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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疫生命垂危  德国女子念九字真言康复

【明慧网】“（中共）病毒导

致我不可思议的虚弱。我从未经历

过这样摄氏四十一度的高烧，全家

数我咳嗽得最厉害。试着起身走动，

马上就会摔倒……真是可怕，我觉

得快要死了。”这是慕尼黑机场女

安检员希珂尔·瓦格纳，回忆自己

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中旬感染中共

病毒德尔塔（Delta）变种后的经历。

■ 一家三口感染变种病毒

希 珂 尔· 瓦 格 纳（Silke 

Wagner）和先生莱纳·瓦格纳

（Rainer Wagner）都在德国慕尼

黑机场担任安检工作，育有三个儿

子，住在兰斯胡特（Landshut）附

近。莱纳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多年了，

小儿子马赛（Marcel）两年前开始

阅读《转法轮》，有时也跟着父亲

炼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日，十八

岁的马赛在学校做核酸检测（PCR），

测出德尔塔变种病毒呈阳性，之后

瓦格纳夫妇也测出同样结果。

先生莱纳最先出现症状，马赛

症状稍轻，他们俩都在家躺了五天，

头疼发烧，喉咙痛。从第三天起，

莱纳起身炼功，没几天就恢复了正

常。马赛也很快好了。这期间，希

珂尔一直在照顾他们。

一周后，希珂尔自己倒下了。

“我躺在床上，无法起身，自

己完全不能行动。”希珂尔说自己

高烧摄氏四十一度，像个婴儿那么

无助，觉得快要死了。

■ 摒弃无神论 神迹显

“我该怎么办呢？”绝望中希

珂尔问道。莱纳让她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她照着

做了，不停地念。

等到希珂尔好了之后，先生告

诉她，她高烧迷糊时，嘴里还不停

地呢喃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我一直不断地念着，每天情

况都在好转。过程中，头脑中杂念

也不断被清除。”希珂尔说，“原

本我就是个想得很多的人，大脑总

在不停运转，思考安排着各种事务。

现在我能将这些放下了，只集中念

这两句话，思想也清净了很多。只

念着两句话，我能睡好觉了。”

多年来希珂尔一直是无神论

者，她出生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

德雷斯顿（Dresden）。一九八四

年她十一岁时，她与家人离开共产

东德来到西德的巴伐利亚。

环境改变了，然而共产主义的

洗脑宣传还在起作用。“我是无神

论者，但我能接受别人有信仰。我

先生修炼法轮功，他人很善良，修

炼后他变得更平静了。”

经历了一场过鬼门关似的体

验，希珂尔决定要修炼法轮功。

■ 读《转法轮》令内心安宁

当她能自己坐起来时，从先生

那里她得到了一本属于她的《转法

轮》，加上小儿子马赛，三个人开

始一起阅读《转法轮》。

“我们每天都读《转法轮》。

慢慢地我不咳嗽了，烧也退了，但

还感到虚弱，不能像从前那么奔

跑。”后来与先生一起炼了两次法

轮功功法后，希珂尔感到自己完全

正常了，“现在我又去机场上班了”。

希珂尔说：“读《转法轮》让

我内心平静，从我自己的经历中能

证实，书中说的都是真的。”

“我从未想过只是诚心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能让我好

得这么快。”希珂尔说，“我几天

内就退烧、不咳嗽了，也能起床，

每天都在好转。从中我感到了大法

的力量。我很愿意读《转法轮》。”

不久前，希珂尔和小儿子马赛

还一起制作了给大法师父的新年贺

卡，贺卡上写着：“感谢您看护着

我们，陪伴我们度过艰难的时刻。

感谢您无处不在的加持和保护。”◇

◄ 左 图： 希
珂 尔· 瓦 格
纳 和 丈 夫 莱
纳·瓦格纳；
中图：完全恢
复了健康的希
珂尔·瓦格纳；
右图：希珂尔
和小儿子马赛
一起写给师父
的贺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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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网球运动的阮维雄博士，

是个运动健将，可以连续打五场球

也不觉得累，这么一个身体灵活强

壮的人，竟在一夕之间成了几近残

废的人，必须长时间躺在床上，无

法行动。

■ 进行椎间盘激光治疗        
运动健将一夕成残

现居澳洲的阮维雄（Nguyen 

Duy Hung）博士，二零一零年初，

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他的身体一直很强壮，网球打

得特别好，能在网球场一待就三小

时，中途都不用离开球场休息，是

网球组里跑得最快、持续打球时间

最长的一位。

二零一零年的二月上旬，日子

过得特别忙碌，身为越南排名前五

名的著名高校法学系的系主任，他

一周内必须评阅完一千多份考卷，

为完成任务，只得日夜加班。

就在此时，从小到大不知道病

痛是什么的他，左腿竟常感觉非常

麻木和刺痛，阮维雄决定完成考卷

评阅工作后，去看医生检查一下。

阮维雄回忆说：“二零一零年

二月八日的下午，当我下班回家时，

顺便去了一间诊所，几个月前，我

姐姐才在这间诊所用激光治疗她的

椎间盘病痛。”

诊所的一位医生建议他做核磁

共振检查，检查报告很快就完成，

阮维雄自己没有马上阅读诊断报

告，而是交给这位医生阅读。没想

到，医生竟说：“如果不及早治疗，

可能会导致双腿瘫痪。”

医生的话，让阮维雄感到慌乱，

但问到治疗方法，医生却回覆得非

常简单，只要他接受激光治疗，只

需大约三十分钟，一个月内就可以

回网球场正常打球。

回想当时，阮维雄记忆犹新，

他说：“听到这话，我毫不犹豫就

同意了。第二天就回诊进行椎间盘

激光治疗，没想到，这三十分钟的

治疗，导致我的脊椎被激光烧伤，

接下来大部分时间都得躺在床上，

坐起来最多三十分钟就得躺下。”

后来阮维雄得知，当时情况根

本没有那位医生说的这么严重。但

事已至此，他只能自怨自艾，痛恨

医德的败坏，担心自己可能得瘫在

床上度过余生，内心痛苦到了极点。

■ 获珍贵礼物 峰回路转

就在悲苦愤懑之时，一位在海

外留学时认识的朋友来探视他，并

送给阮维雄一份珍贵的礼物，一本

《转法轮》。

阮维雄回忆：“朋友走后，我

躺在床上，从第一页的〈论语〉开

始阅读，逐字逐行，书中的内容让

我感到很震撼，读到了凌晨都不想

放下这本书，直到我的眼睛感到疲

倦，我不知不觉睡着了。”

当阮维雄醒来，发现胸前还放

著这本书，他继续阅读。读完后，

立即给朋友打电话向朋友道谢，他

说：“我告诉这位朋友，书中写的

都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

“我一生诚实，从不撒谎，我

总是善待他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觉得这本书就像是专门为我写的一

样。”阮维雄回想当时的震撼感受，

仍然历历在目。

“朋友问我要不要学炼五套功

法。我问：现在坐不起来，怎么炼

功？朋友说，等我想炼功的时候就

打电话给他，他会带我去公园和大

家一起炼功。”

阮维雄说：“第二次读完《转

法轮》后，我认识到，这是一本教

人修炼的书。当我仔细读完了第三

遍时，我突然发现，没有做任何辅

助治疗的情况下，身体已经不知不

觉中完全恢复了。我已经准备好修

炼法轮大法！于是就叫来了朋友，

让他领我去公园与大家一起炼功。”

■ 绝处逢生 满怀感恩

转眼间，阮维雄已经修炼将近

十二年了。

数年前阮维雄从越南移民澳

洲，现在他能和华人学员每天一起

读中文的《转法轮》，对他来说，

又是一个奇迹。每当回想起二零一

零年初发生的那一切，正值人生巅

峰却遭逢不测，还能幸运地因祸得

福，走入大法修炼的过程，他禁不

住就感动落泪。

编者：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

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

传出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

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

包括动作简单易学的五套功法。法

轮功是一门非常适合现代人在繁忙

的社会生活中修炼的法门。因为无

论何时何地修炼者都可以炼功学

法，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有时间

多炼，没时间少炼。而且在修炼者

没有炼功时，身体仍然自动演化功。

这样就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功力，

迅速达到身心健康。◇文 / 常乐

◄ 曾 经 的
网球好手阮
维雄博士，
一次激光治
疗导致卧床
不起，而后
幸运走入法
轮大法修炼
恢复健康。

法学博士瘫痪在床  一份珍贵的礼物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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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大连市八旬王玉和被秘密劫入省女子监狱

截至 2022 年 1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89 亿。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辽宁省大连市八十一岁

法轮功学员王玉和被秘密劫入辽宁

女子监狱迫害。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王

玉和老太太和女儿孙彩艳被大连市

中山区公安分局海军广场派出所和

春海派出所联合绑架、抄家。八月

十九日，王玉和被“取保候审”，

从姚家看守所回到家中。女儿孙彩

艳被大连沙河口区法院枉判三年三

个月，二零一五年六月三十日被劫

入辽宁女子监狱。

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王玉和

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法院枉判三年，

被迫流离失所。她女儿孙彩艳被劫

入女子监狱后，拒绝写放弃信仰的

所谓“五书”、不穿监服，遭到打

骂，因炼功被塞到床底下，后来又

被恶警队长戴背铐，就连晚上睡觉

都不给解铐。

二零一七年十月，被迫害得极

度虚弱的孙彩艳走出监狱回到家

中，之后通过学法炼功，身体恢复

正常。二零一八年，流离失所的王

玉和也回到家中。

从二零二零年四月下旬开始，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幸福派出

所以及南沙街道、后山社区等人员

多次电话、上门骚扰王玉和的女儿

孙彩艳和女婿郭琪。二零二一年六

月，年仅五十一岁的郭琪在被迫害

中离世，王玉和来到女儿家居住，

陪伴女儿。

当年枉判王玉和的大连沙河口

区法院法官李边疆已退休，法院刑

事庭庭长孙锡河接管，再次下达非

法收监令。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安分局黑石礁派

出所办案队柳钰（音）和另一杨姓

男警察闯到孙彩艳家，对王玉和实

施绑架、非法关押。孙彩艳找黑石

礁派出所办案队警察及沙河口区法

院刑事庭庭长孙锡河，要求放人，

他们都互相推诿。

因大连疫情，看守所不准家属

存衣物，孙彩艳为母亲存钱也只能

从手机存，存钱也不能花，外面任

何东西都进不了看守所。二零二二

年一月二日，孙彩艳再次从手机上

为母亲存钱时，发现余额为零，当

时存的钱也被退回。咨询律师被告

知：账户被封、准备发沈阳女子监

狱，每年年前发一批，如果还能查

到姓名说明人还没走，如没有姓名

了，就说明人已到沈阳女子监狱了。

近日获悉，王玉和老太已于二

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被秘密劫

入辽宁女子监狱迫害。◇

【明慧网二零】据明慧网曝

光，二零二一年一至十二月，已经

有六十八名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

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落马，有的

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

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

家人入狱。

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

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

政法系统从二零二一年二月底开始

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

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

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

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

二零二零年搞“倒查二十年”。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

始，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

迫害，至今已持续了二十二年。迫

害期间，有大批政法委官员积极追

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他们卖

力迫害法轮功，手中沾满鲜血。表

面上他们因为贪腐落马，但实际是

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

早前，明慧网二零一九年二月

九日发表《迫害法轮功　十九年间

逾两万人遭恶报》的报道，曝光中

共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实例，恶报

种类触目惊心。

从二零二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共计有六十八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政法委书记遭恶报。政法委书记遭

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

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

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

■ 政法委官员遭恶报案例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最高

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江

苏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

立科作出逮捕决定。二零二零年十

月二十四日消息称，中共江苏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

王立科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主动投

案自首。

王立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十五日生，曾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

长、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

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江苏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任职期间亲

自指挥参与了对辽宁、江苏法轮功

学员灭绝人性的迫害。至少九十九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三千多

人被绑架，数百人被非法判刑。◇

2021 年 68 名中共政法委书记遭恶报



明朝时，现在江苏省的江阴市

有一个叫张维彦的人，擅长写作，

在当地颇有名气。甲午年，他去参

加朝廷的考试，但没能通过。看到

考试成绩单后，他大骂那些给他评

分很低的考官，觉得他们不能识别

真正有才识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道士从旁边经

过，听到他的话。道士笑着说：“我

看你的文章一定很烂！”

张维彦怒道：“你笑我干吗？

你没读过我的文章，怎么知道我的

文章不好？”

道士回答说：“我听说写作的

关键是要心平气和，保持一颗平静

的心。但我听到你在咒骂考官，你

一定是个易怒的人。如果你是这样

的性格，你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

张维彦静静地想了一会儿，觉

得道士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他便

诚恳地向道士求助。

道士说：“你要写好文章是一

定的。但是，如果你注定要失败，

再好的作品也帮不了你。根本的解

决办法是改变你的态度。”

张维彦问：“我怎么才能改变

态度？”

道士说：“如果你能遵循天道，

多行善事，好事必随之而来。”

闻言，张维彦叹了口气：“我

只是个穷书生。我去哪里可以找到

足够的钱来做善事？”

道士说：“慈悲为怀，修德养

性，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对我们来

说，心中时刻怀有仁慈之心是非常

重要的。我们需要更加谦虚，随时

准备帮助他人，这样做的愿望必须

是纯洁和正直的。永远遵循天理，

为人真诚、慈悲、宽容。例如，一

个人不需要钱就能做到谦虚。你不

需要钱也能做到这一点。你要审视

自己，而不是咒骂考官。你对考官

的行为是需要改掉的缺点。”

这些话深深地震撼了张维彦的

内心，为此他虚心地向道人表示了

真诚的感谢。

从这天开始，张维彦变得很善

良，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修身养性，

成为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创办

学校，教导当地民众，避免他们做

错事；教导他们不管事情看起来多

么微不足道，都要做好事。他鼓励

人们善待彼此，由于他的无私，受

到高度的赞扬。

三年后，张维彦做了一个梦。

在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一本书，上

面有很多人的名字，但也有很多空

白。他问站在旁边的人这是什么意

思。那人说：“这是今年秋天将被

录取的名单。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出

现在这里，并且这人没有犯任何错

误，他的名字将被保留。空白处是

那些本可以接受但犯了错误的人。

在过去的三年里，你善待他人，所

以你的名字加上了。”

这一年的下半年，张维彦果然

通过了朝廷的考试，而他还是继续

无私地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善举。

上天会庇护善良的人，善良的

人自然会得到回报。无论你身在何

处，选择什么职业，身处什么样的

环境，都可以成为一个好人。真心

实意地做好事，不求回报，时刻保

持一颗善良、谦逊的心，德行自然

会发扬光大。有了这些，人就会有

一个光明的未来。

◇ 文 / 谢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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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彦虚心地向道人表示感谢。

2022 年新年伊始，辽宁的霍

先生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一个越洋

电话。在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和劝

说下，霍先生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队；同时感谢法轮功学员，也对自

己曾经对法轮功的不敬深表道歉。

霍先生表示，当年入队入团都

得是各班级学习成绩好的，他自己

就是第一批入队入团的，当时内心

还有种荣耀感。现在才知道，那是

入了魔道了，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恶

的流氓组织。

霍先生过去也是个小粉红，极

力为中共唱赞歌。但自己的一段亲

身经历，让他逐步认清了共产党的

本质，也教育了他。

霍先生投资了中国银行的一个

项目，却被挖坑下套骗走了钱。霍

先生到法院起诉，法院不听辩论、

不做记录；官司没打赢，反被看管

和监视起来。

他感谢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坚

持讲真话，坚持向民众讲清真相，

让人们认清中共的邪恶，劝“三退”

（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他说：

只有法轮功才是真正为别人好啊。

霍先生以前不了解法轮功真

相，听信中共的宣传谎言，对法轮

功很抵触。

明白真相的霍先生对自己曾经

的所作所思感到很愧疚，他向法轮

功学员诚心地道歉，说自己那时候

是被迷惑的。◇文 /章韵

大陆民众感谢法轮功让人觉醒  对自己曾经的不敬道歉

 文史漫谈  纠正错误会改变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