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git.io/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git.io/fgma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青 岛 版 | 第 3 6 6 期 
2 0 2 2 年 6 月 2 5 日 

我有一个表哥和表嫂都是虔诚

的基督徒。表哥如今已经八十多岁

了，表嫂也快八十岁了。 

2018 年我表哥经大医院诊断

确诊为“胃癌晚期”。表哥倒还能

想的开，用顽强的毅力硬撑着，而

表嫂却一直害怕失去老伴后孤苦凄

凉的晚年生活，并因此而患上了精

神抑郁症。就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

上投井自尽了！ 

我去参加表嫂的丧礼才得知：

表哥已因医药无效病入膏肓，饮食

难进，瘦的皮包骨了，但理智依然

清醒。尽管每天还在向他的主祈

祷，可面对如此严酷的境遇，已经

失去了信心，深感悲凉无望。 

我去看望表哥。我说，法轮功

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教人向善, 

使人健康，提升道德水准。我把自

己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脱

胎换骨的变化给他详详细细的讲述

了一遍。他认真的听，并表示对法

轮大法的认同和对我的祝福。我说

中共迫害佛法修炼人必遭天谴，天

理不容，天灭中共是天意，入过

党、团、队的人，就是中共的一

员，就跟着遭殃。退出保平安。他

同意退了。 

我告诉他诚心敬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得福

报。我把这九个字工工整整的写在

一张白纸上，他接过很认真的保存

起来，表示他

相信我的话，

会好好诵念。 

第二年正

月，我让我的

子女们去看望

这位表哥。孩

子 回 来 告 诉

我，表哥神奇

般的康复了，

冬天还能自己

到野外去拾柴

火呢！ 

他对我的

子女说：“自

从听了你爸的

话后，我就一

直不断的诵念那九个字。一天夜里

突然呕吐，吐出了两半盆子又腥又

臭的黑糊糊的东西。我估计自己可

能不行了。没想到吐完后反而觉的

身体轻松了，还美美的睡了一个好

觉！起床后觉的好饿好饿。从此就

能吃东西了，吃什么都香。你们看

我如今已经比从前胖多了。这法轮

大法真是太神奇了。” 

到今天，已经过去三年半了，

表哥这个被现代医学断定等死的耄

耋老人，只因能够分清正邪与善

恶、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并诚

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就获得了大法的救度，延续

了生命，健康的度着晚年。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

轮功真相，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

在这多灾多难的末世，明白真相，

分清善恶，从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

度，平安的躲过劫难，拥有光明的

未来。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 明 慧 网 】 无 数 事 实 证
实：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使陷
入危难中的众生得到大法的救
度，转危为安。这里讲的是一
位耄耋老人的真实故事。 

《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

著作，是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同族裔的法轮功修炼者日常必

读的经典书籍。他解开了亘古以

来人类不懈追求，却又百思不得

其解的宇宙、人生之迷，使全世

界逾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 

一九九六年（中共迫害法轮

功之前），《转法轮》多次被

《北京青年报》、《北京晚

报》、《北京日报》列入北京市

畅销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转法

轮》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列入该

国一百本最受读者欢迎的书，名

列第十四名，是最受欢迎的书籍

中唯一来自东方的关于佛法修炼

的书。 

如今，《转法轮》被翻译成

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公开

出版发行，是历史上被翻译成外

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您知道吗？ 

法轮大法（法轮功）是李洪

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舒缓的功法动作。 

法轮 大 法 要求 修 炼 者按

“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

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变得诚

实，善良，宽容，平和。 

一九九八年，北京、武汉、

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进行

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示法轮

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乔石与

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

行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中

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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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邹广清被警察绑架 
今年六月十九日青岛市召

开峰会，法轮功学员邹广清(48

岁)被青岛崂山区埠东派出所警

察非法抄家并强行绑架。 

为了开峰会，自二零二一

年底至二零二二年春开始，青

岛市警察就开始非法抓修炼真

善忍的大法修炼者，迫害最严

重的是青岛黄岛及胶州。◇ 

【明慧网】青岛胶州市 67 岁
的宋纪花曾经瘫在床 10 多年，修
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获得健康、恢复
正常。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她被
胶州市公安局张成山绑架至杜村派
出所。她因身体原因被非法取保候
审，目前被构陷到黄岛法院。据
悉，胶州政法委书记杨海刚签字同
意构陷。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日，胶州当

地四五十名法轮功修炼者被秘密绑

架，大多数前后不同时间以不同形

式回家，数人被非法关押、构陷。

法轮功学员于柏青二零二二年四月

十五日被青岛市黄岛法院枉判八年

重刑，并勒索罚金五万元。 

宋纪花，青岛胶州市里岔镇谭

家村人。下面是宋纪花子女陈述她

遭病痛折磨十五年、修炼法轮大法

两个月获得新生的经历： 

生活不能自理，遭病痛折磨十
五年 

我妈妈患病全村都无人不晓，

全村都知道她是有名的药罐子。她

说刚开始得病时候胃疼，头疼厉害

时要爆炸一样，浑身的骨头很痛。

1990 年生了我弟弟以后身体就非

常糟糕了，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血

液里感觉有虫子在跑，折磨得她左

侧腿没有知觉，右胳膊无法抬起

来，胃下垂、肺不好，胸闷喘得厉

害，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低血

压，妇科病，勉强能出门的时候，

刚走到街上就晕倒了，人们把她抬

到诊所，我那时候很小哭着跑去诊

所，以为我妈妈死掉了。 

我爸爸带着我妈妈到处求医看

病，去过胶州中心医院、中医院、

人民医院和潍坊医院、青岛山大医

院以及北京的医院医治，都不见

效。到村里找过各种神婆，去胶

南、诸城，平度、高密等地方，寻

找偏方，钱没少花依然不见效。青

岛山大医院大夫说我母亲患有多种

疑难杂症和罕见的风湿性心脏病，

不是绝症但是比绝症难治。 

我母亲瘫痪在床上不能动，全

靠我的姥姥照顾，那时我们姐弟三

个还小，农村交通不发达，姥姥为

了来照顾我们，来回 30 多里的路

经常步行走过来。  

病痛折磨了我妈妈 15 年，她

浑身的骨头疼起来持续好几个小

时，这种痛一天好几次，喊得力气

都没有了。我妈妈天天哭着，枕头

都是湿的，我父亲在外上班，我姥

爷身体也不好，姥姥也不能常在我

们家。那时我的弟弟才四五岁，就

在家守候着我妈，渴了用小勺给她

端点水喝，和他同年的孩子都在大

街上玩，他要看着生病的妈妈不敢

离开。我的大姐刚上初中，我才上

小学。我记得有一次下午放了学，

回家后弟弟跟我说渴了一下午没水

喝，我赶紧打水烧水，那时候太小

不会用农村那种烧水桶，滚烫的热

水泼在我右手上，当时就烫下一层

皮，我的哭声和我母亲无助的哭

喊，永远记在我心里。    

我妈妈生病这 15 年，因为治

病家里的经济条件很差，那时候很

便宜的方便面我们都吃不起，从不

敢路过小卖店。我妈妈痛得受不了

不想活了，想着厢屋里还有一瓶敌

敌畏，我妈说喝了就不用受罪了解

脱了，但是她去拿药的力气都没

有。我妈妈跟我说，她死也死不

了，活也活不下去，像个活死人。 

修炼法轮大法两个月获健康 

终于有一天，在村的大集上，

我看见有炼气功（法轮功）的，都

说炼功能去病健身，后来我把一个

法轮功修者带回家。他一看我妈瘫

痪病的这么厉害，他说不能练功就

说，你先看书吧，我妈说没上过学

不认字。几天后，他给送来了大法

的讲法录音带，我妈就躺着听。听

了两天，她说浑身的骨头疼起来跟

以前不一样了，一天疼个两三次，

疼过去以后不那么难受了、轻松一

些，到第三天她自己能坐起来了，

第四天不用搀扶就能自己拿东西

吃，不用我们喂了。  

不到一个星期，我妈妈就能扶

着墙下地了，慢慢的会走了，能站

起来了。不到两个月，跟正常人差

不多了。不仅不需要孩子照顾了，

还能做饭和下地干活。我们全家的

那个心情激动无法用语言形容，这

个大法太神奇太超常了，不用花钱

听听录音带就把我妈多年的疑难杂

症治好了，全家都很感恩，让我妈

妈好好学炼法轮功。半年的时间，

我妈妈能回姥姥家帮着割麦子。我

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走起路来

一身轻松，村里人包括经常给我妈

打针的医生都说，真是奇迹。 

法轮大法给了我妈妈第二次生

命，让她不再被病痛折磨，有了健

康身体，我家也过上了正常生活，

大法救了我妈妈也救了我们全家。 

请正义善良人士关注 

我妈妈自去年被绑架、非法取

保候审至今，身体健康状况一落千

丈，我在向黄岛检察院、警察，政

委书记递交了真相信以后，检察官

王丹仍然将冤案构陷到了法院。请

正义善良人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