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我学法轮功二十多

年了，到当婆婆的时候，也当了婆

婆，自然也是奶奶了。媳妇是外地

人，刚进我家的时候身体很不好，

脸色苍白消瘦。结婚一年后没怀

孕，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不孕

症，回家后痛哭流泪。我尊重儿子

的选择，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

人，这是缘份。把她当亲生女一样

对待，安慰她、关心她，告诉她只

有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才有好

的未来。她当时满口答应退出了共

青团组织。接着，我也告诉她要经

常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灾难来时会逢凶化吉。 

自那时起，媳妇有空也会和我

一起读《转法轮》。只过了两个多

月，她感觉身体有变化，去医院检

查说是怀孕了，高兴得不得了。我

知道这是她做了三退（退出党团

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和我一起炼功得了福报。 

怀孕后她还要经常去做检查，

到了第六个月检查结果医生说不正

常了，生出来的会是个残废儿，对

社会和家庭都是负担和麻烦，建议

堕胎。这是当地妇幼保健所的检测

结果。 

我和媳妇说；“别听医生瞎

说。我那时怀孕后没有任何检查，

一直到医院生下孩子也没任何问

题。你看我儿子，我在医院生下他

后，他就再也没进过医院治什么病

了。”媳妇还是到市级医院去检

测，结果是一样的，她很难过。我

安慰她，叫她有空就诚心持续默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千万记住呀。后来我陪伴她到省级

医院去检测。 

过了两天我去儿子公司。公司

里有个同事阿姨见到我问：“大

姐，你媳妇去省医院检查结果怎么

样呀？”这一问觉得很突然，因为

媳妇没告诉我她检查结果，可她急

着说：“你怎么不知道这个结果

呢？你媳妇告诉我那个省医院检查

的结果是建议堕胎，因为要生出来

是个不健全的婴儿，还在我面前大

哭了一场。” 

傍晚，儿子和媳妇回到家。我

很热情地把做好的饭菜端到桌子上

一起吃饭。饭后，我当着儿子的面

对媳妇说；“不要太听医院的，虽

然几家的医院都是这样的结果，现

在的科学还是有很多不完善的。我

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们两家都是

很健康的，家传没有什么先天性的

毛病。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要诚心敬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

定会有好的结果。你就把医院的事

忘记，开开心心地坚持把孩子生下

来，用事实来否定医院的结果。”

儿子看到了自己父母在大法中的受

益，很支持我和老伴修炼法轮大

法，也对媳妇说：“你就把孩子生

下来，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媳妇

同意了。 

等到分娩的那一天，她住进了

医院妇产科。医生和她说小孩怎么

怎么不好要做剖腹产，还说做剖腹

产的好处。媳妇决定做顺产进了产

房。我和儿子在外面不停地默念

“法轮大法好”。过了一段时间，

就听到哇哇哭声，护士出来告诉我

们是个男孩，体重六斤三两，是个

胖嘟嘟的正常婴儿。 

那三家医院的产前检测结果怎

样解释呢？三家国家正规权威医院

不同时间段检测一致的结果都是错

检、误检吗？如果说国家医院检测

结果是正确的，那么眼前的事实说

明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改变了婴儿，是法轮大法救了这个

幼小的生命。 

现在他已经六岁了。（文／湖

北法轮功学员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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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诚念“法轮大法好”的奇迹 
湖北省随州市四名法轮功学

员遭绑架 
2022 年 1 月 12 日，湖北省随

州市四名法轮功学员陈阳秀、倪

英、吴五（小名）、杜群被抓。

家中已被抄，并给家人发了拘留

证，准备给她们办洗脑班。 

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郑双英
遭绑架 

2022 年 1 月 13 日，武汉市法

轮功学员郑双英在黄陂被警察绑

架，具体情况不详。 

湖北武汉市青山七星花园的
法轮功学员陶红学被绑架 

家住武汉市青山七星花园的

法轮功学员陶红学，一月七日下

午，在武昌区发放真相资料，傍

晚回家时，武昌区的警察已在他

家附近等着，当时就把小陶绑架

走了。第二天，本地（工人村）

派出所警察到她家非法抄家。一

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他的消息。 

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71 岁女法轮功学员被抄家、绑架 

2021 年 12 月 23 日，武汉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法轮功学员某建

（不知道姓氏），女，71 岁，可

能住花山或者花山附近（具体住

址不详），被武汉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花山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

绑架至花山派出所，为首作恶人

员为孙军和孙富利（两人或者为

国保人员），孙军和孙富利同天

亦非法抄花山法轮功学员张慧琼

的家。 

当天晚上，逼迫其签行政拘

留通知书后，因高龄让她家人接

走。 

后面听说也被国保及派出所

企图非法转刑事案件，因其住院

被构陷为“取保候审”后回家，

派出所警察扬言“后面法院判了

还要坐牢”，其它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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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湖北省荆州市法轮

功学员仇运凤女士传播法轮功真

相，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被湖北

省宜昌当阳市公安局草埠湖派出所

绑架；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当阳市法院下达非法判决书：

仇运凤被枉判三年，罚金一万元。 

仇运凤今年 63 岁，修炼法轮

大法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

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

迫害中，仇运凤多次被迫害。以下

是仇运凤被迫害的部份事实： 

二零零二年八月四日，仇运凤

进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在天安

门广场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北京朝阳

派出所，几个警察用电棍把她电得

浑身青紫，右手腕关节被扭的骨头

都凸了出来，之后又被劫持到北京

崇文看守所迫害。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仇运凤

在广东省深圳市龙华镇民治村发真

相光盘，被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

天被劫持到深圳市（九围）看守所

关押迫害一百四十一天，之后又劫

往广州三水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迫

害 三 十 天 ， 直 到 她 血 压 高 达

220mmHg 才被放出。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三日，仇运

凤去看望一位被洗脑班洗脑的法轮

功学员，被楼门口的监控摄像机录

像。当地“610”头目领着深圳市

沙嘴派出所的警察把她绑架到沙嘴

派出所。绑架的理由是他们费了好

大的劲才把那位学员“转化”，不

许她再把那位学员引回修炼。之后

仇运凤被劫往福田看守所关押迫害

了二百七十多天，直到血压高达两

百多，才被“取保候审”放出。 

二零一五年六月九日，仇运凤

在荆州市李埠镇发真相资料，被李

埠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往荆

州市荆州区西门看守所。由于她出

现严重高血压症状，六月十六日被

放回家。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晚上，

仇运凤与荆州市荆州区法轮功学员

王美卿、刘新安、邓永梅开着汽车

在马山（荆州与当阳、枝江交界

处）发放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

人构陷，被当阳市公安局草埠湖派

出所警察绑架。因中共病毒疫情，

四位学员被劫持到枝江市监管中心

进行所谓隔离十四天。四月二十八

日，仇运凤、邓咏梅、刘新安被劫

持到宜昌市第一看守所、王美卿被

劫持到当阳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仇运

凤、王美卿、刘新安、邓咏梅被当

阳市法院非法庭审。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当阳市法院下达非法判决书：仇运

凤被枉判三年，罚金一万元；王美

卿被枉判二年二个月，罚金六千

元；刘新安被枉判一年九个月，罚

金五千元；邓咏梅被枉判六个月，

罚金二千元。 

仇运凤现被非法监视居住；王

美卿、刘新安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

所；邓咏梅现已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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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市法轮功学员仇运凤被枉判三年 

巨大、索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违

反计划生育政策等。 

中共大张旗鼓地炒作顾兴胜

案，搞什么警示教育，无非是叫官

员们听话。但顾兴胜案另有一个真

正的警示意义中共却不敢提及——

即参与迫害法轮功。 

顾兴胜在蕲春县任职公安局长

期间，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学员。

对法轮功学员张宝莲、何兰娇、张

腊梅、孙健丹、操敏章、张英、胡

杰、韩善和、骆文静等人的迫害，

顾兴胜都难逃干系。 

善恶有报，千古不变；迫害佛

法，罪大无边。上面所有遭恶报的

麻城官员，个个都是迫害法轮佛法

的主犯，而且个个都凶狠狂妄。 

希望所有迫害过大法的人赶快

赎罪，等恶报来时就再没机会了。

◇ 

恐：下一个将是谁呢？ 

中共对这些落马官员的处置，

搞的动静最大的是顾兴胜。顾案于

二零二一年九月八日在武穴市法院

开庭审理。因顾兴胜在二零一二年

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九月曾任蕲春县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为了杀

一儆百，对其他官员起警示威慑作

用，中共在庭审现场有意安排麻城

市、蕲春县两地副县级以上领导及

各乡镇党政主职和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共 140 余人现场旁听案件审理

全过程。庭审后，参与旁听者还要

谈体会、写“观后感”。有人私下

调侃：顾兴胜的“排场”好大。 

媒体公布的顾兴胜的违法违纪

行为主要有：收受礼品礼金、隐瞒

不报个人房产、伙同胞兄入股企业

并获利、违规报销费用、违建私

房、放高利贷、非法占有公款数额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

日】近来，湖北麻城官场人心惶

惶，除了两个副市长顾兴胜、胡文

奇接连落马，麻城坊间还热传一个

爆炸性新闻：前麻城市委书记杨

遥，二零二一年六月刚升任湖北省

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因为牵涉麻城

副市长案，已经“主动投案”了。

虽然此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公布证

实，但当地百姓根据麻城官场的现

况，更倾向于相信这“遥遥领先的

预言”。 

因为这些年来，麻城官员出事

的实在太多了，仅市委市政府一级

的大人物就不少：市委书记死了四

位——汪澜涛、万桃元、张家国、

孙丽燕（市委副书记）；落马的有

市委书记邓新生、市人大主任、

“610”头子陈远亮、副市长徐圣

贤、胡直洪等。麻城官员们很惶

迫害法轮功 湖北麻城市的官场恶报连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