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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纽约州参议会恭贺世界法轮大法日

2022 年 4月 26日纽约州参议会全体通过

第J2278号决议案，恭贺“2022年 5月 13日，

第 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

州参议院第十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

大法日”。决议案由参议员麦克•马图奇（Mike 

Martucci）发起，10个参议员共同签署赞成。

■ 英国政要恭贺法轮大法弘传 30 周年

英国法轮功学员于 2022 年 5月 7日在伦

敦举行游行集会，庆祝法轮大法弘传 30 周

年，英国多位政要发来贺信，表达对法轮功

真、善、忍原则的认同，及对

法轮功学员争取信仰自由的

支持。珍妮特 • 福克斯男

爵 夫 人（Baroness Janet 

Fookes）说：“很抱歉我不

能亲自和你在一起，但我祝

愿集会成功。法轮大法倡导

的真善忍原则对所有文明社会都具有根本意

义，非常值得庆祝。我希望更多的社区和国家

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原则。”

■ 加拿大总理候选人：       
真善忍也是加拿大理想

法轮大法弘传 30周年之

际，加拿大各级政要四月份就

开始纷纷送上衷心祝贺和褒

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

总理和保守党党领候选人、国会议员皮埃尔 •

鲍利夫（Pierre Poilievre）在贺信中说：“真、

善、忍的普世价值是法轮大法的核心，也是加

拿大的理想。”他感谢法轮功学员“将这些价

值观带入加拿大的生活，以建立一个更加健康、

和平、宽容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特别是，

我要赞扬法轮大法学员在疫情期间通过举办

免费的在线教功班来帮助加拿大人改善健康

和管理压力，全国有数千人参加。”

■ 澳大利亚维州工党议员：
法轮大法造福所有人

维多利亚州工党议员多

诺兰（Luke Donnellan）在贺

信中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

祝活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我很感恩在这个国家我们享受着民主、

善良和包容的多元文化，人们可以选择自己的

信仰、分享他们的文化和信念，活出每个人真

实的人生。”“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

基础理念，造福着我们所有人。”◇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30 周年  世界政要纷纷表彰祝贺
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长春传出，目前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

5 月 13 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30 周年，也是第 23 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各国政要纷纷发出褒奖、贺信。

▲ 发起及共同签署恭贺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第
二十三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的纽约州参议员。

福克斯男爵夫人福克斯男爵夫人

  皮埃尔 • 鲍利夫  皮埃尔 • 鲍利夫

工党议员多诺兰工党议员多诺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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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轮大法弘
传 世 界 30 周
年之际，来自
台湾北区近千
名法轮功学员，
于 2022 年 5
月 7 日 下 午，
身着金灿灿的
黄衫，齐聚自
由广场，庆祝
世界法轮大法
日，并分享自
己修炼大法后
带来的人生翻
转与身心变化。

■ 终于找到回家的路

在美商公司工作的子庭于去年 2月在网络

自媒体上听闻法轮功，以前常在国父纪念馆及

景点看到法轮功学员，好奇之下去书局买了《转

法轮》一书，没想到一看就再也离不开了。她

说：“我以前在道教、佛教中都待过一段时间，

但接触大法后，才解开我多年在人生中的迷惑，

我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真正带我回家的路。”

子庭看完《转法轮》后，便去上了九天班，

学了五套功法，没想到身体马上就有了明显的

感受。“在九天班上课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了，

下课回家的路上，脚步感觉很轻快，也出现了

师父说的净化身体的感受。例如我以前有过敏

的毛病，也不能吃辣，三天两头喉咙会发炎，

眼睛还过敏，炼功后都有了好转。我的睡眠状

况也很明显，以前会焦虑失眠，而且还不敢开

门睡觉，总有点怕怕的，但修炼大法后，即使

房门打开也能很快安然入睡。”

子庭笑着说：“我还发现自己的容忍度在

提升，比如过去会被同事之间的矛盾、客户间

的冲突所带动，甚至和我妈讲不到几句话就会

吵起来，但现在如果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发生，

就觉得这没有什么，忍一忍就可以过去。我真

的很感谢师父让我有这个机缘修炼法轮大法，

谢谢师父用无尽的慈悲带领我们回家。”

■ 出家人千万年的等待

今年已 70 岁的出

家人慧洵，一身素衣

在人群中十分明显，

她表示自己过去在佛

教中皈依，心中仍有很

多疑惑，直到接触法轮

功后，才知道这是唯一

的正法正道。她说：“我 29岁就出家了，寻

寻觅觅，不断找寻我心中的正法；直到 2000

年接触了法轮功，才知道千万年的等待就在今

朝呀！”

过去的慧洵脾气暴躁、个性刚硬，但修炼

之后身心都有了很大的转变。“以前经常感冒

咳嗽，现在都没有了。而且过去的我争斗心很

强，很容易和人起冲突，但现在心境平和很多。”

台北学员欢庆法轮大法日台北学员欢庆法轮大法日    生命翻转难忘师恩生命翻转难忘师恩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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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生命疑惑 身心明显转变

担任房地产代销专案经理的钰麒，21 岁

时从哲学课堂教授中听到了法轮功，他说：“当

时对人生有很多疑问，不懂人生从何而来从何

而去，为什么善恶会有报？所以我选择念了哲

学系，也接触了宗教和气功，但一样找不到答

案，直到看到了《转法轮》一书，才将一切通

通连贯了起来，全部有了答案。”

钰麒说在课堂介绍法轮功的是一位道家

哲学老师，“老师说法轮功是一个可以让人快

速消去业力，让身体变得很干净的功法；我听

了觉得很感兴趣。我念哲学的习惯是不管接触

任何东西都要先接触原著作；于是我找到了《转

法轮》和师父的所有著作。看完后觉得大法解

答了我人生中很多的疑惑。”

钰麒表示自己身心都有明显的变化：“我

身体上的转变很多，以前关节有很多运动损伤，

长达一年的时间都没办法做蹲下、跑步、跳跃

的动作，肩膀关节都有伤；但炼功之后全都好

了。而我在心性上的转变，是能习惯性地先为

对方着想，而不是只想到自己，这是我觉得修

炼前后最大的差别。”

■ 一人炼功 身边众人受益

淑芬是新北市一所小

学的班级导师，她喜爱

运动、不外食、生活很

规律，2015 年发现患了

第三期乳癌，真是晴天霹

雳。接受医治疗程期间，

期盼回复往昔的健康身体，

无奈始终不可得。同事为此向她

推荐法轮功，淑芬走入修炼后发现师父很快就

帮她净化身体，她因此恢复了以往的健康。

淑芬说，在修炼之前，有时拖着疲累的身

体回家后，对待家人和家务缺乏耐心，家庭气

氛因此不佳。修炼后，淑芬用真、善、忍的标

准要求自己，无论多忙，必定先做好家务。以

往从不下厨的先生，看到妻子的变化，也主动

帮忙下厨，减轻淑芬的负担，而就读国中和高

中的两个女儿也跟着走入修炼。

小学生活泼好动很淘气，不大不小的争执

吵闹更是家常便饭，如何让学生们收心上课也

是门学问和考验。淑芬表示如果遇有纷争，会

教导他们向内查找自己的过失，她也只记录学

生优点，让同学们见贤思齐。在按照真善忍的

要求对待学生后，班级纷扰嘈杂的情况越来越

少，整个班级氛围融洽温馨，学生自发守规矩，

科任老师都称赞淑芬班级的学生很好带。

■ 发自内心的感恩

翊欣小学五年级时

（2002 年）跟着母亲一

起学炼法轮功，年纪尚

小没有修炼的实质认识，

随着年纪增长叛逆言行越

发明显，为了摆脱母亲管

她交友与外出，考上大学便搬

出去住，过起自由玩乐的生活，离修炼也越来

越远，从带修不修到甚至脱队的状态。

2020 年过年前大扫除，翊欣腰部不慎拉

伤，异常疼痛，连睡觉都不得安稳，去复健科

多次也没能缓解。过年后某天，她听从母亲到

学法点和学员一起学法交流，翊欣说：“那天

我的大腿和腰部疼痛到全身直冒冷汗，心中响

起一个强烈的念头——我要修炼﹗我向师父

请求：我要修炼﹗就这样十五分钟后，疼痛竟

然全部消失了，直到现在再也没痛过。”

归队实修大法之后，跟母亲唱反调的叛

逆言行日益改善，翊欣说：“我很高兴诚心实

修之后，懂得用真善忍归正自己，现在我跟母

亲的关系非常融洽，很感恩师父从未放弃过

我。”◇

←←（接前页）

台北学员欢庆法轮大法日  
生命翻转难忘师恩

淑芬淑芬

翊欣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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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每一秒的坚持只为一句话

截至 2022 年 5 月中，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95 亿。
破网登录“三退”网址：tuidang.epochtimes.com，真心退出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瞿延来，黑龙江

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

2018 年，被非法判刑

五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呼兰监狱。

2020 年初，瞿延来是在集训队被非法关押了

两个月后，被转到呼兰监狱的。

2002 年，瞿延来曾经被非法判刑五年，

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看过他遭迫

害事实报道的人都知道，那五年，他不“转化”、

不配合、不穿囚服，一直绝食，遭受了毫无人

性的残酷折磨。他现在仍然不会“转化”。

瞿延来在集训队两个月，绝食了两个月。

他骨瘦如柴，整个人都脱相了，连熟悉他的人

都认不出他了。这两个月的痛苦他没说，从瞿

延来 2002 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迫害的自述

中引述一段，就知道那痛苦难以想象：“被五

根绳子绑在床上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浑身上

下说不出的难受，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难熬。我

想一天不是由二十四小时组成的吗？！一小时

不是由六十分钟组成的吗？！一分钟不是由

六十秒组成的吗？！我问自己，再多坚持一秒

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一秒一秒地坚持

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他是用自己的生命

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

■ 瞿延来的经历，让人们看到了什么？

服刑人员出狱后，到社会上讲，看守所警

察回家跟家属讲：“瞿延来铁骨铮铮、金刚不

动。”瞿延来对法轮大法的正信，影响了很多

人，大家都在传颂他的故事。

在集训队两个月期满后，瞿延来被送到了

九大队二中队。瞿延来还是不穿囚服，还要炼

功。九大队大队长出邪招，向监狱长打个报告，

先把瞿延来送入小号关起来，长期折磨。

奇怪的是，监狱长并没有在报告上签字，

而是写了“你们自行处理”几个字。大队长一

看“自行处理”，不解其意，怎么处理？都不

管了？好，他跟队警察说：“别管他了，他乐

意怎么地，就怎么地吧！”从此，瞿延来也就

“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了。

监狱长为什么不签字？事后他跟属下说，

国外的真相电话打来个不停，其中一个电话

说：“你们不能迫害瞿延来。全世界的外国

人不知道中国有个黑龙江，可是知道中国有一

个法轮功学员叫瞿延来。你要把他迫害死，你

就要受到刑法处置。那时，你的事业、你的前

途就完了！”可见，揭露邪党迫害瞿延来的真

相资料遍及世界各地，驻呼兰监狱的武警部队

当然也知道。

■ 武警们竞相目睹他们认为的“英雄”

在九大队，要过年的前一周，驻监狱的武

警部队会进入监舍搜危禁物品。那个场面很恐

怖：搜床铺、搜身。武警分为两伙，其中有个

小武警悄悄地问：“哪个是瞿延来？”有人告

诉他：“那边盘腿打坐的就是。”

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些小武警突然“忽”

地都跑过去了。这时屋里乱了，那个头说：“看

是看，拉开距离，别挤堆。”“行啦！让那边

这是 2020 年春天的故事。不仅是疫情期间的封堵，就是在平日，监

狱里的情况外边也很难知道一点。这里讲述的是瞿延来的故事……

▲  瞿延来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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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杨俊杰遭恶报被起诉

杨俊杰，

男，1962 年 7

月出生，河南

许昌人。杨俊

杰曾任河南省

许昌市公安局

纪委副书记，

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驻马店市副市长，市公

安局局长；新乡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

杨俊杰是河南许昌、驻马店、新乡市迫害

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杨俊杰迫害法轮功不择

手段，心狠手辣，他发明的量比积分任务，不

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把该行政拘留的办成

刑事拘留，罪大恶极。

2013 年，杨俊杰因迫害法轮功“为邪党

效力的政绩”突出，被驻马店市政府“记个人

二等功”。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因果报应丝

毫不差，杨俊杰最终遭恶报。2022 年 1 月，

杨俊杰被开除公职，涉嫌犯罪被起诉。

■ 杨俊杰任职许昌市公安局长期间             
孙培杰被迫害离世

孙培杰，男，39 岁，大学毕业，许昌县

五女店镇位村人，任许昌县张泮乡民政所所长。

2001年 11月，孙培杰因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

遭恶人举报，被非法判刑四年，在郑州监狱受

迫害。在郑州监狱四监区非法关押期间，被恶

警长期关禁闭。每当监区东厅全体人都出工（奴

役劳动）后，恶警便对他进行不知什么手段迫

害，大家都听到传出来的喊叫声很恐怖。一天，

犯人架着孙培杰下楼，说是他要下去看病，孙

培杰摆脱搀扶，大声说：“我没病，这是被打

成这样的……”再看孙培杰，两腿僵硬，行走

不便，可想而知受到的迫害有多重。在非法关

押期间，孙培杰抵制迫害，不穿号服、不向恶

人妥协，曾经绝食抗议，被长期关押在小号，

受尽屈辱。孙培杰被折磨得瘦骨嶙峋，出现严

重的疾病，生命垂危，狱方才通知家属，于

2005 年元月底将其送回家中。孙培杰于 2005

年 8月 19日含冤离开人世。◇

2022 年 1 月得知，河南省原新乡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杨俊杰遭恶报，被开除

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的人也过来，换一下看。”小武警们都要一睹

他们认为的“英雄”一眼。听说关于瞿延来受

迫害的真相资料他们都看过，都很震惊！

因为瞿延来坚持对真、善、忍真理的正信，

虽然遭受如此巨难，但他心里很坦然。他曾说：

“虽然有很多人对我行恶，但我心里对他们没

有丝毫的怨恨。善恶有报是天理，他们干的坏

事以后都是要偿还的。他们在无知中对我行恶，

其实就是在害他们自己，我心里真的很可怜他

们。唯一后悔的就是我没能制止他们的恶行。”

为什么法轮功修炼者如此忍受大苦大难而

志不移？瞿延来在狱中每一分、每一秒的坚持，

是在大劫来临前救人，就是想告诉世人：法轮

大法好！◇ 文 / 归雁  

←←（接前页）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持只为一句话



〖中国大陆来稿〗一天，法轮功学员 A

在自家地里干活，这时住在附近的一对老夫

妻——老头搀扶着老伴，来找法轮功学员 A聊

天。老太太开口就说：“你真行啊，有个好身

体干啥都行，我算完了，走路还得靠老头子扶

着。”

原来老太太股骨头坏死，还有腰椎间盘突

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住院、吃药都不行。

他们的家庭条件很好，可是条件再好也代替不

了病魔缠身。原来他们在楼房住，因为病重，

上下楼不方便，就回到平房，可是总在炕上躺

着也不舒服。老两口觉得今天天气挺好，想出

来透透新鲜空气。走出来看见法轮功学员 A在

地里干活，就凑了过来。

学员 A很高兴，忙着和老两口打招呼，借

机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要想身体好也不难，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就能袪病强身。你看我，以前也是离不开药的

药罐子，现在一切正常，干啥都不用愁。你就

念九字真言，再把入过的党、团、队也退了吧。”

老太太问怎么退？学员 A说：“你说出自

己的名字，然后向天发誓，就能抹去邪党兽印。

（有机会还需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声明）”

老太太说：“党没入，把团、队退了吧。”然

后她望着天空大声说：“我杨某某坚决退出共

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不与共产党为伍，我要有

个美好未来。”话一出口，她当时就象换了一

个人。老太太高兴地说：“我好多了，不那么

疼了，太神奇啦！”学员A看到她当时的变化，

也很震撼，很兴奋，告诉她：“你常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你的病就全好了。”

现在老太太杨某某确实痊愈了。最近学员

A见她走路、骑车都正常了。九字真言真的是

给世人带来重生和希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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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湖北来稿〗我叫何男，今年85岁，

湖北省荆州市人。2020 年 12 月，我突然象感

冒了一样，咳嗽得厉害。我住了九天医院，经

过了各种检查。医生告诉我小儿媳说我是肺癌

晚期。小儿媳把结果如实告诉了我的儿子、女

儿。看到他们说话的态度、表情、紧张的样子，

我就知道了实情。

当时，我真是象五雷轰顶一样，精神极度

紧张，整个人垮下来了。吃不进饭，腿也不听

使唤了，走不动路了，精神彻底垮了。

这时，一个好心人跟我说：“你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祛病、保命。”

还给我讲了法

轮功受迫害的

真相。使我这

个老顽固、无

神论者彻底清醒了，我用真名退了党，并且诚

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自从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那天开始，我一天天地感觉越来越好，现在我

已经完全好了。我的儿女们也见证了法轮大法

的神奇，也都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们全家

无限感激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

念九字真言 晚期肺癌老人痊愈

抹兽印 立竿见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