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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电视在节目中播放法轮大法的美好

瑞士议员向法轮功创始人和学员恭贺新年

圣诞新年来临之际，墨西哥主

要公共电视频道——Mexiquense 

TV（墨西哥电视）邀请法轮功学员，

在其圣诞健康与福祉特别节目中介

绍法轮大法的美好。节目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和 2022 年 1 月播放。

《Dare for you》是一个关于

健康生活、保健和打坐等话题的节

目。法轮功学员詹妮弗 • 加西亚

（Jeniffer García）在接受采访

时谈到，法轮大法是一门古老的修

炼方法，可让人身心升华。采访结

束后十七位法轮功学员演示法轮功

功法动作，向电视观众和电视台制

作人员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

Mexiquense TV 是墨西哥的主

要公共电视频道，是一个拥有两个

电视台和二十九个附属电台、电视

台的网络平台，信号覆盖整个墨西

哥，延展至美国、加拿大南部、中

美洲和大部份的南美洲地区。

詹妮弗介绍说：“真、善、忍

是法轮大法所教导的基本原则。在

日常生活中，如在工作中，在与家

人和任何人的相处中，我们都会以

他为指导，处事待人。”

“而且我们每天都会炼功，让

身体干净、纯洁，充满活力和能量

地去面对任何事情……”詹妮弗补

充说，“在遇到问题时，大法的修

炼原则会在脑中浮现，例如‘忍’，

这个原则很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

地面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挑战。”

节目主持人利贾 • 雷耶斯也跟

着法轮功学员尝试学炼功法动作。

她对学员说：“非常感谢你们为我

们演示功法动作。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这些动作非常舒缓，任何人都

可以自己在家跟随炼功音乐去炼。”

此次电视节目也通过网络平台

同时播出。节目播放后，电视台工

作人员与附近城市赶来的学员们进

行了交谈，表达感谢。

电视制作经理玛丽卡门 • 巴斯

克斯（Maricarmen Vazquez）特别

发信息感谢法轮功学员。她说：“感

谢您分享如此美好的话题。神保佑

您！您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

值此新年到来之际，瑞士弗里

堡州大议会议员俞伯特 • 达夫隆

（Hubert Dafflon）（图左）、日

内瓦州大议会议员丹尼埃尔 •索尔

玛尼（Daniel Sormanni）（图中）

及日内瓦市议会议员吕克 •巴赫塔

萨（Luc Barthassat）（图右）通

过视频向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

员表达了美好新年祝愿。

他们感谢法轮功创始人向世界

传递真、善、忍的价值观，希望真、

善、忍普世价值能成为世界规范。

俞伯特 • 达夫隆说：“值此年

底节日之前，我愿向法轮功（修炼

人）和创始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是他向我们传递了真善忍价值观。

这些是崇高的、重要的，给我们的

世界带来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个人来年的愿望是：中国所有法

轮功学员都能获得自由，尤其是让

这些普世价值成为我们世界的规

范。这些价值充满了希望。谢谢！”

吕克 • 巴赫塔萨说：“所有法

轮功修炼者，祝你们新年好！特别

祝愿你们身体健康，拥有言论自由

和行动自由，去捍卫法轮功的价值

观──真、善、忍。谢谢你们！”◇

◄ 左图：电视节目中，
主持人（右）采访法
轮功学员詹妮弗·加
西 亚（ 左）； 右 图：
采访结束后，学员展
示法轮功第三套功法，
让观众们感受到功法

“缓、慢、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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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修炼前，学生家长送礼，

我都是心安理得地收下。送礼之风

到今天愈演愈烈，有的人看到家长

送的礼少还不高兴呢！有的老师在

众人面前就说：“我的衣服都是家

长送的。”以此为荣。如果不走入

修炼，我也会随波逐流的，是很难

把握自己的。

我是 1997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的，修炼后身心受益，真有脱胎换

骨的变化，相见恨晚。二十多年来，

我经历过风和日丽的平和愉快的修

炼岁月，也走过狂风暴雨的恐怖日

子，经历了很多很多。今天我只说

说工作中不收礼的几件小事。虽然

是小事，却也只有走入法轮大法修

炼后我才是发自内心地这样做的。

我们是寄宿学校，家长都希望

老师能多照顾自己的孩子。那年我

带一个班，有个家长来看孩子。这

位家长是从山里来的，带着自己家

养的白条鸡和自己采的蘑菇来见

我，我坚持不收，他放下就跑。没

有办法，我就把东西折合大约的钱

数，给了他家的孩子。

有一个家长，他家孩子很有表

演才华，我也有意培养她。孩子在

班里学习很开心，家长也高兴。他

们家离学校很远。那年冬天到了，

他们自己家过年杀猪，家长就带来

了一块猪肉送我，家长还要去其它

地方办事，我不收，但也不好退回

去。后来就回赠给孩子一份相当的

礼物，孩子很高兴。

还有个家长，送孩子来上学，

千里迢迢，从大兴安岭带来木耳，

我和家长说：“你们很不容易，你

放心，我会一视同仁的，把礼物带

回去吧。”

我带这个班时，班里还有个女

孩，对学习不感兴趣，有点散漫，

喜欢打扮，不愿意和老师沟通，在

初中时她就是个“问题生”。她妈

妈很操心，也很无奈，就把她送到

我们这个寄宿学校。了解她的这个

情况，我就很关注她，经常和她沟

通，给她讲做人之道以及古人一些

勤奋、孝敬的小故事。

逐渐地她愿意和我说说她的想

法，也想好好学习了。老师一般都

喜欢学习好的、懂事的孩子。我在

修炼法轮功以前也是这种心态。修

炼以后，我要求自己对孩子要有爱

心、耐心、恒心，对孩子一视同仁，

不歧视有问题的孩子，希望他们都

能快乐成长，成为一个真诚、善良、

宽容、大度的好孩子。

女孩妈妈知道我从来也没有想

放弃她家的孩子，对孩子一直很有

耐心，也没有因为孩子身上的毛病

多而另眼相看，就在元旦之时带着

礼物来感谢我。我向她表明态度：

我对孩子一视同仁，不管孩子原来

是什么样，我都不会放弃。让她把

礼物拿回去。她假说要去卫生间后

就走了。后来我去婆婆家时，特意

买了当地的土特产品送给这位家

长。她说，她孩子在上初中时她都

给老师送礼物的，从来也没看到象

我这样不收礼，反而回赠给她礼物

的老师，挺感慨的。我给她讲了法

轮功，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

炼准则，让人成为真诚、善良、宽

容、大度之人，修炼之后使人道德

提升、品质高尚。女孩妈妈听了，

非常认同。

二十几年来，无论是学生家长

还是有业务往来的商家客户，当他

们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后，都会感慨

地说：“谢谢，只有法轮功才能这

样做！”◇文 /清新

我这个老师 不 收 礼
一天下班刚到家，电话铃响了，是瑞瑞的姥姥

打来的。老人说：“我今天是要和你说感谢的！从
瑞瑞决定要到你们学校去上学，我就天天麻烦你，
我年龄大了，总忘事，问完了回头又忘了，就又问
你，你总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告诉我。”我说：“大
姨，您别客气，需要我帮忙的您就尽管说。”

老人接着说：“瑞瑞的妈妈不在家，出国了，
我帮她照顾孩子，孩子选择学校，我既要征求孩子
的意见还要和女儿商量，学校的要求啊、收费啊我
都得和女儿汇报，多亏遇到你，有事就麻烦你，昨
天我给你打完电话，我一看表，都快一个小时了，
你也不烦我，为了感谢你，我给你交了点电话费。”
我赶紧说：“大姨，我不能要，您可不要这样。”
在我的坚持下，大姨把她的名字告诉了我，我就把
她给我交的电话费又返回去给她交了电话费。

这是我在暑假期间借调到招生办遇到的一件小
事。这样的事例在我修炼法轮功以后有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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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非法剥夺养老金  耄耋老人悲苦离世

截至 2022 年 1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89 亿。

■ 81 岁张成花为讨回养老金  
身心疲惫离世

张成花是牡丹江农垦管理局

8511 农场粮油公司退休工人，从

2020 年 9 月份开始，农场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局非法扣回她在一年冤

狱期间领取的养老金，还扣发了每

年 5% 的浮动工资。她为讨回公道

四处奔走，无果。

张成花曾因患一身病失去了劳

动能力，1999 年 7 月修炼法轮功

后所有疾病不治而愈。中共迫害法

轮功后，她坚守信仰，告诉人们真

相，屡遭迫害。

2000 年 12 月份，她因发送法

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关进

了看守所。

2001 年初，被送进哈尔滨万

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2017 年 5 月 11 日上午，她被

密山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玉海颖绑

架到派出所。

2018 年 3 月 27 日上午 8 时，

她被几个从黑轿车下来的人绑架到

鸡西看守所。

当天下午 4 点，她家人接到看

守所的电话，得知她已被非法判刑

一年、罚款一万元，非法庭审只进

行了 10 分钟。

她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关

押迫害，养老金也被扣发。

多年来，张成花承受着巨大的

精神压力，为了要回养老金，她身

心疲惫地奔走于各个相关部门。她

没有要回养老金，最终自己倒下

了……

■ 在精神和经济巨大压力下   
81 岁吴瑞亭离世

吴瑞亭生前在营口市机械局工

作，是纪委干部，在局里是大家公

认的好人。1995 年他和老伴儿朱

瑞敏一起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两

人都无病一身轻。

2014 年 10 月 11 日，吴瑞亭

和老伴在街上向人们发放法轮功真

相资料被特务跟踪，之后被绑架抄

家。2015 年被营口市西市区法院

非法判刑各 4 年。2016 年 1 月 12

日，妻子朱瑞敏被绑架到沈阳大北

监狱老残区。吴瑞亭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被迫流离失所，遭当局非

法通缉。2020 年 1 月 11 日，朱瑞

敏出冤狱，她 4年的退休金二十多

万元被扣发。2021 年，吴瑞亭的

退休金也被停发。在精神和经济的

双重压力下，吴瑞亭几近崩溃。近

一年来，他生活上几乎不能自理，

于 2021 年 8 月 29 日晚含冤离世。

■ 张淑香被扣发养老金        
含冤离世

2017 年 6 月 21 日上午，张淑

香外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

架；同年 11 月 26 日，被平谷区法

院冤判 3年、罚款 6,000 元。张淑

香被北京女子监狱迫害得奄奄一

息，于 2019 年 4 月 3 日被 120 急

救车送回家。此后她卧床不起，仍

屡遭当地司法所和派出所骚扰，其

养老金被扣发。家人迫于压力反对

她修炼。2021 年 3 月 30 日，73 岁

的张淑香含冤离世。

■ 律师：                                
停发养老金是非法的

中共自 1999 年对法轮功学员

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

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特别是

近年来通过停发养老金加重迫害老

年修炼者。

原北京律师、原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硕士赖建平表示：“养老金是

一个人在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后得

到的养老待遇，这是一种基本的养

老保障，基本的契约关系，经济上

的基本人权，是不可以被剥夺的。”

中国公民的养老金是属个人的

合法财产，是《宪法》、《劳动法》、

《社会保障》、《行政处罚法》、

《社会保险法》、《社保基金法》、

《立法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等众多法律等同规定予以保障的，

停发法轮功学员的养老金是对信仰

真、善、忍的善良人的迫害行为，

将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置于生

活极其困难的境地，甚至因此含冤

离世，完全违背了人伦道德。

人社部或者任何参与剥夺养老

金的机关，都属于超越职权的行

为，因为中国没有一个部门有权力

剥夺公民养老金——个人的合法财

产。查遍所有的法律法规，均没有

对服刑人员要停发、退还养老金的

规定，因为服刑人员没有被剥夺作

为公民的权利，理当享有国家公民

的一切待遇。而且对法轮功学员的

判刑本身就是非法的，更加不应该

根据非法判刑的前提剥夺公民合法

的收入。◇

黑龙江密山市 81 岁的张成花为讨回被非法剥夺的养老金奔波，身心疲惫，于 2021 年 10 月上旬含冤离世。
辽宁省营口市 81 岁吴瑞亭老人曾遭冤判 4 年，被迫流离失所，被扣发退休金，于 2021 年 8 月 29 日晚含冤离世。
北京市平谷区 73 岁的张淑香，被北京女子监狱迫害得奄奄一息，回家后卧床不起，养老金被停发，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离世。以上是明慧网近期报道的三宗案例。三位老人生前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或遭受
冤狱折磨，或被迫流离失所，养老金被停发，在身心承受巨大的压力下悲苦离世。



去年 4 月份的一天，我在路边

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举报，过

了一会儿警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两

个警察，他们问我：“你是学法轮

功的吗？”我说：“是，我告诉村

民，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瘟疫来

时命能保’，让他们都平平安安度

过大难。”

警察说：“你骑摩托车跟我们

到派出所去吧。”这时围观的人越

来越多，我对围观的人说：“请你

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呀！”大家

都静静地听着。

到了派出所，一个警察说：“你

做过核酸检测吗？”我说：“做了。”

然后，他们又把我的包翻了一下，

里边有两个车挂、一个身份证，都

给搜走了。另一个警察在上网查我

是不是我说的那个地方的人，并叫

我在院子里等着。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其中一个

警察开车到了大门外，另一个警察

也上车了，他们就开车走了。

我一看屋里没人了，马上明白

了，这是有意让我走啊。我站起来，

拿起包一看，身份证、钥匙都在，

只是印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危难来时命能保”的车挂

吊坠被警察拿走了。

我骑着摩托车离开了派出所，

继续在路边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

一转眼大半年过去了。2021

年 11 月底的时候，该派出所的三

名警察又开车来到了我家。因我早

晨起来的早，已到地里干活去了。

妻子见警察上门，有些紧张。警察

们等了一会，看我还没回来，因他

们没有吃早饭，就去饭店买了些饭

回来吃，还给我买了一份。

我干完活回家后，警察让我吃

他们买的饭。所长说要带我去派出

所谈谈，说上一次的事还没有了结，

想把上一次的事了结了。妻子有些

担心，所长说：“去谈谈话就回来，

我们绝不会动他一根手指头。”

警察看我家墙上挂着印有“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挂历、吊

坠和“福”字，都拿下来带走了。

我跟着警察上了车。一路上，

我继续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现在

政法委倒查二十年，被查的大都是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警察们都

静静地听着，所长还笑眯眯的。

到派出所后一个警察把我家的

挂历拿出来，想挂在派出所的墙上，

其他人笑着说，现在还不大合适。

警察要做笔录，我就说：“我

说什么，你就写什么。”他们说：

“行。”我就说：“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师父好！法轮功能祛病

健身，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

而后我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又从兜里拿出随身带的手机

翻墙卡，介绍给警察。所长对身旁

的警察说：“都翻墙看看，一人一

张。”当时两名警察就手机翻墙，

一会儿，就用小鸽子翻墙看到了全

球网站——被中共花巨资封锁的内

容。警察开始念上面的内容：“退

党、团、队保平安……”

接着我又给他们做了“三退”，

正、副所长、两个警察共四人都退

出了党、团、队。警察们还想要真

相资料看看，我答应给他们送来。

我在派出所和警察一起吃过他

们买的午饭后，下午，就坐公交车

回家了。我真心希望人们都来了解

法轮功真相，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

未来。◇ 文 / 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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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份，河北省疫情

严重，我地各村的村口封了，各

家大门都被用铁丝拧住，叫作居

家隔离。就在这时，我丈夫感觉

浑身发冷，发起烧来……

当时家里没有退烧药，又出

不了门，丈夫躺在床上烧得难受，

心里更是发愁：如果第二天医护

人员上门来做核酸检测，发现他

发烧，立刻就会把他拉走。那该

怎么办啊？

我对丈夫说：“现在咱没别

的办法了，你就诚心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求师父救你

平安度过这一难吧。”

我丈夫一直以来都不相信炼

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即使他亲眼

看到我炼法轮功之后身体的病症

都消失了，他都认为那是偶然的。

不过这次他听话了，坐起来

双手合十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也跟他一起默念。

大约过了十分钟，他说要躺下睡

一会儿，还说他开始出汗了。

这一夜他出了通身的大汗。

第二天起来，烧全退了，人也精

神了。到晚上睡觉，丈夫又出了

通身的大汗，味道刺鼻难闻。我

告诉丈夫，他身体里的脏东西被

清理出来了。之后，丈夫的身体

完全恢复了健康。

亲身经历了大法的神奇，现

在丈夫完全支持我修炼法轮功

了。◇

派出所所长：“都翻墙看看”

疫情重 村村封
丈夫退烧有妙招

所长对身旁的警察说：“都
翻墙看看。”当时两名警
察就手机翻墙，一会儿，
就用小鸽翻墙看到了全球
网站——被中共花巨资封
锁的内容。警察开始念上
面的内容 ：“退党、团、
队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