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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一月九

日】二零二一年四月，凉山州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原科

长温勇被开除公职；七月二十日其

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昭觉县检察

院向法院提起公诉。 

在温勇任州人社局养老保险科

科长期间，凉山州被非法判刑的法

轮功学员，几乎都受到被非法扣除

服刑期间养老金的经济掠夺迫害，

仅西昌和会理两地法轮功学员被扣

发的养老金至少高达 104.5 万元

（还不算服刑期间工资的涨幅）。

期间，法轮功学员向养老保险科反

映，告诉他公民的养老金本质上是

公民个人的合法财产，扣发服刑人

员养老金的行为是违宪、违法的行

为，温勇置若罔闻，采取不理不睬

的态度，纵容下属麻木地执行扣发

养老金的政策。 

部份法轮功学员养老金被扣的

情况如下： 

会理市：马凌仙被扣至少

18.86 万元，罗继平被扣至少 13.51

万元，郑琼被扣至少 20.48 万元，

许世开被扣至少14.09万元。 

西昌市：程东兰被扣至少 20

万元，郭兵被扣至少 3 万，赵军被

扣至少 7.56 万元，周显蓉被扣至

少 7 万元。 

《劳动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

定：劳动者在退休时，依法享受社

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

待遇的条件和标准由法律、法规规

定。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

按时足额支付。还明确规定了以下

两点：1、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险待

遇的条件和标准只能由法律、法规

规定，而地方政府部门无权制定退

休人员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

标准。2、劳动者享受社会的社会

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 

《社会保险法》第十六条规

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

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

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当初中共恶首江泽民对法轮

功的迫害是“肉体上消灭、名义

上搞臭、经济上截断”，人社部

门被利用来实施经济截断。这是

这些相关人员的悲哀和不幸。 

但是其中也有用良知行事的

人，尽自己的能力，积极向上级

反映、呼吁，或者在自己的能力

范围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善待修

炼人。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

知，善恶必报，毫厘不爽。 

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和维持

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

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

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

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制越

发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

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

迫害的受害者，希望有关部门、

有关人员选择善良，公正执法，

不要继续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担

责。◇ 

什么是“610” 
【明慧网】所谓的“610”，

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

的、遍布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

的恐怖组织，凌驾于国家宪法和

法律之上，是一个未经行政授

权、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秘密任

务、推行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

血 腥 迫 害 的 非 法 机 构。各地

“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法机构

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打着“法制教

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

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

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 

“610”类似纳粹盖世太保，

又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共中央

文革领导小组”，是一个国家恐

怖主义组织。“610”不见于中国

任何公开机构名单的组织和任何

公开的政府文件与正式的法律文

件，从成立到系统实施迫害法轮

功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

露，江泽民曾与当时的政法委书

记罗干有一个秘密谈话，其中就

有这么一条：“一般不发红头文

件，只密码电传或口头传达，不

署 名 ， 一 概 说 是 ‘ 中 央 批

示’！”可见迫害元凶自己也知道

是见不得人的，怕留下迫害证据。 

“610”对信仰“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罪行

天理难容，同时，“610”作恶者

也将承担所有恶行的一切果报，

如不悔改，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和天理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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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法轮大法神奇殊

胜，法力遍布洪微。本文所讲的事

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

一个小小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

世间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胜

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医院治不好的咳嗽一个星期就好了 
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我去接

外孙女放学的路上，遇到了外孙女

同学的妈妈，我们一路边走边聊，

她一说话就打空腔、干咳，每说一

句话就得干咳十几下，只要说话就

干咳。我看着她心里挺难受，就问

她：“妹子，你这样没去医院看看

吗？” 

她说：“姐呀，我能不看吗？

去了好多有名的医院，有名的医生

也找了不少，而且还花了好多钱，

都说你这个病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了，只能是保守治疗了，就看你的

造化了。这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了，我也没办法了，天天都这样，

我实在太难受了，晚上也睡不好

觉，半夜总是坐起来，要不就上不

来气呀，有时心里想我的命怎么这

么苦呀，我对自己生存都没信心

了，怎么办呢？姐，和你说吧，我

去接孩子放学都不敢站在人群里，

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一分钟就得干

咳十几下，别人听了也很难受，都

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我心里非常

难过，有时就想大哭一场，没办

法，后来我再接孩子就站在没人的

地方等着，等别的家长把孩子都接

走了，我再接孩子，天天我都是最

后一个接孩子。有时孩子不理解

我，还和我生气，没办法呀，什么

时候是个头啊！” 

我说：“大妹子，姐告诉你一

个祛病健身的秘诀，你信不信

啊？”她说：“姐，你说吧，我

信。”我说：“你知道法轮功

吗？”她说：“听说过，但不太了

解。”我就给她讲真相。我说：

“法轮功是高德大法，弘传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祛病

健身有奇效，只有中国不让炼，迫

害好人，中共邪党编造谎言，伪造

天安门自焚事件，天安门自焚是假

的，是在骗众生，毁众生啊。” 

我说：“中共邪党罪恶累累，

天要灭中共，咱们不给它当陪葬

品，你上学的时候入过党团队吗？

你入过赶快退出来。”她说：“入

过，还是个党员呢。”我说：“那

就退出来！我帮助你起个化名。” 

她说：“好，我退。”我说：

“神佛只看你一念，你真心信，神

佛就保护你，你什么都不要求，就

诚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天天念。”她说：

“行！”我说：“让你的家人也念

九字真言。”她说：“好。” 

说着说着孩子放学了，我们就

各自回家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接外孙

女，她大老远就喊：“姐姐，你快

过来。”我说：“什么事？这么

急？”她说：“我告诉你一个奇

迹，我不干咳了，我一声都不咳

了，我好了，我真的好了，我就天

天念九字真言，我就好了，真是太

神了！我一片药也没吃，你说神不

神？！我太高兴了，真是神佛保

佑。我这回真的相信有神佛了。我太

谢谢你了，真心谢谢你。” 

我说：“你还别谢我，我只是传

给你福音，真正帮助你的是大法师

父，要谢你就谢大法师父吧。”她

说：“谢谢法轮功师父，真心感谢师

父！师父您真是太伟大了！我真是遇

见佛了。”说着说着，眼睛流出幸福

的泪花。 

她说：“我就信大法了，信师父

了，天天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现在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人

也开朗了，也爱美了，也敢站在人群

中接孩子了。” 

二妹念九字真言病好了 
再说我二妹的事。我家姐妹四人

我是老大，我二妹从二十多岁就抽

烟，身体一直不好，因为总抽烟，前

胸就疼。三天两天就上不来气，要是

一生气就更上不来气了。天天吃小

药，家里人都让着她，怕她生气。有

一天我去她家，她说：“姐，我这几

天又上不来气了，走几步就累，心里

很烦。”我说：“给你一个护身符戴

上 ， 常 念 九 字 真 言 。 ” 她 说 ：

“行。”我知道她当时是为了应付

我，她也没往心里去。 

有一天，她出去办事，刚走了一

半的路就走不动了，上气不接下气，

气就不够用了，她赶忙蹲在那里走不

了了，就在这时，脑子里一下想起我

告诉她的九字真言，这回可是真心的

念，一遍，二遍，三遍，当年到第四

遍的时候，感觉自己慢慢的能站起来

了，同时感到脖子里有一个象鸭蛋那

么大的一个东西一下就掉到肚子里

了，而且那个东西还带有“叭”的一

声，声音还挺大的，马上就能上来气

了，也不堵了。 

当时她要跳起来了，太兴奋了，

马上给我打电话，她说：“大姐，我

刚才上不来气，把我憋的都不行，一

步都走不了了，当时想起你让我念九

字真言，我就念了，念几遍就好了，

这九字真言可真灵，是大法师父救了

我，法轮功太神奇了！这回我可真信

了，你以前跟我说，我还不太相信，

这回我可是真信了，我受益了，奇迹

就发生在我身上，谁不信我都信，大

法就是好！” ◇ 

◄2020 年 12 月 5 日，
约 5,400 名来自台湾各
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
齐聚在中正纪念堂的自
由广场，排出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