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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述評

网上学炼法轮功再掀热潮 上万人受益
自2020年10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来
自全球超过54个国家一万多人参加法轮功免
费网上教功班。目前，因为不断增加的需
要，网上教功班已经扩展到14种不同语言，
参加人数还在增加。疫情中，教功班为民众
提供了祛病健身、提升道德的功法教学。

David M先生说：“我总是在寻求新的增
强心态平和、精力集中的方式。”他从前岳
母那里知道法轮功后，很快就加入到学习班
来。

中国大陆学员 ：舍不得离开

法轮功网上教功班令 54 国民众身心受益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协调人雷时忠博士
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到目前为止，参加北
美英语班网上学功的就有来自54个国家（地
区），四千多位不同族裔、职业、年龄的
人，遍及五大洲，甚至有来自北极的人。印
度班有5000多人参加。
因全球需求大增，目前已经开设多语种
学功班，提供全球民众认识与学习令上亿人
身心受益的法轮大法。
雷博士说，目前提供的各语种教功，包
括 ： 英 语 、 汉 语 、 德 语 、 西 班 牙 语 、 印 尼 亲朋好友那里了解到法轮功的神奇功效；有
文、日语、越南文、俄语、瑞典文、荷兰 的人是了解真相后，决定修炼。很多人都
文、土耳其文、波斯语、韩语等14种。每天 说，太感谢了，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
不同的时段都有不同的语种开班。更多语种
Lanakila W先生是直肠癌四期患者，去年
的班正在筹备中。
七月份开始炼法轮功，炼功三个月后，在医
雷博士介绍说，法语课程于2021年4月开 院复查时发现“息肉消失了，就连手术留下
课。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10个国家的600人 的伤疤也全部清除了！”
参加了每周两次的法语课程。
在分享了自己的好消息之后，他分享了
中文班协调人Wendy Huang女士说，中 最新体验，当炼第五套功法，加持柱状神通
文教学线上学功班自2021年7月开班，已有 时，“我可以感觉到手掌中的能量，就像我
850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华人报名参加，包括 的 手 放 在 一 个 球 上 或 圆 形 实 心 物 上 。 太 酷
台湾、中国大陆、加拿大、美国、越南、阿 了！”
根廷、澳大利亚、西班牙、法国、英国、香
“我发现了内心的宇宙”
港、印度尼西亚、日本、南韩、马来西亚、
许多人反馈说，在学功班上跟随李洪志
荷兰、俄国、新加坡和泰国等。
迄今为止，参加北美英文班、法文班和 老师录像学炼功法的短暂时间，就感受到强
中文班就有5千余人，其它语种学功班的人数 烈 的 能 量 在 体 内 流 动 和 不 同 程 度 的 疗 愈 功
能，也感受到内心的平静祥和。
尚未计算在内。
Sally K女士学功后留言反馈说：“我发
肠癌四期患者学功后的神奇经历
现了内心的宇宙。谢谢你，我已经等了很久
许多参加学习的人表示是为了增强自身 了。”她非常庆幸能找到如此可贵的免费教
免疫力、舒缓焦虑和工作压力；有的人是从 功信息，“我们很荣幸。”

Tranika T女士说：“真的是神佛保佑，
让我找到了法轮功，还有‘真、善、忍’的
信仰。”
Lynn S女士表示，开始时只能简单地跟着
做动作，但“我仍然能感觉到能量”。
Soncini说，炼功时，“可以感觉到能量
沿着胃、肾和主经脉的运动。真的很棒。我
的手很热。”
Bree M说：“我被这种帮助我走上觉醒
之路的功法吸引。”
Laurel G表示，“感受到内心美丽的平静
感。非常感谢！”
讲法语的Mélanie B女士说：“感到一种
温暖，一种能量在我手中的震动，一种美妙
的幸福感。”
Andrew C先生盼望学习和了解帮助提升
心灵的新方法，寻找了两年后，终于找到了
法轮功。他说：“我非常喜欢把法轮功融入
我的日常生活中，这正是我需要的，……应
该尝试的，我非常感谢能接触到法轮功，我
正在尝试获得精神启迪，读书会是一个很好
的方式。”

除了海外华人，参加学习班的还有突破
网络封锁的中国大陆华人，Lin D说，自己小
时候看见过真相人民币，上面写“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可惜我没有逃出中
国大陆”。
一位唐姓学员说，自己2005年接听过真
相 电 话 ， 去 年11月 才 了 解 清 楚 法 轮 大 法 真
相。多次寻找，大多是宣传单，或者网上自
学。炼功后，浑身感觉好热。他个人理解，
法轮功让自己感觉看事物都很通透，学习班
氛围很好，舍不得离开。
自去年12月4日，这位新学员已经连续重
复上了4次学功班了。

法轮大法让上亿人身心受益
法轮大法网站介绍说：“法轮修炼大法是
由法轮佛法大师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
修炼大法，是以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
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
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一开始
就处在很高的起点上，为有缘之士和炼功多年
而不长功的人提供了一个最方便、最快、最
好、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
自1992年5月在中国传出，短短数年，法
轮功传遍神州大地；在海外，法轮大法已经
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使上亿
人身心受益。
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在疫情面前，人
是如此脆弱。他们很希望找到一个有效的祛
病健身的方法。疫情发生之后不久，有人在
北美的民意调查中发现，想打坐炼功的人数
与疫情发生之前相比增加了30%，因此，不
断有人询问在哪里可以学炼法轮功。◎（梁
耀）

瘟疫因何而来 明辨可避灾祸
目前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
瘟疫，因为它不断地变种、蔓延，
已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国家。瘟疫打乱了人们的生
活秩序，给人们带来了恐慌，甚至
无奈。就连信息被封闭最严的中国
大陆，不少人都在议论，这场瘟疫
恐怕再过三两年也难过去。瘟疫因
何而来？真的需要人们去思考，去
探寻，只有找出根源，并有正确的
作为，瘟疫才可过去。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世间
的一切事情皆有原因，无论天灾还
是人祸，都是因人而来。几十年前
的中国大陆，当人们家庭遭受不幸
时，很多老人都会痛悔和自责：不
知自己哪辈子害了人啦，才摊上这
样的事！即使现在也常听到有老人
说：自己哪辈子作了恶啦，这事才
落到自家头上！也有长者告诫后
代，要多行好啊，多做善事，别害
人，别做亏心事。
过去的有道明君每当国家发生
重大灾害时，都会罪责自己，检点
过失，向上天忏悔，痛心改正，得
到上天的怜悯，化解了灾难。历代
清官在辖区内出现大灾时，也是先
查找自己的错误，及时改正，诚心
求上天赐福，真心为百姓着想。这
些例子在我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比
比皆是。
笔者年幼的时候，每当下冰雹
时，常听老人们说，“隔一段打一
段，专打庄稼老头不行善”。冰雹
过后，去田间验证，果然如此。有
的两边的庄稼都被打了，可就这家
的没被打。有的四面的庄稼都没遭
冰雹，可就这家的被冰雹打坏。
过去人们常说，善有善报，恶
有恶报。这话一点不虚。
我的姑父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
军官，经历了九死一生。一次，姑
父和一个班的战士围在一起吃饭，
忽听到飞机的声音，他们还没有反
应过来，一枚炸弹正丢在中间，一
班战士全被炸死，唯剩他一人。一
次，姑父带一连人上了战场，回
来时只剩他们三个。又一次，姑
父带一连人上了战场，回来时只剩
他们十二个。四年战争，姑父在
战场上经历了一次次生死，没有成
为炮灰，终于生还家乡。姑父心地
善良，关心士兵。有两个四川的娃
娃兵，当时才十六、七岁，就被送
上朝鲜战场，姑父待他俩像亲兄弟
一样，无微不至地照管着。两个小
兵对姑父感恩戴德，朝战结束后，
非认姑父做干爸。人们都说姑父命

大，有神灵保佑。过鸭绿江时，姑
父特意买了个铜制的佛像带在身
上。也曾听姑母说过，姑父去朝鲜
四年没给家里来过一封信，姑父是
他父母唯一的儿子，家人非常担
心，天天烧香求神佛保佑。由于姑
父和全家人的善良、虔诚，上神传
话，告诉家人：姑父有四尊大神保
佑，不会出问题。
姑父、姑母膝下有三个儿子、
三个女儿，个个对他们尽心尽孝。
姑父活到九十岁高龄寿终，晚年时
还操心在村里建了两座庙，鼓励乡
亲们信神、敬神，多做善事。
纵观历史，无论个人或群体，
从帝王至庶民，一生所做所为，终
会得到善报或恶报。唐太宗李世民
一生悲悯百姓，遇有天灾人祸，总
是先要自责，宽恕他人，大赦天
下。贞观二年，京城长安一带大
旱，蝗虫四起。太宗观察庄稼，看
到蝗虫后，用手抓起几只，说：
人以谷物维持生命，你却吃它，是
侵害百姓。如百姓有过错，责任在
我一人，若你有灵，就不要坑害百
姓，来蚀食我心吧。言毕，即要把
蝗虫吞入肚中。随从大臣们连忙
进谏说：“恐成疾，不可。”太宗
说，我正希望把灾害移至我身，怕
什么疾病呢？即把蝗虫吞入腹中。
太宗之举震撼天地，此后，太宗时
蝗虫再也没有为患。太宗以圣德开
创了中华文明鼎盛的贞观之治，国
昌民富，江山太平，万邦来朝，为
之后的历代帝王做出了典范。
商纣王昏庸无道，骄奢淫逸，
杀人取乐，残害忠良，毁社稷宠妲
己，亵渎神灵，草菅人命，一尊遮
天，不纳忠言，喜听谗言，终在恶
报中扮演了历史上最可耻的亡国之
君，亦给后代君王留下了深刻教
训。
历史上所出现的一切重大灾难
和执政者的昏庸残暴都有关系，不
仅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不幸，同时也
是其政权的灭亡之兆。看看当今已
持续二年之久的瘟疫，不仅没有消
失的迹象，反而不断地变种、蔓
延，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拿中共
官方的话说防不胜防。这场瘟疫初
始在中国武汉爆发，国际上因此称
之为中共病毒。有一种说法，认
为这场瘟疫是中共故意施放的生物
战。不管什么原因，有一点可以肯
定，这场瘟疫是中共招来的。
前文谈到了冤有头，债有主，
究其根源，中共才是引发瘟疫的罪
魁祸首。如果人们能认清中共到底

是什么货色，就会明白它怎样招
来了瘟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中开篇写道：一个共产主义的
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所以越
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了共产党就是
名副其实的幽灵、魔鬼。魔鬼的本
性是与天地神佛作对的，是专门毁
人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一直喊
叫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文革
期间，中共大搞破四旧，消灭所谓
的牛鬼蛇神，砸庙宇，毁神像，平
坟灭祖，把中华五千年半神文化统
统说成封建迷信，一概消灭，宣扬
无神论，斗争哲学，让人们背叛祖
宗，崇拜马列，认贼作父，听其摆
布。中共制造了三年大饥荒、发动
了文革、反右、“六四”杀害学生
等多次运动，害死了八千万无辜的
中国人，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又杀害
了约四亿婴儿，其邪恶、残忍程度
登峰造极。更甚的是中共对法轮功
二十多年的血腥迫害，惨绝人寰，
令天地震怒。中共对不放弃信仰的
法轮功学员任意非法关押、劳教、
判刑、动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无数
人被致伤、致残、致疯，甚至被活
摘器官等等。
中共的魔鬼本性永远不会改
变，始终与神佛作对，近二年又极
力地迫害其他宗教人士，驱散各种
教会，关闭教堂和各种神庙，强迫
人们只信中共魔鬼，不许信神。今
天，中共死到临头了，还在不遗余
力地继续迫害法轮功，大面积骚
扰、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1月14
日，北京1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
法院非法判刑2至8年。这是2022年
北京冬奥会前夕江泽民的追随者继
续作恶的最新案例之一。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一种
古老的佛家修炼大法，要求学炼者
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行事，与
人为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处处
替别人着想；既能祛病健身，又能
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准，对社会有百
利而无一害。法轮功现在已传播到
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修炼者过
亿，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爱戴，
被誉为高德大法，人类的希望。正
因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才引起了
中共魔鬼的仇恨，编造出各种谎
言，并花钱雇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恶
搞“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裹
挟全国民众参与迫害。
为迫害法轮功，对抗真善忍，
中共和江泽民流氓集团，不惜一切
手段推动社会罪恶泛滥，其整个体
制内贪腐淫乱、祸国殃民、吸血成

性、坏事干绝，官如狼，警似匪。
中国大陆已是满社会黄赌毒、假恶
斗、色情、淫乱、坑蒙拐骗、尔虞
我诈。由于受中共教唆，大多人不
相信神佛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
为了私欲无恶不作，破坏生态、破
坏资源，水土、空气都被严重污
染，假货物、毒食物铺天盖地，几
乎是人人害人，人人受害。
中共无论干了多少坏事，多大
的坏事，它从来没向人民认过罪。
面对这场瘟疫，它一概采取无耻地
甩锅，心虚地隐报，极端地封城，
利用各种说辞欺骗民众，不仅不检
讨自己，反而为自己大言不惭地编
造功德，蒙蔽人民，尽显其毁灭
人类的魔鬼本性。中共七十多年
来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冤案、假案、
血案，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大
罪，血债累累；特别是疯狂迫害、
杀戮法轮功学员，已恶贯满盈。恶
贯满盈必遭上天惩罚，天灭中共即
上天所定。中共是万恶之源，所以
说瘟疫因它而起。中共不亡，瘟疫
不去。古今中外一些具有特异功能
的高人都预言到了，中共灭亡时会
有大瘟疫降临，会有非常多的人为
中共陪葬，届时人类要发生历史巨
变。
不管这场瘟疫在全世界怎么扫
荡，可它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共来
的，包括亲近、听从中共的人。在
中共灭亡之前，人类需要做出正确
的选择，方能進入未来，尤其中国
大陆人更要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
中华民族是炎黄后裔、神佛子民；
中共是马列鬼崽、魔鬼邪教。中国
人必须率先做出正确的选择，带领
全人类解体中共邪教，消灭中共
恶魔，才能让瘟疫尽快过去，还中
国、还世界以安宁。
中共在人间的体现，是由其
党、团和少先队组成的庞大体系，

没有了党团队员中共也就不存在
了。天灭中共，就是利用瘟疫把这
些党团队员消灭了，中共也就灭亡
了。然而上天慈悲于人，最后时刻
给人留下了逃生机会，退出曾加入
过的党团少先队（也称三退），脱
离中共魔鬼邪教，站在正义、善良
的一边，崇敬真善忍，崇敬神佛，
虔诚地求神佛保佑，即可躲过瘟
疫，進入未来。
如果人人都退出了中共组织，
中共也就灭了，瘟疫也就没了。当
然不可能人人退出中共的，那些受
中共欺骗，利欲熏心，死心塌地跟
随中共、死保中共的人会在瘟疫中
统统被淘汰。
解体中共已是摆在全人类面前
十万火急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人
民，更应顺应天意，全民奋起，齐
心协力消灭中共，让瘟疫早日离开
我们！

****

****

****

不用去中共组织那里去退党、
团、少先队，在海外大纪元的退党
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
队，才是被神认可的。超龄，不交
党费都不算退出。作为应急的办法
可以写在纸上如：我声明退出中共
的党、团、少先队。下面签上名
字，真名假名都行。加入过什么，
就写退出什么，然后张贴出去，
或者写在钱上花出去都可以。但是
最终需要将退党声明递达到退党网
站。
同时，请记住并常念“法轮大
法好 真善忍好”，神佛就认为你是
个好人，保你躲过大难，得到平安
福报。请父老乡亲一定慎重对待，
不花一分钱，就能保住家庭平安，
这是多么大的好事。
如能互相传看，必积更大功德
和福份！◎（卧龙门生）

引发三退大潮
引发

到2022年1月31日截止
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

390,832,697

动态网可透过国外信箱发邮件给 d_ip@dongtaiwang.com 来取得 , 动态网可透过 Skype 加入 dongtaiwang-ip.go 为好友来取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