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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让我与医院绝缘了 

【明慧网】我是 1999 年 7 月

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的。我是一名注册税务

师、注册会计师，在一个区级税务

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 

我三十多岁就得了高血压、胆

囊炎、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

椎二、三、五节增生、腰椎间盘突

出等疾病。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

会因心脏难受被憋醒，只要是醒

着，心脏总是不舒服，速效救心丸

随身带着。在 2006 年，我再次晕

倒被送去急诊。大夫用手电照着我

的眼睛，说：“散瞳了！”眼球也

不会转动了。这次濒死经历着实把

我吓坏了，我还年轻不想死啊！ 

我决定试试妻子一再向我推荐

的法轮功吧。没想到，只是四套舒

缓的动功动作竟然就让我大汗淋

漓，学炼后，头也不再是晕晕的

了，心脏也不难受了，血压也恢复

到 80～120 毫米汞柱！我高兴极

了！法轮功让我彻底心服了！ 

之前我的医保卡里的钱每年都

不够看病用，修炼后我就再没使用

过医保卡了。自己与医院绝缘了。 

大法让我大小便宜不沾 

在税务局工作时遇到年啊节

的，收钱、收卡、收东西，都不用

背着别人；我修车从不花钱，甚至

就连十多元一瓶的玻璃水都让企业

给送过来；和别人碰车了，找保险

公司嫌麻烦，直接送到修车厂免费 

修。 我觉得都这样，挺正常。 

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按大法的

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

了《转法轮》中

讲 述 的 “ 失 与

得”的关系与道

理，我不再收企

业的钱、卡了，

以前收的尽量退

回。大小便宜都

不能占。   

一次，我找

到一个给电厂供

货的老板，退回

当年因“关照”

他而收了他的一万元钱。老板嘴上

说：“那不算啥，应该的。”但表

情中带着警惕和诧异，我真诚地解

释说：“我现在信真善忍法轮大法

了，这钱不该收，得退给你。”老

板一下子释然了，说：“这么说法

轮功是真好啊，是真好啊！” 

我曾经通过同事收了一家企业

送的钱。修炼后我让他帮忙把钱退

回给那家企业了。 

这样的钱我退回了好几万。 

单位食堂每周都会做点心或其

它面食发给职工，管理食堂的干部

每次都优先把点心放到领导班子每

个人的车里，从不收钱。但我一定

如数付款。单位给领导配发的笔记

本电脑，虽然说是单位的固定资

产，但不论是领导调转或是退休，

都留下自己用了，已成惯例。我退

休时，主动把电脑还给了单位。 

在很多时候我不收钱、物。人

家都摸不准是咋回事，还以为嫌少

呢。我索性直接告诉对方：我是修

炼法轮功的。这样拒收就不难了。 

被下属谩骂之后 

一次因工作调整，一位桀骜不

驯、官宦之家出身的副科长觉得动

了她的利益，竟然在电话中对我破

口大骂，态度极其嚣张，我没有动

气、动心。后来她自己忐忑不安地

找到我向我道歉。我平和地和她谈

了局里如此安排的原因，对于她的

不冷静我表示不会往心里去的，她

不相信。我坦诚说修炼法轮功的，

她心里踏实了，说她的舅妈就是炼

法轮功的，以前她舅妈谁都不敢

惹，现在变得可好了，把她年事已

高的姥爷伺候的干干净净的。她和

她的全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之

后，她非常敬重地买了一件衬衫送

我，我不好再驳她的面子，就回赠

给她家孩子相同价值的物品。 

我的行为，让同事和好多人

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有一位同事的

母亲还走入法轮功修炼了。 

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找到了

生命的意义和幸福！◇ 

文/大陆大法弟子 

他是一名税务局副局长，在
当今社会大环境下，随波逐流，正
常的接受送来的钱、卡、物品等，
然而一场大病让他人生大转变，开
始拒受财物，下面是他讲的故事。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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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 项。“真、善、忍”的信
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
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 
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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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青岛市崂山区法轮

功学员刘臣金、施月英夫妇被非法

判刑，刘臣金被诬判七年，施月英

四年半。不法人员强行把施月英从

家中抬到医院体检，企图收押迫

害。 

刘臣金、施月英，七十岁左

右，家住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二

零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被崂山区公

安局警察绑架，施月英因身体原因

第二天回家，被监视居住。 

刘臣金一直被非法关押至今。

期间，他分别被非法拘禁于崂山区

某处数日及城阳看守所，二零二一

年七月底转青岛第一看守所（即墨

市普东镇）继续非法关押。 

十月八日，家属接到电话，说

“案件”已到检察院，要求施月英

于十月十一日到检察院接受调查。

当时刘臣金高血压达 190 多，且两

腿麻木。 

近悉，刘臣金被青岛市市北区

法院诬判七年，施月英被诬判四年

半，他们已提出上诉，但至今杳无

音信。刘臣金、施月英夫妇被非法

庭审的情况也待查。 

◇ 

 

【明慧网】青岛市黄岛区（原

胶南市）法轮功学员毕吉利夫妇，

为避免遭当地警察绑架，于六月七

日被迫离家，流浪在外。 

五月三十日上午十点三十分，

五十六岁的毕吉利象往常一样去看

望身体不佳的哥哥毕吉泉，毕吉泉

也是法轮功学员。毕吉利到哥哥家

才几分钟，突然闯入六个人，全部

穿便衣。毕吉利开始以为是哥哥的

同事，还向他们打招呼。后来得知

其中两人是警察，其他四人是隐珠

派出所的。 

警察逼迫毕吉泉签字，毕吉泉

不签，向他们讲法律。他们根本不

听，接着就上楼抄家。这时毕吉泉

突然倒地，昏迷抽搐，可能是毕吉

泉的陪护打了 120，120 救护车到

后，几个警察跟着 120 救护车去医

院监视，并命令毕吉利也必须上

车。剩下的警察继续非法抄家。 

到了中医院后，医生让毕吉利

去付款，他趁机走脱了。 

哥哥毕吉泉于当天夜间十二点

半也回了家。之后一直遭警察监

视、骚扰、逼迫签字等等。毕吉泉

被警察持续折腾，又得了尿毒症，

现已住进医院。 

六月七日下午四点半多，弟弟

毕吉利发现黄岛区公安局国保大队

一行人企图到他家绑架他们（因他

们夫妻都修炼），无奈之下，与妻

子二人被迫离家，流离在外。◇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山东省监狱十一监区（迫害法轮功

学员的专管监区）开始奴役劳动。

当时十一监区的教导员张伟（济南

市莱芜区人）指使刑事犯人强迫法

轮功学员加长时间、加长劳动量做

奴役劳动。早晨提前一个小时，五

点起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班到

七、八点钟，甚至九点。并且干活

量层层加码，从开始每天干四百

个、六百个的量，加至八百个、一

千个，后来加到一千六。十几名法

轮功学员在劳动现场反迫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开始，警察

组织犯人对法轮功学员一个一个地

进行劳动迫害。一天上午，他们强

制把济南法轮功学员刘如平带到二

楼会议室劳动现场逼迫劳动，刘如

平善意平和的表示不配合劳动时，

犯人任强（济南市历城区人，贪污

受贿罪）破口大骂威胁恐吓，犯人

宋伟光（贩毒罪）也威胁训斥一

通，下午就开始对刘如平办严管

班，由犯人孙平（威海市人，间谍

罪）放攻击法轮功的谎言强行灌输

洗脑，一直严管办班四十多天。 

郑旭飞抵制劳动迫害被长时间

罚站，有时站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犯人徐超、刘怀亮用脚使劲碾压他

的脚趾头，致使脚趾头肿的发黑。 

青岛公丕启等十多名拒绝干奴

工活的法轮功学员，被迫看污蔑法

轮功的片子。公丕启因血压高，想

靠墙倚一下，包夹头目李峰（盗窃

石油犯，无期徒刑）看到后，就叫

嚷说：“怎么的？不舒服？别装，

死不了！” 他经常对别的犯人

说：“公丕启，他就是装，死不

了，死了正好。”对公丕启是极其

邪恶的谩骂、刁难。（注：公丕
启，家住青岛崂山区燕岭路丽海花
园小区，2018 年 7 月 20 日被青岛
市北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2021
年 4 月 12 日晚在山东省监狱被迫
害致死，时年 66 岁，遗体头部有
伤，耳朵有血流出，头部肿胀并且
湿漉漉。公丕启是一名上校、正团
职军官，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
炮师副参谋长。）◇ 

 

▲酷刑示意图：捆绑， 山东省监狱
用这种酷刑迫害青岛一法轮功学员
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医院抢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