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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三四月

份的一天晚上八点左右，父亲突然

间心脏狂跳，很难受，流汗象下雨

一样，衣服全湿透了，叫我妈赶快

锤他的背，我妈见状吓得直哆嗦，

两腿发软，赶快去找村里的一个叔

叔（我弟弟他们都在城里），叔叔

见状赶快送医院，医院不收，急忙

打电话找医院的一个熟人。叔叔

说，人已经不行了，赶快抢救吧。

做了检查，打了针就睡了。第二天

一大早，叔叔打电话来跟我弟弟

说，你爸现在在医院，昨晚送来

的，医院做了检查，很严重，这里

治不了，赶快送武汉。 

到了亚洲心脏医院，医生看了

头天的检查结果，心颤 360，全身

器官大部分都不正常，全身大部分

血管都不正常了。我爸那时 74

岁，亚洲心脏医院也不收，说没有

床位，赶快找别的医院。又找到附

近的一个三甲医院，医生看了检查

结果也不收。这时我找到了一位在

医院上班的大法弟子，正好他是在

重症上班，他说去问问他们主任收

不收。结果主任说，开个条子就可

以住進来。过了几天，顺利的做完

手术，搭了三个支架就回家了。 

父亲手术后回家，没有好好休

息，家里旧房换房子，弟弟工作很

忙，弟媳生意也忙，房子的事情完

全都是我父母亲照看，加上这期间

邻居总是找茬，忍让也不行，天天

闹，搞得父亲心力交瘁，身心疲

惫。毕竟是 70 多岁的人了，吃了

一辈子的苦，也落下不少的病。邻

居这一闹，病又发了，天天喝药，

把胃也喝坏了，饭也吃不進。我打

电话，父亲说，又不行了。我马上

打电话给我弟赶快回去看看。 

果不其然，赶快又送医院，又

不收。弟弟准备放弃治疗。我和丈

夫说，赶快到武汉来，只要有一线 

 

希望，就不能放弃。丈夫说，我现

在就去急诊挂号，你们赶快来。经

检查，医生说血管这边也堵了，又

要搭三个支架。弟弟问我搭不搭？

我说坚决不搭，年龄大了受不了。

弟弟说，你安排吧。他把卡给了

我，就回去了。 

我爸跟我说，他不想死，还想

多活几年。我说反正你的病也治不

了，走吧，就在我这住些时。晚上

我就叫我爸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我爸说，说话的

力气都没有。我说不要紧，我大声

念，你就跟着我念。 

念着念着，我爸的声音就慢慢

变大了些，整整念了半个小时。我

爸说好累呀，我说赶快休息吧！第

二天我就放真相视频给他看，晚上

又和我一起大声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第三天又这样。 

到了第四天，我叫我爸吃早

饭，他说他今天早上起得很早，整

整念了一个小时。吃完早饭，我放

师父广州讲法给他看，他看得很认

真，看着看着就笑起来了。 

法轮大法救了我的父亲。父亲

的精神面貌一天比一天好，把师父

讲法九讲都看完了。弟弟来接我爸

回家，我爸告诉我弟弟，说他的脚

好了，一辈子的风湿好了，心脏好

了，吃饭也正常了，腰也好了。 

村里的人跟我妈说，看来这次

他爸真的是不行了。等我爸回家，

看到的人都感到震惊，怎么不像有

病的人那样啊？我说是法轮大法救

了我爸的命。◇ 

文／湖北大法弟子 香莲 

 

法轮大法救了我爸的命 
5 月 13 日，是寰宇焕发光彩

的一天。 

30 年前的这一天，李洪志大

师公开向世人传授法轮大法，将

真、善、忍法理带给芸芸众生，

这一天正是李洪志大师的华诞。

2000 年 5 月 13 日被确定为首届

“世界法轮大法日”，也因此成

为全球法轮功学员的节日。至

今，世界各地上亿人听闻大法，

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法

轮大法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健

康、和谐和幸福，给他们所在的

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福祉。 

每年此际，贺卡和贺信纷至

沓来。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突破

网络封锁，感恩师尊救度众生。

法轮功学员家属和大陆各界人士

也向李洪志大师献上敬意，感激

法轮大法的赐福和指引。在海外

多国，数百名各级政要纷纷恭贺

“世界法轮大法日”，褒扬李洪

志大师与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 

今天，法轮大法已经弘传世

界 100 多个国家。李洪志大师的

著作《转法轮》已被译成 40 多

种语言出版发行，国际社会颁予

李洪志大师及法轮功的各类褒

奖、支持议案与信函合计逾 5400

项。◇ 

 

▲ 4 月 29 日，加拿大安省米尔

顿市政府举行升法轮大法日旗仪

式，市长克兰茨（右二）亲自主

持升旗仪式。 



 

 

    

    

 

  

  

  

    

 

 

  

   

  

   

   

    

     

   

       

 

 

 

  

  

   

  

 

湖北黄石市七旬岑学栋被非法

判刑一年多 

湖北省黄石市七旬法轮功学员

岑学栋被非法判刑一年三个月，勒

索罚金六千元。家属努力想办成监

外执行，但被西塞山区法院指派给

岑学栋辩护的所谓“司法援助中

心”给拒绝了，称他太顽固，不愿

接受岑学栋每天去“报到”，一定

要让他在看守所服刑。 

湖北麻城法轮功学员詹细花被

关进精神病院 

二零二二年四月初，湖北省麻

城市盐田河镇五十多岁法轮功学员

詹细花被当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

派出所对她非法抄家，抢走所有大

法书籍。詹细花的家人在此高压

下，加之不明真相，将她送进麻城

鼓楼精神病院关押已二十多天。目

前詹细花的身体令人担忧。 

湖北省云梦县胡金店洗脑班劫

持多名法轮功学员 

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政法委、

610 非法主办的胡金店洗脑班，位

于云梦县胡金店镇西南角的一条河

边，门口有“金馨庄园”四个字。 

三月三日法轮功学员李小强和

杨孝凤被绑架到洗脑班非法关押迫

害 33 天。 

四月十一日，法轮功学员刘金

华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四月十三日下午，城关法轮功

学员舒四英在家，被绑架到胡金店

洗脑班迫害。 

洗脑班里，每个房间里除一个

法轮功学员外，还有两个包夹专门

每天 24 小时监视法轮功学员。包

夹是 610 从外面雇来的，每个包夹

每天 200 元工资。 

至今刘金华和舒四英仍被关押

在该洗脑班，遭强制洗脑迫害。 

湖北随州市随县万和镇中共人

员半夜骚扰八旬老太 

四月二十五日夜晚九点多，随

州市随县万和镇综治办与镇派出所

一行三人，再次来到万和老机械站

住宅区，敲门骚扰今年已八十岁，

独自一人生活的法轮功学员詹惠

珍。敲门骚扰严重侵扰了这片百姓

的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湖北咸宁通城县法轮功学员

汪信清、雷胜利的退休金被停发 

二零一九年八月份，退休医

师汪信清被通城县法院无辜枉判

三年，并强制停发退休金，而且

还被强制退回两年的工资。 

雷胜利，女法轮功学员，退

休工资被扣罚、停发，强制退回

给人社局二十多万，本应该拿三

千八百多的正常退休工资，现每

月只给最低生活标准 1250 元。 

遭三年半冤狱 湖北黄梅县

胡学芳又被迫流离失所 

湖北黄冈市黄梅县法轮功学

员胡学芳，遭三年半冤狱迫害，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狱回

家。二零二二年四月四日，黄梅

县新开派出所几名警察四次闯入

她家非法抄家，把她家里翻了个

底朝天，到处找法轮功资料。警

察还在她家里安装了监控器。 

六十岁的胡学芳现被迫流离

失所。家里瘫痪在床的婆婆和幼

小的孙子正需要胡学芳的照顾，

而胡学芳却有家不能回……◇ 

湖北省各地法轮功学员近期被迫害简讯 

【明慧网】古语云，否极泰

来，物极必反。当一个事情发展到

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

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二十

多年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众生的

感化之下，明白了真相，开始做出

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中

共谎言迷惑的人，跟随中共“清

零”政策，仍然在无知地干着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糊涂事。 

以下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三

年来，荆门市参与迫害而遭恶报下

场的 47 名中共官员的部份案例： 

陈祥林，男，原钟祥郢中派出

所副所长，迫害法轮功初期，表现

积极，对法轮功学员非骂即打，得

脑癌死亡。 

彭玉兰，女，曾任钟祥市纪委

书记、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钟

祥新闻》在诋毁法轮功的特别报道

节目中：在毁坏法轮功书刊及其它

物件的现场，碾压工程车在上面来

回碾压，大火在熊熊燃烧，彭玉兰

亲自动手挑动大火。二零一八年初

新年前夕，彭玉兰遭恶报死亡。 

唐文彬，男，原钟祥棉纺厂警

察，经常在法轮功学员家里监视、

蹲坑，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劝

说，一个感冒小病要了他的命。 

徐伏安，男，原荆门市京山县

中共政法委书记，二零一六年三月

二十九日，据湖北省荆门市纪委消

息，他被“双开”。 

焦俊贤，男，湖北省政府秘书

长、原荆门市委书记。焦俊贤于二

零零零年十月十一日被刑事拘留，

当月二十四日被逮捕，已被该院依

法提起公诉。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后，荆门市有几百法轮功学员进

京上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法

轮功真实情况。原荆门市委书记焦

俊贤积极配合江泽民集团全面迫害

法轮功的行动，残酷迫害荆门市法

轮功学员，有的学员被调查、询

问、做思想工作，被公安局传唤、

离岗进“洗脑班”，有的学员被关

到看守所，有的被判劳教。据传，

江泽民在湖北省荆门有一份关于法

轮大法的绝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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