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刘思祖
被绑架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宁

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刘嗣祖外出时

遭绑架，随后派出所和国保人员到

家中非法抄家，劫掠了电脑等物

品。目前，刘思祖仍被非法关押。 

2021 年银川市法轮功学员
遭骚扰迫害  

2021 年，宁夏银川市法轮功

学员遭骚扰迫害的还有：石秀峰、

左瑞英、辛林原、闫银录、张红

伟、宋锦、刘嗣祖、鲁彦超、莫惠

宁、张芳、白国栋、何爱芝、谢毅

强、李金花、张晓萍、王相臣、潘

艺园、王国霞等人，其中：王国霞

老人已经 82 岁，去年下半年外出

时摔倒，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回

家，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外出只能

坐轮椅，仍遭骚扰迫害；多人被几

次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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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共病毒”擦肩而过 
【明慧网】〖中国大陆来稿〗

我的母亲是一位八十多岁的大法弟

子。她一九九五年开始修法轮大

法，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了。那时我

父亲刚刚过世，她又身患多种疾

病，我们兄妹三人只有哥哥成家立

业了，妹妹还在读书，我才刚参加

工作不久。多重的压力几乎要把母

亲压垮。这时正好法轮大法弘传到

我们县城，母亲经同事介绍走入大

法中修炼。修炼时间不长，在母亲

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

一身疾病不翼而飞，人也变得乐观

向上。 

我们兄妹目睹了发生在母亲身

上的奇迹，非常感恩大法师父挽救

了我们兄妹濒临破碎的家庭。因此

我们非常认同大法，即使遭受中共

的残酷打压迫害，我们都支持母亲

坚修大法。 

在“中共病毒”肆虐武汉和我

们周边县城的日子里，大法保护我

躲过了感染“中共病毒”这一劫。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工作单位

是银行，在我县疫情高峰期间，我

行派我和一男同事向我县医院拨救

助款项。我们就到医院办理此业

务。在这期间，男同事发烧、咳

嗽，经检查，感染了“中共病

毒”，接着在当地医院隔离就医，

没几天男同事就被“中共病毒”夺

走了生命。 

从年龄上讲，他比我年轻，又

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按常理要感染

也是我这个弱女子。即使是他先感

染，我们因为业务关系，也是与他

近距离密切接触，感染几率是相当

大的。 

但是我身体依然健康，居家隔

离十四天后，核酸检测正常。我们

行里从领导到同事都说我命大。但

我心里清楚，是法轮大法师父的保

护救了我一命。因为相信大法，支

持大法，并且真相护身符长年戴着

不离身，才使我幸免于劫难。 

在此借明慧一角，感谢法轮大

法！感谢李洪志大师！让我逃过劫

难。本想早些写出来，由于种种原

因拖到现在。在今后我会更加支持

大法。支持母亲修炼到底！◇ 

我是一名针灸师，也是一名

法轮功学员。我有一位老朋友，

她叫玛利亚·苏珊娜，现已95

岁。她的心脏先天功能差，全身

血液循环不好，腰和肌肉经常疼

痛，找我给她做针灸缓解疼痛。

在接触中，我给她介绍法轮功，

她明白了真相，认为法轮大法所

讲的道理特别深入人心，讲出了

人为何要做好人的道理，她认为

当今的社会败象太多，都是因为

人们远离了神，道德低下才造成

的。每次她见到我和离开时都会

对我说：“法轮大法好！” 

2020年3月，疫情在巴西蔓

延。一天玛利亚的保姆来她家打

扫卫生，煮饭，与她有密切接

触。第二天保姆感到不适去医院

检查，确诊为感染了新冠病毒，

不几天不幸去世。玛利亚却安然

无恙，她说：“我心里就是认同

‘真、善、忍’，想起来就念

‘法轮大法好’。” 

今年 1 月，玛利亚心脏突发

剧烈房颤并心衰，送到医院抢救

最终转危为安，回到家中。我去

拜访她时，她说：“我时刻都没

有忘记‘法轮大法好’，这次我

能闯过危难，肯定是大法在护佑

我呢！”我再去看望她时，她郑

重地表示：“过些天，你来我家

教我炼功。”◇ 

巴西95岁老人 
密接不染疫 

▲95岁的玛利亚常念“法轮大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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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家住农村，性格

内向，又没啥文化，不会表白，就

知道干活。婆婆性格强势，说话高

声大噪，蛮不讲理。也不知道我与

婆婆家是啥缘份，只要一看到我，

婆婆的脸马上就拉下来了，经常指

桑骂槐。加上三个大姑子，两个小

姑子在旁边添油加醋，丈夫也不知

道护着我，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没有我说话的地方，心里憋闷，只

能以泪洗面。 

常年过这种日子，气的我一身

是病，尤其是妇科病几乎得全了。

身体不行了，啥重活也干不了，去

医院看病吃药也不见好。真是死不

了，活不起，只是为两个年幼的儿

女苦撑着，活的真累，很苦。 

一九九五年夏季的一天早晨，

送了两个孩子去上学，我便去了广

场。刚进去就被悦耳的音乐吸引住

了，我顺着音乐走过去，原来是有

人在炼功呢。也有不少人在旁边观

看。这时就听到一人说：“这功可

好了，能祛病健身。”于是我就走

到在后排学着前面人的动作也炼了

起来。炼完后，我觉的全身轻松，

心也轻松了，就暗下决心以后天天

来这炼。原来这是法轮功，我也请

了《转法轮》宝书，有空就看书学

法，随着学法、炼功，我明白了学

炼法轮功得注重修心。 

知道了啥叫“提高心性”了 

婆婆骂人张口就来。我干啥也

不顺她的意，鸡蛋里挑骨头，我咋

做都不对，没有一件事是对的。那

时只要她一开口，我的心就哆嗦，

人几乎就瘫在那了。 

开始修炼大法后，婆婆一骂

我，我马上悟道她在给我德呢！奇

怪的是，我这样一想，她 马上就

不骂了。当然过几天，就又指桑骂

槐了。但我听了不再生闷气了，马

上想到这是 我该提高了。这一

想，老太太就不骂了；这样反反复

复好多次，我不断的提高心性，找 

自己的不足。再听到她的骂声，我

不但不生气了，反而笑了。渐渐的

婆婆不骂我了。我悟到是我的心性

提高了的缘故。在法中提高真好！ 

婆婆的香龛被烧了 

婆婆供着邪门歪道的东西，

我看着不乐意，但也没敢说。有一

天早上婆婆去烧香，忽然来了一股

火把香龛给烧了，第二天早上老太

太又去烧香，忽然又一把火把香龛

烧了。 

看到这，我说：妈你心眼

好，我师父把你这些不好的东西

处理了，这是好事，以后你就别

再给（那东西）烧香了，再烧的

话还得烧了。这回婆婆真听了我

的话，以后真的不烧了。我常教

她 念 “ 法 轮 大 法 好 ， 真 善 忍

好”，她诚心念，渐渐的，婆婆

的脾气也变好了。 

婆婆被感化了 

通过大量学法，加上与学法

小组同修们的切磋，我的心性提

高的很快。遇事向内找，也就不

憋闷了，每天都开开心心，跟婆

婆的关系也融洽了。 

婆婆有病住院了，她想吃啥

我就做啥，每天给她做可口的饭

菜，还得给她熬药，往返在家与

医院之间，还得给她换洗内、外

衣服。婆婆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被我感动了，因为她知道我

既得伺候她，也得管家，两个孩

子上学，丈夫帮不上忙。 

婆婆出院后，经过我的细心

照顾很快就康复了。三个大姑

姐、两个小姑子对我的态度也来

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

我热情了，也尊重了。打那以

后，婆婆见到我也高兴了，心也

顺了，也不粗门大嗓了，一切都

好了。 

感谢法轮大法教会我宽容、

大度、善良待人，化解了与婆家

的恶缘，全家和睦相处。谢谢师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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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以简单优
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经传出，
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
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法
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世界各族裔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
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
5400 项 。 法 轮 大 法 的 主 要 著 作
《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
字，在全球传播，并可翻墙从法轮
大法网站 （www.falundafa.org）
免费下载。《转法轮》是迄今为止
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上亿人读过，而且仍在读的
书！ 

《 转 法 轮 》 阐 述 了 “ 真 、
善、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
来源和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
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
指出了解决之道。《转法轮》语
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精
深。 

“未读《转法轮》，做人有
遗憾。”这是无数阅读过《转法
轮》的人发出的感佩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