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吴斌，是河北衡水人。从1998

年开始，在母亲的引导下了解了法轮大

法，由于从小到大一直都在邪党的党文

化中浸泡着，加之自1999年7月20日

以后，邪党铺天盖地的谎言蒙蔽下，我

对这神奇的宇宙大法持有怀疑的态度，

直到2005年5月的一个晚上……

那时我在山西某大学读书，那天晚

上我和朋友在校外小路上散步，走了一

会，我们中间有了一段距离。当我走到

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突然，从路边窜

出一个手拿利刃的歹徒，他用刀指着我

问：“有钱吗？快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

出来。”当时我的头一下懵了，完了，碰

上抢劫的了。怎么办？我回头看看走在

后面的朋友，他根本没发现前面的情况，

依然慢吞吞地走着。我急忙对歹徒说：“我

只是个穷学生，没钱，求求你放了我吧！”

我一边说一边抬起手护在心脏部位，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我挂在胸前的护身符，

脑中立即想起了“法轮大法好”——母亲

告诉我遇到危难时诚念就能逢凶化吉。

这时，歹徒见我没钱便猛地拿起尖

刀朝我的左胸刺来，我看到了尖刀刺破

了衣服，冰凉地触到皮肤，吓得我一下

瘫坐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心想这回

死定了，直到朋友赶到我身边急切地问

我怎么了，我才从懵懵中醒来。歹徒什

么时候跑了我都不知道。

朋友急忙拨打120急救电话，我这

才想起看看被刺中的地方怎么样了？我

找遍整个前胸没发现受伤的地方。怎么

回事？我明明看到尖刀刺进我的身体，

可身上毫发无损。当我再次环顾胸前时，

发现被尖刀刺坏的护身符。是他！小小

的护身符挡住了尖刀，救了我的命。护

身符，真是生命的护身符啊！

朋友惊得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深深地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万

分感谢慈悲伟大的李洪志老师。

通过自身经历的这件事情，我又重

新认识了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已深

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间，我愿把这美好带

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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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护身符的来历：自
法轮佛法传遍中华大地并
弘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众多修炼者受益无穷，
他们或摆脱了顽疾和不治
之症，或找到了苦苦追寻
的人生航标，受益者获得
身心重生。为让更多人感
受法轮佛法的美好与神奇，
受益者制作了各种大法护
身符赠与世人。
护身符的作用：诚心佩带或
珍藏大法护身符，默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
祛病健身和消除异灾。暂
未得到大法护身符的善良
人，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同样能受到神
佛的佑护。
护身符起作用的前提：大法
护身符的神奇体现了法轮
大法对众生的慈悲，无论
佩带、珍藏、默念都应心
诚念正，并认同“真、善、忍”， 
相信法轮大法好。　

生命的护身符

护身符挡住了
劫匪的尖刀

生命的护身符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是由李洪志先生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以“真、善、忍”为
根本原则，教导人修
心向善，迄今已弘传
世界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上亿人修炼，
深受世界各族裔人们
的喜爱。《转法轮》一
书被翻译成40多种文
字在世界各国公开发
行。法轮大法弘传世
界30年间，获国际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70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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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家住湖

南溆浦偏僻的农村。因家中有老有少，

经济困难，只好去附近城市怀化打工。

我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房东老

两口对我很好。有时我做工回来很晚，

她就给我烧好了煤火（因煤很难点着）

或煮好饭。我们合得来，因此一住就

是4年多。

女主人给了我一枚小坠子，说是

法轮大法护身符，讲了法轮大法真相，

并劝我经常诚心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这样能够逢凶化吉保平

安。我想他们心地善良，说话诚恳，

准没错。于是双手接过来，并按他们

说的念，想着李师父经常保佑我，真

是神啊！这枚小小的护身符，竟然两

次救了我的命。

一年冬天，因冬季日短，我想多

做点事（因工钱是按工作量计算的）。

做到傍晚，准备收工了，由于工作时

很热，把脱下的衣服放在一个基洞边。

那基洞是十几米深、直径约1米宽的

这么个圆洞，是准备安装一台大型起

重机的基脚。

护身符两次
救了我的命

当时我准备跨过去拿衣服，天很

暗了，视线模糊，我一脚踩空了，向

基洞掉下去。当时那一瞬间，我吓懵

了，心里只有一个概念“完了”！当

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并没有掉进去，

我的双手伸直趴在地面上，脚踩在只

有3厘米宽的基洞水泥边上，做成了

个“大”字形。

我爬起来，检查了一下全身，一

点皮肉都没有碰伤。我坐在一块石头

上，呆呆地拿着护身符，眼睛湿润了，

我知道是李师父救了我。如果不是李

师父慈悲保护我，十几米深的洞，下

面都是乱石头，掉下去肯定没命了。

就是高超的杂技演员，也没胆量做这

样一个惊险动作呀。好险啊！

再一次，我们为楼房打桩， 已

经挖下去十几米深了，发现有一块大

石头，必须把它炸掉，地面临时安装

了一台钻机，我下到洞底，用钻头钻

好了一个洞，地面上的同伴慢慢地把

钻头抽上去，钻头眼看上到顶了，岂

知扣着钻头的钳头失灵，钻头垂直掉

下来了，当时我在洞底弯腰正清理着

炮眼，只听见“扑”的一声，我本能

地回头一看，原来是抽上去的钻头掉

在我的右侧，插进土里有20厘米深，

笔直不倒。我当时含着热泪，双手合

十，我知道又是护身符救了我的命，

有很多人都困惑过：到底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他们

在中共残酷的迫害，甚至于酷刑折磨

下仍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

一个卧床数10年不起的病人，

当中医西医民间偏方种种办法都试

过，医院都对他判死刑了，连自己都

死了心的人，忽然不用打针吃药能正

常生活了，去医院检查化验都完全正

常了；

一个吸烟几十年，戒烟失败几十

次的人，忽然轻轻松松戒了烟，甚至

有的戒掉了毒瘾；

一个人见人怕的劣迹青年，忽然

一日自动要改邪归正，从此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个毕生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

遍览古今中外圣贤书籍而不得其解，

困惑多多的人，忽然在一本书里发现

了所有问题的答案，过去的一切矛盾

疑团迎刃而解；

一个在宗教里修行多年，苦于层

次不能提高的人，忽然发现过去几十

年修行难以割舍的名、利、情，今天

恍如过眼烟云，轻松放下。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第一个人身

上，你说99.9999%是偶然；在第

二个人身上，你说99.999%是碰

巧；……在第100万个人身上发生，

你还能说99.99%是阴错阳差吗？

其实，今天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

在100多个国家，上亿的法轮大法修

炼者每个人身上了！

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大家想想，我在一个约1平方米

面积的洞底弯腰做着事，几乎把洞里

空间都占满了，哪那么巧正好落在仅

剩的空隙？！是李师父把笔直下来的

钻头移偏了。如果照直插下来，那就

象串糖葫芦一样，后果不堪设想了。

现在我逢人就讲大法好，大法护

身符能逢凶化吉，遇难保命。

法轮功好在哪



近年来，中国大陆青少年失踪案

频发，民间人心惶惶。尤其胡鑫宇失

踪106天后，被警方定性“自杀”匆

匆结案，令民间更加认清中共活摘人

体器官的罪行。

早在2006年，法轮功学员揭露

中共已经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

器官时，相信和呼应者鲜有。如今，

当全国范围内大、中学生胡鑫宇式的

失踪案普遍泛出水面时，人们终于开

始惊愕于中共魔鬼级的邪恶。

中共贩卖器官生意火爆
中共在发动迫害法轮功以后，大

规模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罪恶，被

称作“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千万不要认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

你没关系，它带给中国社会司法和道

德体系的全面崩溃，“活摘器官”早

已蔓延到普通民众和孩子们身上。

活体摘取中国人的器官，是中共

开辟的一个比贩卖毒品、贩卖军火更

赚钱的邪恶产业。中共把中国人的器

官当作它发大财的原材料，每个中国

人都在这个危险之中！  

中国每年失踪几十万名儿童，很

多被活摘了器官。连大学生也失踪。

大学生入学必须体检，医院和学校都

有他们的血液资料，人又年轻。万一

你被盯上，你的血型和需要器官移植

的人配上了，这个大学生就面临潜在

的消失危险。

武汉大学生神秘失踪
2017年武汉几十名大学生失踪

案，引起全球的震惊和报导。失踪者

都是正在上大学的青年才俊。林飞扬

是一类大学的研究生，身体健康。林

飞扬的父亲给他打电话，总没人接，

他父亲就跨省到武汉找儿子。林飞扬

的父亲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看到了儿

子从大学门口出去的录像。大学所处

的街道有很多的摄像头，这些设备已

运用了人工智能的脸谱识别功能、步

态识别功能，以及语音识别功能，一

下就能找到林飞扬下一步的去向。家

长跪着磕头求警方立案帮助找儿子，

并要求查看录影。警方不仅不给他看

录影，也不立案，说那是国家机密。

目前在武汉失踪的大学生已经增

加到几百人。

“中共活摘器官”按需杀人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

查指出：中国涉嫌的移植医院多达

891家。大量证据共同指证：“活摘

器官”就是江泽民下令、中共主导的

国家犯罪。

中共在全世界招揽生意，需要移

植器官的人大多到中国来，最快4小

时就能配上型。在国外要等上几年甚

至十几年。各国专家指出：中共是在

按需杀人。“中共活摘器官”是公、检、

法、司、军队、医院一条龙作业。对

普通民众，公安局秘密领导“抓人队”，

包括暗中庞大的人口贩卖组织。 

其中的一个录音证据，被调查

对象：中共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

院肾移植科医生李国伟。《追查国际》

的调查员装扮成病人家属，要求提供

健康的好肾；医生说：如果你不怕，

我可以让你见这个人，25岁到30岁，

从胡鑫宇案谈
“三退保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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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检查指标都是健康的。

“三退”才能平安
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罪恶，如果

中国人还守着在加入党团队时候发的

那个恶毒誓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终身”，那就是与邪恶为伍，践踏人

类的道德底线，随其坠入地狱了。

按常理，战争时期是导致死亡人

数最多的，可是中共在和平执政时期

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就害死了8000

万中国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

数的总和，等同于250次以上的南京

大屠杀，还不包括强制堕胎的4亿中

国人。中共是杀人魔鬼，血债累累，

和它绑在一起就是死路一条；只有声

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解除这个绑

架，才不会和邪党一起承担它的滔天

罪恶和血债而遭到天灭、誓言兑现、

瘟疫上身。

至今，在“三退”大潮中用真

名或化名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的中国人已达4亿多人，这一人间大

事演绎的是一个天象的变化。“三退”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觉醒和自救。

声明“三退”办法：神看人心，真心“三
退”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北美
服务电话： +1 (888) 976-6568；香港
服务电话： (852) 9665-2626；也可请
海外亲友帮助“三退”。

   2018年10月1日，奥地利维也纳的法轮功学员在抗议从中国向奥地利进口人体器官的
活动中，模拟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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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
“符”的要义

“符”，对中国人来说不算陌生。
不管是金雕玉琢，还是绳结草编，
对佩戴的人来说，总是有特殊的
意义。

趋吉辟邪的传统在我们中国人心

中从来就有，逢年过节贴门神、贴福

字，高楼大厦前安放神兽，都是人们

表达敬天拜神，驱邪迎祥，希望得到

神明庇佑的美好愿望。

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纸符，或者是

一个印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如来佛的一张秘符
《西游记》拍成电影后真是让人

百看不厌的，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看。

但可悲的是被无神论毒害的国人，只

是看个热闹，把它当成开心、好玩的

神话故事，并不认为那是真实的存在。

其实，古人讲述的故事都包含着宇宙

天地间的道理，以及善恶有报的真相。

孙悟空大闹天宫，一直打到了灵

霄宝殿，天兵天将、各路天神无可奈

何。请到如来佛后，没动什么兵器，

用无边佛法就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

下，一张封条压了猴王500年。直到

遇到唐僧，答应拜唐僧为师后才撤去

符咒，放孙悟空出山随师去西天取经。

佛法的内涵非常深奥，但其表现

形式有时却非常简单，就一张简单的

纸符，却有着难以想象的神奇法力。

抹在门框上的羊血记号
《出埃及记》中记载，耶和华为

救因大饥荒流落到埃及做了400年奴

隶的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家园，通过

神的使者摩西去与埃及法老沟通：要

带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到旷野祭拜

我们的神——耶和华。法老不肯放走

为他们劳作的以色列奴隶。

摩西告诉法老，这是耶和华神的

旨意，如果不信可以以法力神通来证

明，埃及法老答应了。耶和华通过摩

西展示神通法力给埃及法老看，但每

次应验后法老都毁约，不肯放走以色

列人。最后第十灾是“长子之死灾”。

摩西召集以色列人部落长老，要

他们把宰杀的无疾羊羔的血涂在门楣

或门框上，并且，直到早晨，谁也不

能出门。那天夜里，瘟疫来临，杀死

了埃及人每个家庭的长子，而瘟疫遇

到门楣或门框上有羊血的以色列人

家，就越过门口，不敢进入。

这就是现在西方人过的逾越节的

来历，承传了上千年之久。

疫情中切莫错过救命“护身符”
历史上的种种传说，佛法展现的

神奇事迹，都是在铺垫着世人能够寻

找到返本归真、回归传统的通路。我

们民族的智者先贤，像诸葛亮、刘伯

温，唐朝的袁天罡、李淳风，北宋的

邵雍，他们都精准预言了身后出现的

朝代以及发生的历史大事，同时预言

了今天的事情，也

预言了法轮大法在

人类末劫的时候会

弘传世间，救度良

知尚存的人。

当世间的罪业

深重，灾祸来临时，

如果世人能够从内

心升起对神佛虔诚

的敬仰，重德向善，

遇到危难之时，就

能够绝处逢生，化

险为夷。

 现在爆发的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从

2020年1月23日

武汉封城开始，至

今已经3年多，然

而人类却束手无策，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

效的防治办法。

面对凶猛的疫

情，自救有良方，当法轮功学员送给

您护身符时，您一定要用心收藏好，

您只要诚念护身符上的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神佛就会助

您度过夺命的危难！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这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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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天理真道的尊敬，就是能

分清善恶。一念之间，一切都在改变！

这九字真言携带的是宇宙中的纯正能

量，能帮助人，能保护人。

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上乘功

法，学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

要求自己，因为祛病健身、提升道德

效果卓著，传播全世界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而唯独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

中共为污蔑法轮功，炮制“天安门自

焚”骗局，那些参与的人根本就不是

法轮功学员，是中共精心设计、导演

的；而“围攻中南海”更是栽赃陷害

法轮功。请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

法轮大法是正法，识破谎言，人心善

念就会得到大法的护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