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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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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一名鼻咽癌患

者，家住河北省的一个小山村里。

我今年六十多岁，家有五、六口

人，我是家中的主要劳力。 

二零一五年我刚得病的时候，

就象从耳孔灌水一样，耳朵什么也

听不见。因为不痛，我也没在意，

再加上农活忙，就耽搁了大半年。 

收秋后，家人带我去市人民医

院检查，结果是“鼻咽癌”，全家

人都瞒着我。我住进了市第一医院

肿瘤科。我一看是肿瘤科，心里也

就知道病情的轻重了。 

我住了一冬天医院，做了一冬

天 X 光放射手术化疗，花了十多万

元钱。积蓄花完了，又借了外债，

维持做完了放射化疗。烤电造成我

嘴里唾沫都没有，只能靠喝水。 

到了年底，主治大夫说：“你

先回家过年，年后再来做另一半手

术化疗。必须再来，否则前功尽

弃。”我带着沉重的没治好病的精

神压力，过了一个不快乐的年。 

刚过完年，医院打电话催我，

我也盼着把病治好，想早点回医院

去。可这十来万元钱对我来说是巨

款，那时我已经是外债累累，再去

借十来万块钱，怎么还啊？！ 

我已心灰意冷，放弃了治疗。

我只想让在外边当保姆打工的妻子

回来，给我做点好吃好喝的，好好

照顾照顾我，只想着不治等死了。

妻子听我的病情后就辞了工作。  

我曾听过大法弟子讲的真相。

有一天，我遇到大法弟子，他们听

说我患病了，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祛

病健身的神奇和诚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得福报的神奇事

例。我妻子听后，看到了希望，高

兴的对他们说：“就让他靠大法

了，我还要出去打工。”我也很认

同。因为家庭困难，需她去挣钱。 

几天后，大法弟子送了我一本

《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

要书籍），让我看。我先是漫不经

心的看了一些，看着，看着，我就

觉的这书说的太好了，都是让人做

好人，真是一部好书，真是拯救人

类、造福世人的天书。于是，我就

反复的读了又读《转法轮》。 

二十天后，女儿带我去医院复

查。医生说：“肿瘤剩不点儿了，

你不用化疗了。”我和家人真是喜

出望外，我仅看二十多天书，病就

剩不点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 

从此，我就反复看《转法

轮》，按照大法真、善、忍法理修

心，做个有良心、有道德的好人。 

三年后，我又去复查，结果是

肿瘤消失了。我一没吃药，二没打

针，更没去化疗，就看了大法书，

病就奇迹般的消失了。村里人和亲

戚朋友都看到我病好了，我告诉他

们，我是看大法书《转法轮》好

的，是我和家人坚信法轮大法好，

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希望世人

不要听信中共

的谎言，好好

了 解 大 法 真

相。危难之时

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试试

救命的九字真

言：“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 

好”，只要诚心，就会有神迹。 

◇文/中国大陆  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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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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盛淑莉

被平度市祝沟镇派出所伙同平度

“610”绑架到平度“洗脑班”迫

害了四十天。那时，她的女儿年仅

一岁半。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盛淑莉被旧店镇派出所劫持到平度

拘留所关押迫害，又被劫持到山东

淄博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四

五岁的女儿再次被迫与妈妈分离。 

■两次被非法判刑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盛

淑莉被旧店镇派出所四个恶警绑

架；八月一日，她被平度法院秘密

庭审、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盛

淑莉被祝沟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一

月二十三日被劫持到青岛即墨普东

看守所关押迫害。二零一九年六月

二十一日，祝沟派出所警察又绑架

了盛淑莉七十五岁的父亲盛松刚，

不久盛松刚被枉判三年。 

二零一九年盛淑莉被枉判三年

半。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盛淑

莉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盛

淑莉结束冤狱回家。 

■山东女子监狱的罪恶 

山东女子监狱非常邪恶。法轮

功学员一进监狱，就被关小黑屋。

恶警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她们睡

觉，不让洗漱，逼着她们吃饭，却

不让上厕所。精神上折磨，刺激，

辱骂，长时间罚站。学员互相之间

不敢说话。盛淑莉曾经被关小黑屋

二十多天，连续三四天不让睡觉。

为了逼盛淑莉写背叛师父、污蔑大

■家人遭受的巨大伤害 

迫害给盛淑莉家人带来了巨大

的伤害。盛淑莉已上大二的女儿说

因为妈妈多次被非法关押，自己从

小到大就象一个孤儿一样。 

盛淑莉最后一次被绑架时，她

的小孙子年仅一岁半。盛淑莉的儿

子是一位残疾人，提起被非法关押

的母亲，他难过地说：“俺妈在家

的时候，都是她看孩子、做饭洗

衣，包括我的饮食起居。如今我只

好把儿子送幼儿园了。按说应该至

少三岁才送，每月托幼费要四、五

百元。没办法，没人照顾孩子。很

快放暑假了，暑假这两个月只能在

家里（不知如何照顾）。暑假结束

后才能再送幼儿园。” 

盛淑莉被绑架后，家人的生活

完全被打乱。一位亲友说：“端午

节那天，盛淑莉上高中的女儿回家

了，我们去探望，看到锅台上只摆

着一大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拌茄

子，看了令人心酸。”◇ 

 

法的所谓“五书”，犹大李琴和刑

事犯汤玮玮两人使劲掰着盛淑莉的

手，几乎要折断了，盛淑莉疼得都

要晕过去了。坚定的学员被更长时

间的折磨。 

在山东女子监狱，狱警利用刑

事犯、杀人犯、卖淫的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其中吕迎春非常邪恶。

她做污蔑师父大法的课件，满嘴胡

言乱语，卖力的污蔑师父和大法，

逼着学员写污蔑师父大法的言辞，

每一句话都要污蔑，否则她就说不

合格。吕迎春当 101 监舍的监舍

长，表现的比恶警都坏。学员互相

之间不能说一句话，不能互相递东

西，不能对视。据说她曾经打学

员，断了胳膊，警察怕曝光，不让

她殴打了。 

泰安犹大李琴，五十四周岁，

属猴，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组长，

表现很邪恶。据悉，她丈夫也是法

轮功学员，被诬判十年，在男监

狱，很坚定。 

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逼

写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所谓“思想汇

报”，一开始被逼天天写，后来一

个星期写两次，再后来一个星期写

一次，逼着学员与师父和大法决

裂。 

沂水法轮功学员胡金慧，五十

多岁，被诬判九年。因为醒悟，拒

绝写谤师谤法的东西，二零二一年

秋冬时分被关小黑屋；二零二二年

二月前后，青岛胶州的李雪醒悟

了，不想再助纣为虐，恶警把她关

进小黑屋，直到二零二二年七月下

旬再没见着她们两人。 

被非法关押在 204 和 206 两个

监舍的学员都不曾妥协，恶警曾没

让她们出屋。还有的学员被诬判长

达十八年。 

【明慧网】今年五十四岁的盛淑莉女士，是青岛市平度市祝沟镇祝

沟村人。她曾患有严重的头痛，头痛发作时痛得眼睛都睁不开。二零零

四年她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很快也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 

盛淑莉以亲身的经历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却多次遭中共邪党绑

架、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一年；被非法判刑共计六年半。 

▲酷刑示意图：
用鞋刷捣抹布堵
法轮功学员嘴。 

▲酷刑示意图：
双腿强行一字劈
开。犯人强行将
法轮功学员的双
腿一字劈开。两
个塑料板凳不断
地向身后挪，同
时还用手狠命掐
法轮功学员的胳
膊，折磨的法轮
功 学 员 疼 痛 惨
叫。  
青岛平度法轮功学员李丽被冤判三

年半，非法关押在山东女子监狱

时，遭受了这些酷刑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