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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中国湖南来稿〗

我们市场来了一位买菜的法轮功朋

友，他来这里买菜差不多两年了。

这位朋友以前是位主治医师，因为

坚持信仰法轮功，被中共恶党不断

迫害，最后被迫失去了原来的工

作，现在在某医院打工，负责买菜

等服务工作。与他打交道多的商

贩，逐渐成为他的朋友。 

他每次与厨师一起买菜，厨师

抽烟、喝酒，还吃槟榔。这位法轮

功朋友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吃槟

榔。时间久了，了解了他的品行

后，我们每次都不需要给他敬烟或 

槟榔了。 

过年后，他第一次来买菜，很

客气地给我们拜年，按规矩，我们

给每位客人发一包烟。开始他坚持

不收，最后实在推辞不掉，他一转

手，给了与他一起来的厨师同事。 

第二，法轮功朋友买菜从来不

要质量不好的菜。他跟我们讲，医

院的病人本来身体有病，吃的菜必

须绝对的放心。医生对食品要求也

很严的，哪怕是价格高些，也必须

质量好的。因此，我们每次都把质

量过关的菜推荐给他们。 

第三，法轮功朋友为老板买菜

不需要我们开收据。开始我们觉得

很奇怪，不开票，他回去怎么报账

啊！到我们这里买菜的，有的一次

就要多开几百元钱的票，回去报销

呢！但法轮功朋友每次都如实地记

录。我们这里的金额，每次不但不

多记，还把我们这里给他优惠的几

元钱的“零头”都忠实地记录下

来，哪怕一元钱的便宜都不占。随

着时间长了，我们就真正明白老板

为什么这么信任他了。 

有一次啊，我算错了价格，少

收了他几百元钱，他发现后，立即

把少收的钱给了我。我当时说：

“谢谢你，现在生意清淡，赚钱相

当不容易，你太好了！”他立即

说：“是法轮功师父叫我们在哪里

都要做个好人！你要谢就谢法轮功

师父！”我马上说：“谢谢法轮功

师父！法轮大法好！” 

每到过年时，一年到头在我们

这里买菜的客户，我们都给他们一

些菜，带回去过年吃。唯独法轮功

朋友坚持按价付钱，我们坚持不

收，他临走时，把钱丢在我们摊位 

上，我们坚持打折，收了一部份。

可过年后，他从老家给我们带来了

他们家乡的特产小吃。 

我们都觉得，与“法轮功”这

样的朋友做生意、打交道，舒心、

踏实。他们诚实、厚道，即为工作

单位着想，也体谅我们。从他们身

上完全可以看出法轮大法一定是正

法！他告诉我们的真相我们相信。 

我家人有一次胆结石病发作，

疼痛难忍，正好碰到法轮功朋友来

进菜。他告诉我们诚心念“法轮大

法好”一定有效。果然，我们诚心

念诵“法轮大法好”后逐渐疼痛缓

解。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等内容的纸币，我们也爱

用。同时，这九字真言我们也牢记

在心。 

朋友，不知您在工作、生活中

是不是也象我一样幸运地碰上这样

的好朋友，如果幸运地碰上了，也

请您珍惜与他们的缘份。◇ 

 

中共为何 

  迫害法轮功？  
中国健身气功热首先在老干

部中掀起。1992 年法轮功传至

北京，很多中央高官、包括赵紫

阳夫人在内的高官家属，都在学

炼。法轮功令人身心健康，功效

神奇，迅速传遍全国。 

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与

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于 1998

年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得出结

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

一害。 

妒嫉心极强的江泽民对此大

为不悦。江泽民习惯用小人之心

猜测别人，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

多，是在和党“争夺群众”。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江泽民执意迫害法轮功，罗

干心领神会，唆使武汉电视台台

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

轮功创始人的电视片，此片在全

国滚动式播出，使无数人对法轮

佛法“真善忍”产生了误解甚至

仇恨。 

这场迫害的原因： 

1、江泽民的妒嫉。  

2、学法轮功“真善忍”的

人多，奉行“假恶斗”的共产党

害怕。 

你知道吗？ 
法轮功至今已弘 

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
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
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
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
案和信函超过 5400 项。“真、
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
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国
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蓝琼（遭恶报被查）、万红辉（遭

恶报被查）、陈燃（遭恶报被

查）、刘国和（遭恶报死亡）、肖

天树（遭恶报被带走并免职）。 

法轮大法已经被迫害了二十二

年，法轮功学员被虐待的酷刑有上

百种，这些罪恶招来了肆虐全球的

大瘟疫，导致上亿人染疫。在明慧

网上曝光的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人员只是一部份，还有更多的参与

迫害者没有被曝光出来。不过，那

些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至今不悔改又

没有被人知晓的，不要抱着侥幸心

理。要非常清楚地知道：淘汰共产

邪党分子的瘟疫是长有眼睛的，满

天都是眼睛，在密切看着每个人，

任何人的恶行都有详细的记载，时

间一到就遭清算，一个都逃不了。

到那时后悔就晚了。◇ 

周亨华（已遭恶报被判刑）、廖建

鸣（已遭恶报被判刑）、龚新民

（已遭恶报患肝癌死亡）、度志祥

（已遭恶报患乙肝病休）、邹誉

（已遭恶报多病缠身）、阮明贵

（已遭恶报多病缠身）、姚雄（已

遭恶报多病缠身）、陈先汉（已遭

恶报多病缠身）、王光坤（已遭恶

报多病缠身）、周斌（已遭恶报多

病缠身）、方昌喜（遭恶报死

亡）、但军民（遭恶报被查）； 

（2）政法委系统 13 人：侯旺

发（遭恶报被查）、陈迪坚（已遭

恶报获刑三年）、杜勇（已遭恶报

获刑五年半）、刘和平（遭恶报死

亡）、操文卿（遭恶报被查）、程

隽逸（遭恶报被查）、金官印（遭

恶报获刑七年）、李勤才（遭恶报

被查）、徐诗武（遭恶报被查）、

【明慧网】自古以来，恶有恶

报是天理。迫害法轮功的人遭恶报

是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人间的，或者

遭车祸，或者患疾病，或者被外

伤，或者被法律制裁下牢房，或者

遭自缢，或者遭他杀，或者累及家

人遭殃，或者被举报，等等，但不

管哪种方式，都会给自己和家人留

下痛苦和不幸。 

二零二一年知情的正义之士在

明慧网曝光湖北省咸宁市迫害法轮

功遭恶报的有： 

（1）六一零系统人员 18 人：

方保安（已遭恶报获刑五年）、吴

华金（已遭恶报获刑两年六个

月）、骆传勇（已遭恶报获刑三

年）、樊忠（已遭恶报患脑梗病

休）、黎时亮（已遭恶报获刑四

年）、刘明灯（已遭恶报被查）、

【明慧网】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湖北咸宁市仍有十多名法轮

功学员被非法关押，有的在监狱，

有的在看守所。初步统计如下： 

1、王会元，女，65 岁，通城

县法院退休法官。2017 年 8 月 30

日被绑架，2019 年王会元被崇阳

县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依法上诉被

非法驳回，目前仍在武汉市女子监

狱遭迫害。 

2、汪云霞，女，50 岁，通城

县塘湖居民。2017 年 8 月 30 日被

绑架。2018 年被崇阳县法院非法

判刑四年，依法上诉被非法驳回，

目前仍在武汉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3、陈爽，男，25 岁，咸宁温

泉人。2017 年 6 月 4 日被深圳市

龙岗区坂田派出所绑架。2018 年

七月被深圳市龙岗区法院非法判刑

七年，被勒索罚款一万元。目前仍

在广东省韶关监狱。 

4、张日华，男，77 岁，崇阳

县人。2019 年 8 月中旬被崇阳县

公安局绑架。2020 年，被法院非

法判刑三年。依法上诉被维持冤

判，目前仍然在湖北沙洋范家台监

狱遭受迫害。 

5、周国强，男，50 多岁，原

赤壁市工商银行职工。2018 年 12

月 26 日下午五点，在武汉洪山区

中北路姚家岭站东湖熙园物业管理

处被绑架。随后，周国强等被劫持

到余家头派出所，遭毒打和验血

型。2020 年 12 月 24 日下午两点

半，周国强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被武

昌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 年 1 月

25 日，周国强被非法判刑八年六

个月，勒索罚金三万元。依法上诉

被非法维持冤判。目前仍在湖北沙

洋范家台监狱遭受迫害。 

6、向德斌，男，50 多岁，原

咸宁市咸安区方向机厂职工。2017

年 6 月 22 日早上因被叛徒出卖被

绑架后被直接劫持到“湖北省法制

教育所”洗脑班迫害。同年 8 月

29 日，被转入咸宁市咸安区看守

所非法关押。2018 年 12 月 27 日

上午被咸安区法院非法庭审，但没

有结果。向德斌仍然一直被非法关

押在咸安区看守所四年多。2021

年 1 月被咸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七

年，处罚金一万元，依法上诉被非

法维持冤判，被秘密劫持到沙洋范

家台监狱。 

7、刘海泉，男，40 多岁，温

泉居民。2021 年 4 月 13 日，因为

一个电话就被绑架。刘海泉被异地

非法关押在嘉鱼县看守所。2021

年 12 月下旬，刘海泉被当地警察

从嘉鱼县看守所，拉到通城县法院

非法审判，由于证据不足，没结

果。现在刘海泉被非法关押在通城

县看守所。 

还有法轮功学员洪海华、何国

熬、汪信清、黄秋珍、张为卿、刘

社红、赵秀娟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遭

迫害，不能在过年时与家人团聚。 

人在做，天在看，人做天看留

有详细的账本，一旦时间到了，就

算总账。善恶有报是天理。真心期

望所有的世人明白法轮大法真相，

善待大法弟子，拥有美好未来。◇ 

咸宁市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迫害法轮功，二零二一年咸宁市遭恶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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