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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

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

德水平。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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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  

您知道吗？

现年 79 岁的 Robert 曾是大连

某大型国企的地区销售经理，现与

家人移居澳洲墨尔本。 

2012 年初，他被医院确诊为

结肠癌晚期。此时 Robert 的心里

却感到很平静。“因为来到澳洲

后，我把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

通读了一遍，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有种脱胎换骨、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不住地埋怨自己，怎么我原来就

没早点看书呢？” 

原来，《转法轮》这本书在

Robert 的眼前摆了十多年，他都

没拿起来读过。1997 年，Robert

的太太开始修炼法轮功，“我亲眼

见证了老伴在修炼前后精神和身体

上的巨大变化。原来她有高血压，

还有严重的头痛，每天都要吃止疼

片，可炼法轮功后，她药不吃了，

头也不疼了，以前不吃止疼片肯定

不行。” 

在见证了大法创造的奇迹后，

Robert 非常支持太太炼功，即使

在 1999 年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

功后，Robert 依然支持太太修

炼。他自己也在 2004 年做了“三

退”（退出中共党、团、队）。 

“2011 年 11 月份，我终于接受老

伴的建议，认真地读了一遍《转法

轮》。”他说。 

2012 年 2 月份，Robert 被推

进了手术室，“在进手术室和麻醉

前，我心里都一直默默念着‘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九字真言，

直到什么都不知道了。六个小时的

手术结束后，我被推进病房，当时

我很清醒，护士就进来询问我有没

有疼痛的感觉，而我却感受不到丝

毫的疼痛。” 

为 以 防 万 一 ， 护 士 给 了

Robert 止痛药一类的药品，可第

二天查房时，护士很惊讶，止痛药

怎么一点没动啊？回想这一幕，

Robert 也笑着说：“不疼我吃什

么药啊？！” 

手 术 第 二 天 ， 医 生 便 让

Robert 下地活动；手术三天后他

就摘掉了身上所有的插管，“什么

导尿管、排瘀血管，全都摘掉，一

周后我就出院了。” 

医生查房便说 Robert 的精神

状态很好，“我可是一个吊瓶都没

打，我从出院一直到现在，十年过

去了，一粒药都没吃过。” 

出院后的例行检查，他们发现

我身体的指标啊、参数啊都很正

常。“当时我去医院检查时，医生

就惊叹，怎么我这个患者和别的患

者不一样。我就告诉医生，我不久

前开始炼了法轮功，还给他带去了

法轮功的简介。” 

通常来说，结肠癌这种病以及

手术的过程会对身体有较大伤害，

因此康复护理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

任务，但这个“普遍现象”却没有

发生在 Robert 身上。 

据统计，在中国，肠癌术后复

发转移率高达 50%，其中有超过九

成的复发转移发生在术后两、三

年。然而 11 年过去了，Robert 的

肠癌不但没有复发，而且一片药都

没吃过。现在 Robert 仍然有着半

头黑发，每周都去法轮功的真相摊

位义务向有缘人讲真相，而且每天

在乐呵呵地照顾着两个孙子。◇ 

 

【明慧网】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二零

二零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二零二零年，结直肠癌已

经升至全球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位，因结直肠癌全球死亡人数

达 93 万例！中国新发癌症病例约 457 万，最常见的是肺癌，结

直肠癌发病率跃居第二位，每年新发人数达 55 万。 

直肠癌仍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但很多人通过修炼

法轮功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迅速得到了康复。 

 
79 岁的 Robert 亲身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  



 

  2   2022年8月13日                                                                                            青岛版 

【明慧网】七月中旬，青岛市

法轮功学员黑燕被兴隆路派出所警

察破门而入绑架，她家中电脑等私

人物品被抄走。现在她被非法刑事

拘留。 

黑燕今年五十岁左右，家住青

岛市市南区。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

日，黑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为

人单纯善良，善待周边的人，是公

认的好人。 

二零二二年大约于七月十三日

至十五日，在四方附近，黑燕被兴

隆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撬门入

室，门锁被破坏，她的所有大法书

和师父法像都被警察抢走，还有电

脑和两台打印机也都被抢走。警察

留了一张通知书，说是（非法）刑

事拘留。 

善良的一家人被中共迫害 

黑燕曾经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

庭，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她是父母

的宝贝女儿。她为人善良孝顺，中

共迫害法轮功后，她丈夫迫于中共

的污蔑宣传和压力，和黑燕离婚，

黑燕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艰难地

生活。 

黑燕的哥哥未修炼法轮功，他

是青岛市市南区的一名优秀的警

察。因为母亲修炼大法，黑燕的哥

哥被青岛市公安指派的人设圈套，

栽赃陷害，使他失去工作。黑燕的

嫂子也是一名公务员，迫于邪党的

压力，被迫和黑燕的哥哥离婚；一

个原本幸福和睦令人羡慕的好家庭

遭中共迫害，就这样支离破碎。 

黑燕的哥哥失去了工作，希望通过

法律途径要回工作，但是所谓的法

律并没有帮助这个无辜的警察。失

去工作的黑燕的哥哥不但要经历别

人异样的眼光，也要承受着失去妻

子、孩子的悲痛。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黑燕

和母亲生溪兰、范姓、侯姓夫妇、

魏玉兰在一起学法时，被邻居恶意

举报，遭青岛市公安局警察非法抓

捕，被关押到青岛市云南路派出

所，被非法抄走大法书籍与真相资

料，抽屉里黑燕积攒给孩子的生活

费钱一千五百元也被抢走。家属去

要，一直未给。黑燕后被非法送往

大山看守所迫害。后来，在家属都

不知道的情况下，610 人员将黑燕

劫入王村劳教所继续迫害。 

黑燕的母亲生溪兰因为不放弃

修炼，多年来，一直遭遇邪党的迫

害，全家在惊恐不安中度日。最

终，因为不放弃信仰，生溪兰不堪

邪党人员多年的骚扰迫害而离世，

终年七十多岁。 

现在黑燕被非法抓捕后，家中

剩下她年迈的父亲和孩子相依为

命。黑燕的孩子本性善良，从小失

去父爱，如今母亲黑燕被绑架，可

怜的孩子又将承受本不敢承受的压

力和磨难。◇ 

 

青岛栗新田被非法判刑二年 

青岛法轮功学员栗新田，现年

56 岁。2021 年 4 月在上海被诬判

刑期 2 年 6 个月，现被非法关押在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 

青岛法轮功学员小樊遭绑架 

二零二二年六月下旬，青岛开

发区有人曾去找法轮功学员小樊

（女，五十岁左右，东北人） 小

樊家人说她被公安警察绑架十多天

了，你们不要再来找她了。从那时

起，再没人见到小樊了。 

青岛平度市张作梅被构陷到法院 

七月十八日，青岛平度南村镇

洪兰村法轮功学员张作梅，接到黄

岛区检察院人员电话，说案子已移

交到该院。八月一日，张作梅接到

黄岛区法院电话，叫张作梅于二日

去该院，并威胁说：“如果不来，

将取消取保候审。”第二天，张作

梅去了，法官说下周开庭。◇ 

  

 【明慧网】青岛市法轮功学员

薛玉春女士，日前被黄岛区法院非

法判刑三年。她曾在二十年前曾被

劳教所折磨致精神失常，如今她又

再次遭中共绑架迫害。 

薛玉春今年六十二岁，家住青

岛市黄岛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张宝

湾社区。二零二一年八月八日，一

心想救人的薛玉春，在长江路的多

元批发市场给民众讲真相时，被长

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 

近一年来，薛玉春音讯全无。

近日才传出她已被黄岛区法院非法

判刑三年。  

薛玉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

在青岛瑞康针织内衣厂做检验包装

的工作，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几年

后只好辞职回家。 

一九九九年春天，她开始修炼

法轮功，身体上的病症很快就不翼

而飞了，她又能出去工作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发

动迫害法轮功，从那时至今，薛玉

春至少被中共人员绑架十次、非法

拘留三次，骚扰不计其数。 

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腊月二

十六），她被劫持到山东省淄博市

王村镇的山东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

教两年。 

在王村劳教所里，薛玉春因不

放弃信仰，不写三书（保证书、悔

过书、揭批书），几次被关黑屋、

关禁闭室，遭到狱警和犯人各种手

段的折磨，包括：打骂，恐吓，侮

辱，长时间罚站，逼坐小凳——屁

股坐烂，流水流脓还继续被逼坐

着，有时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不

让上厕所，长时间不让洗澡，不让

洗漱，身上又脏又臭，犯人们往她

脸上、餐具上吐唾沫…… 

在劳教所长期折磨下，薛玉春

一度精神失常，于二零零三年五月

保外就医。走出劳教所时，四十岁

出头的她，头发全白了, 脚趾甲全

部萎缩变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