，再检查身体
出现抗体，第10天就出院
了。老汉亲朋都见证了九
字真言的威力。

祛疫良方：
法轮功九字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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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纤维化，被称为“白肺”，按目前医院的治疗方法很难再恢复正常，且
随时有生命危险。银菊的弟弟“白肺”接近五成，诚念“法轮大法好”出
现了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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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这里疫情来得很凶猛，

传播速度非常快，全市大面积爆发。

2022年10月13 ～ 14日还是个别

小区封控，16日就全市都封控了。

女儿在本地大医院工作，也是这

波疫情波及人数最多的医院之一。当

时每个科室、病区都有感染，整个医

院就被封控了。女儿所在的是一个大

病区，医生、护士、病人很多，感染

的人也就更多。

医院疫情爆发当天，医院就被封

控了，女儿值的正是夜班，她连换洗

的衣服都没有，就不许回家了。其间，

女儿一直工作在一线，没日没夜地连

续工作十几天。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

防护衣，里面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

连孩子打的电话，她都没时间接，累

得精疲力竭。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

身体想睡一会的时候，周围却到处都

是咳嗽声，使她难以入睡。

我给女儿打电话时，她情绪有些

失控地说：“妈妈我受不了了，快要崩

溃了！我们病区感染的人数太多了，

领导们都阳性了，都被隔离了。全病

区只剩我一个人没被感染，每天要

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不被感染，

也被累死了。这什么时候

是个头，我看不到

头了。”

我知道

女儿没被

全病区
只有女儿一人未染疫

感染，是因为大法师父在保护着

她。我发信息给她说，事情再严重，

也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我平时给你

说的九字真言，没事就念，就能救你

的命，能改变你的环境，能保你身心

健康。因我想到电话可能会被监控，

没直接说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这几个字。女儿回复说，好吧。

接下来，奇迹出现了。有一天，

护士长不小心，把阳性病人的核酸棉

棒放在了女儿的核酸试管里（医院里

是一人一管），上面贴着女儿的名字。

随后，护士长发现放错的时候，试管

已经被拿走化验了，可化验结果却是

阴性。女儿同事们都很惊奇，感觉不

可思议！

再后来，医院从别的病区抽调人

员支援女儿的病区，把女儿所在的方

舱医疗队撤了出来。女儿身体恢复得

很快。女儿给我打电话，高兴地说：

“妈妈，您说的是真的，现在我没事了，

您放心吧。”

老伴一听女儿没事了，可高兴

了。他也知道女儿

是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

好”这九字

真言出现的

奇迹，也知

道是师父救了

女儿，连说：“奇

迹！奇迹呀！” 

  2022年12月上旬，中

共突然从封控、动态

清零走向另一极端

全部放开，疫情在很多城市肆虐

传播，此时从我们沈阳公司有三

名高管来到我所在的南方城市与

我开会，据他们讲沈阳公司共30

人，有15人出现高烧、发热、咳

嗽等“中招”状态，这三位高管

坐在会议桌我的对面时，我感到

他们空间场中非常阴冷，直觉告

诉我他们也是处于“中招”的边缘。

接下来在接待他们的时间里，

我开始给他们讲真相。我说“危机”

一词，危险当中有“机会”，找到

这个机会，也就破解了疫情。以

史为鉴，明朝末年北京城守军已

染疫，李自成军队几乎不费刀枪

就攻陷了；清军入关后，却不染

疫，瘟疫也奇怪地消失了。古罗

马帝国因迫害基督徒，招致四次

大瘟疫，土崩瓦解。今天这场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瘟疫，其实就是

来消灭中共的，中共百年所做所

犯的种种罪行，到了算总账之时

了，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

能在这场瘟疫中平安！

我给他们看了网上藏字石天

然生成的“中国共产党亡”的图片，

也讲了预言中对大瘟疫的描述。

三人当中，有一人没有任何迟疑、

很干脆地表示：我信，我退！

过了大概一周时间，没退的

一位高管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回

去就高烧到40度，全公司都阳

了，只有那位退出团队的同事安

然无恙。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你敢说一声退，上天即赋予你平

安，你愈干脆坚定，上天愈慷慨

施救，真实不虚啊！

退出团队的同事

安然无恙
福福

奇
迹

奇
迹



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

积爆发，疫情凶猛，死亡比例高，很

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

负。每个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

大疫有眼  鉴古明今
中国历史上有“三武一宗”灭佛，

导致国破人亡的教训；西方历史记

载，曾经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帝国，因

迫害善良的基督教徒，招来延续几十

年的瘟疫，一批一批的人死去，直至

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罪过和忏悔，瘟

疫才渐渐停止，而罗马帝国也因此招

致天惩，走向灭亡。

信神的人都知道，人间的瘟疫本

质上都是由神根据人间善恶来安排的

因果报应。正因为认识到瘟神是根据

人间的善恶散布疫情，所以才会有“瘟

疫有眼”的说法。《黄帝内经》中曾

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也就

是俗话说的“心正而外邪不侵”。人

要有善念、正念，才会百毒不侵，有

神护佑。

当今渡大劫、保平安的神迹
我是加拿大魁北克的一名法轮功

学员。2022年12月15日，在四川

的86岁老父亲发烧到38.5度～39.2

度。拨通视频，看到父亲躺在沙发上，

盖着毛巾被，张着嘴喘气，双目无神

呆滞，人很虚，出气很短、很急促。

平日，父亲总是精神头很足，即使生

病也不耽误干活儿，从不趴下。

姐说她给社区医院打电话，社区

医院说他们已没有任何退烧药，没有

办法，让自己物理降温。我赶紧告诉

父亲念九字真言。平时我给国内打电

话时，常劝老父亲常念九字真言，但

他总是笑着敷衍，不太信。没想到这

次，父亲马上脱口而出：“我念。”接

着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最后“好”字没念出，就没有力气说

话了。

放电话后，一夜牵挂父亲。到清

晨，迫不及待拨通视频，看见父亲躺

在床上，看上去还是虚弱，没有说话，

但他的眼神完全变了，黑亮黑亮的，

特别有神，完全没有了昨晚失神的模

样，并且神色安详，也不张嘴喘气了。

当天半夜父亲体温降到36.9度。

父亲念九字真言时，是晚上九点

左右。第二天白天，他已经起来了，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在视频中看到

他精神很好， 并且一看见我，就高兴

地大声说：“这次躲过了一劫啊，九字

真言，我会一直念下去的！”

父亲痊愈之后，圣诞节期间姐夫

又染疫了，而且情况严重， 已经住院

三四天了。

我和他视频，看见姐夫戴着氧气

罩，大口大口喘不上气， 很难受，而

且双目无神，已经脱像了。

我姐说，在吸氧的情况下，血氧

值只能达到90，肺部已经感染。医

生束手无策，说没有药物可治，只能

看情况会怎么发展。

我赶紧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并

把大纪元头版刊登的《中国疫情爆发 

李洪志大师：疫情淘汰邪党分子》中

的话，念给他听。他答应了。

第二天，姐夫的情况看起来没有

太大变化，喘气还是困难。我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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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就像
人控制不了天下雨一样。然而，
在历次疫灾中，古今都曾留下了
瘟疫“绕着走”的奇迹。

姐夫是中共党员，多年前曾劝他退党、

退团，他点点头同意，但当时没有把

真相给他讲清。而姐夫在中共的军工

厂上班，邪党风气很浓。

我赶紧告诉他，为什么说共产党

是邪恶，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瘟疫

是冲着共产党来的，讲完后正式问他：

“你退出党、团、队，好不好？”他

点头回答说：“好！”这时他突然一阵

猛喘，视频里看不到姐夫的脸。几分

钟后他再抬起头来时，我惊讶地发现，

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虽然还在喘，但

气色变成了他平日正常时的模样，尤

其是眼神，也是黑亮黑亮的，特别有

神。当时他就说：“感觉好多了。”

曾经听其他法轮功学员谈过体

会，在劝世人“三退”时，有时对方

一旦同意退出，整个人都变了，变

得神清气爽。这次亲眼见到姐夫在答

应“三退”后，短短几分钟内的变化，

真的感到非常神奇。

后来我又给他读《转法轮》。在

听了开头几页后，他说等回家后，要

好好看看大法书。现在他的身体正在

康复中。

当今社会，天垂异象，天灾人祸

不断，大劫将至。瘟疫侵扰，如何渡

大劫、保平安？诚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和“三退”就是渡过大劫

的法宝。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真善忍好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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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和神
是真实存在的

    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绘画作品：法泽大千（中国画）

中原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积淀
了经久不衰的神传文化，也就是
半神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根，
与神紧密相连。

自1949年中共窃政以来，毁坏

了古圣先贤留下的古文明，神传文化

的精髓被毁于一旦，取而代之的是充

满谎言、暴力、血腥的邪党文化及进

化论邪说，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被邪

党有目的地、系统地灌输并洗脑，今

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听到神、佛两

字的时候，脑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封建

迷信，并嗤之以鼻。

进化论我不信
现在教科书教的是无神学说，说

人是猴子变的。到底有没有神呢？我

们在动物园里从没见过长得像人样的

猴子。所以，谁说人是猴子变的，我

都不信。但我也不知人是从哪来的？

少年时看到的
小时候每到晚上，我躺在炕上，

一闭眼就看到自己从脑门中间往脑袋

里跑。那条大道好长好长，没有尽头。

道的两边有山有水，有带龙凤那样美

丽的小亭子，还有高楼。还看到我胳

膊上的汗毛孔里也有这景象，我很爱

看。但又不知这些景象是从哪来的？

14岁以后，我才逐渐看不到了。

中学时的不解
我是在姥姥家上的学，初一下半

年，才回到父母身边。记得初一期中

考试，那天到学校，一位姓蒋的女同

学说，她昨晚梦到考试的作文题目是

啥，有啥要求。大家都觉得她在说梦

话，但没想到，考试卷子发下来一看，

作文的题目跟蒋同学说得一模一样，

要求也一样。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跟老师又不

住在一个村，她的梦怎么这么准呢？

大家真是百思都不得其解。难道她像

人们说的“开天目”了？可以看到“另

外空间”？

    

我妈妈讲的神奇
我妈妈年轻时总流鼻血，每次都

得流一饭碗，她用过各种药和偏方，

都无效果。

我爸爸8岁时，我奶奶就死了。

结婚后，我爸领我妈回老家探亲，在

爷爷家的北炕上住。一天晚上，我妈

妈梦见一个高大的穿著黑色大襟衣

服、挽着发髻的老太太，站在屋子中

间。老太太指着南面炕上我的后奶奶

说：“这孩子这么流鼻血，你也不管？

你不管，我管。”说完就不见了。从

那之后，我妈就再也没

流过鼻血。

我妈把梦跟老一辈

的人说，老辈人都说那

个老太太是我死去的奶

奶。这事怎么解释？能

说人死如灯灭吗？ 

真真切切看到神佛
1998年秋后的一

天早晨，我在法轮功炼

功点炼完功，辅导员（炼

功点负责人）告诉大家，

晚上到一位学员家去看

一群老干部在各地法轮

功炼功点的实地采访录

像。一放录像，我就看

到炼功点的上空，一排

排穿着黄袈裟的佛，双

盘着腿，从天而降，来

到炼功点的周围。还看

到大大小小的法轮像雪

花似的，还有许多天女

在撒花。有的学员身后

有通天的大柱子，有的

学员头顶上有三根大柱

子在旋转，柱子上面带着花，散发着

强大的能量，太殊胜了。这不就是神

迹嘛！能说神不存在吗？！

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3000年

开一回。人道“优昙婆罗花开，应在

弥勒佛出世。”而今“3000年奇花”

全世界多处盛开，蕴藏无限天机。

中国有句话：落叶归根，认祖归

宗。中国人的老祖宗是炎黄，中国有

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神传文化。只有

共产邪党来了，才毁灭神迹，把人说

成是猴子变的，让中国人骂自己的老

祖宗是动物。

作为真正的中国人，就应该是炎

黄的子孙，赶紧远离马列，退出中共

党、团、队组织（“三退”），才能回

归自己真正的家园。如今已有4.06

亿中国人用真名或者小名、化名声明

“三退”，退出就不再与中共邪魔为伍，

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文 /莲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