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據明慧網報導，部分英國

法輪功學員 5 月 7 日，在倫敦

舉行遊行集會和慶祝活動。英

國多位政要發來了他們的節日

祝賀，表達他們對法輪功修煉

原則真、善、忍的認同，對法

輪功學員對爭取信仰自由所作

努力的支持，也表達了他們對

在中國發生的針對法輪功學員

的活摘器官罪行的強烈關注。

　　捎來賀信的除了七位國

會議員與區議員，六位男爵

夫人、勛爵與主教，還有《香

港觀察》聯合創辦人 Benedict 

Rogers 與中華民國僑務諮詢委

員藍國瑜。

　　澳洲墨爾本部分法輪大法

學員同一天也聚集在市中心的

女王橋廣場，以文藝演出的形

式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據大紀元報導，墨爾本不同黨

派多位政要及精英人士表有的

在現場發言，有的專門發來賀

信或祝賀視頻表達他們對法輪

大法的敬重與支持。

　　支持的政要：維州綠黨參

議員暨外交事務與多元文化發

言人賴斯（Janet Rice）、維州

聯盟黨上議院議員菲恩（Bernie 

Finn MP）、維州工黨議員多諾

蘭（Luke Donnellan）、聯邦參

議員候選人林布里克（David 

Limbrick） 與 奎 爾 迪（Tim 

Quilty）、澳洲越南社區協會

主席阮本（Bon Nguyen）、聯

邦大選一國黨候選人史崔翰

（Walter Stragan）、墨爾本民

運聯盟副祕書長暨民主新青年

召集人胡中南。

英國、澳洲墨爾本政要賀信紛至沓來

　　（明慧記者鄭語焉台灣報

導）5.13 來臨之際，台灣立法

院多位政要祝賀世界法輪大法

日，李洪志先生華誕之喜。

　　立法委員高嘉瑜說：「祝

賀李洪志老師生日快樂！我們

很感謝李洪志老師創辦了法

輪功，讓我們了解真善忍的精

神，讓更多社會層面淨化心

靈、提升道德，讓更多公義的

精神在世界流傳。」

　　許智傑立委說：「祝法輪

功能夠繼續推動順暢，能夠

幫助更多人健康快樂。」蔡易

餘立委譴責中共：「共產黨打

壓宗教自由，迫害法輪功，這

是全世界所無法接受的。」立

法院人權委員會會長王定宇表

示，法輪功學員永不放棄的精

神和意志力，有很多值得學習

的地方。

　　立法院人權委員會副會

長、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前理事長林昶佐立委表示，在

從事人權工作時，強烈感受到

法輪功學員願意跟大家站在一

起打拼，而不是只顧個人修煉

提升身心靈；學員會希望讓家

園、讓這個世界更有公義。 

　　趙天麟立委表示，法輪功

對世界很多地方的文化推展或

社區服務做出很大貢獻。劉建

國立委表示，長期以來和學員

有互動，親身感受學員們堅毅

秉持真善忍的信念，在世界各

地確實產生了正向的影響力。

　　時代力量黨主席陳椒華

立委近日觀賞了電影「沉默呼

聲」，她鼓勵大家多看真相、

別被中共欺騙。時代力量國會

黨團總召、人權律師邱顯智立

委表示，法輪功學員非常辛

苦，就像歷史上受迫害的信

徒，只要堅持就會看到希望。 

　　蔡適應立委說：「5.13 是

個得來不易、需要被珍惜的日

子。」他表示在海外有許多人

支持真善忍的理念，台灣就是

個很好的典範。 

　　（明慧多倫多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是法輪大法弘傳世界三十週年

暨第二十三屆世界法輪大法

日。在這普天同慶的日子到來

之際，加拿大各省市的政要在

四月份就開始紛紛用賀信和視

頻的形式為這個日子送上衷心

的祝賀和褒獎，讚揚法輪大法

給世界帶來的美好和福祉。 以

下是部分省級和市級加拿大政

要送來的賀信和褒獎譯文。

「擁有信仰的群體是 
社會的中流砥柱」

　　 安 大 略 省 省 督 伊 麗 莎

白 ﹒ 杜 德 斯 韋 爾 (Elizabeth 

Dowdeswell) 在賀信中說：特

別高興能夠在這個動盪的時

代，祝賀法輪大法學會迎來了

三十年慶典。你們的友誼和凝

聚力值得慶祝。我特此宣布安

大略省將慶祝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三日的法輪大法日。

　　在安省，擁有信仰的群體

是社會的中流砥柱。精神信仰

的傳統孕育了當今值得珍視的

價值觀，比如善良、慷慨與正

義。對法輪大法學員來說，修

煉就是在生活中和社會上，始

終都要求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

人。這本身是需要勇氣的。

　　謝謝這些年來所有法輪大

法學員的真心付出。希望你們

在繼續幫助他人的過程中，收

穫似錦的前程。我期待你們在

未來做出更多的貢獻。

「真、善、忍的價值觀

正是時代所需」

　　薩斯喀徹溫省省督羅素﹒

米拉斯蒂（Russell Mirasty）

在賀信中說：很高興代表加拿

大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陛下，向

慶祝法輪大法弘傳三十週年紀

念日的所有人表示問候。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分裂

和衝突的時代，而法輪大法所

信奉的真、善、忍的價值觀正

是時代所需。為了逃離中共對

信仰的迫害，法輪大法學員來

到加拿大，成為新移民。在面

對逆境的時候，學員們卻堅如

磐石。

　　我感謝在薩斯喀徹溫省修

煉法輪大法的學員，謝謝你們

對社區的付出與貢獻。

「感謝法輪大法群體 
所做的一切」

　　安省省議員奧斯特霍夫

（Sam Oosterhoff） 在 視 頻 中

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我

只想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你

們體現了加拿大共同的價值

觀：寬容、忍讓和信仰自由。

在加拿大，能夠實現信仰自由

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應該

慶祝的事情。

「大法注重提高道德和

個人修養」

　　安省倫敦市長埃德﹒霍爾

德 (Ed Holder) 在褒獎中說：

倫敦市認可法輪大法社區給加

拿大帶來的豐厚的文化內涵。

法輪大法注重提高道德品質和

個人修養。此刻，讓我們社區

的成員都聚集在一起，來慶祝

真、善、忍的根本法則。

「感謝讓更多人學會 
善良與忍讓」

　　弗雷德里克頓市長凱特﹒

羅傑斯（Kate Rogers）在賀信

中說：謝謝你們付出的努力，

讓社會更加和諧和健康。

　　感謝你們不斷讓更多人學

會善良和忍讓，為我們所有人

帶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加拿大政要恭賀法輪大法弘傳30週年

台灣立法院政要祝賀「世界法輪大法日」

	�台灣多位立法委員祝賀世界法輪大法日，李洪志先生華誕之

喜。感謝李洪志先生將法輪功弘傳於世，造福人群。 上排由左

至右：王定宇、林昶佐、邱顯智、高嘉瑜、許智傑； 下排由左至

右：陳椒華、趙天麟、劉建國、蔡易餘、蔡適應。

	�為慶祝法輪大法弘傳世界三十週年而發來祝福賀信及視頻的八位加拿大政要。第一排從左至

右：安大略省省督伊麗莎白 · 杜德斯韋爾 (Elizabeth Dowdeswell)，薩斯喀徹溫省省督羅素 · 米拉

斯蒂（Russell Mirasty），薩斯喀徹溫省薩斯卡通市市長查理 · 克拉克（Charlie Clark），里賈納市

長桑德拉 · 馬斯特斯 (Sandra Masters)。第二排從左至右：安省財政廳長彼得 · 貝倫法爾維 (Peter 
Bethlenfalvy)，安省省議員奧斯特霍夫（Sam Oosterhoff），安省倫敦市長埃德 · 霍爾德 (Ed Holder)，
雷德里克頓市長凱特 · 羅傑斯（Kate Rogers）。

　　據大紀元記者林丹紐約

報導，5 月 7 日在曼哈頓法

輪功學員集體煉功及豐富多

彩的 5.13「世界法輪大法

日」文藝表演活動中，法輪

大法信息中心發言人張而平

先生宣布：

　　紐約州各級政府和民意

代表、民選官員，包括聯邦

國會議員、紐約州參議員、

紐約州眾議員、紐約市議員

和多座城市的市長、郡長、

鎮長等紛紛給「世界法輪大

法日」發來褒獎和賀狀，今

年截至當日已收到 69 位各級

政要的褒獎和賀狀。

　　特別是紐約州參議會，

在 4 月 26 日全票通過了恭賀

「5.13 世界法輪大法日」的第

2278 號決議案，稱讚法輪大

法使人們身心受益、道德提

升、境界昇華。這是該議院

第十年通過決議案，表彰「世

界法輪大法日」。決議案由

紐約州第 42 選區參議員麥克

﹒馬圖奇（Mike Martucci）

發起，十位參議員共同簽署。

美國各地政府官員 
紛紛頒發褒揚令

明慧網 5 月初刊載了多

封來自美國官員的賀信，包

括：印第安那州州長法輪大

法日褒獎、底特律市長宣告

法輪大法日、佛羅里達州戴

維市宣布法輪大法日。

此外，弗吉尼亞州赫恩

登鎮市長 Sheila A. Olem 於

4 月 22 日告訴當地法輪功

學員，希望她的褒獎能幫助

制止中共迫害，喚醒更多關

注。 5 月 3 日，在美國國父

華盛頓總統曾經居住過的弗

州斯塔福德郡，法輪功學員

出席郡議會接受褒獎。

紐約慶大法洪傳30週年

 69政要褒獎

	�紐約州參議院 J2278 決議

案。（明慧網）

	�慶祝「世界法輪大

法日」，美國政府官

員紛紛發來褒獎令。

（明慧網）

2 2022 年 5 月 13 日 WWW.MINGHUI.ORG



迫害事實

	�文 : 覓真

　　母親節之際，筆者僅從明

慧網報導的修煉法輪功的母親

們二零二二年以來被中共殘酷

迫害致死的案例中列舉部分案

例，以揭露中共在迫害法輪功

學員中的慘無人道、邪惡至

極、滅絕人性，呼籲國際社會

幫助中國人民盡快結束這場迫

害！

　　案例一：遼寧省撫順市法

輪功學員曲彩玲女士，多次遭

綁架、非法關押、非法勞教一

年半、非法判刑九年，獄中慘

遭酷刑折磨，多次出現生命危

險；退休金被扣發二十年；不

斷的騷擾、恐嚇，長期的殘酷

迫害致使曲彩玲身體上、物質

上、精神上遭受極大傷害，她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含

冤離世，終年七十歲。

　　案例二：遼寧省瀋陽市遼

中縣優秀教師葉中秋女士，因

修煉法輪大法真、善、忍，講

真相，三次被非法判刑，共遭

受中共十二年冤獄迫害，二零

二零年十一月出獄時，已無法

正常行走，口齒不清，於二零

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含冤去

世，年僅五十四歲。

　　案例三：遼寧省大連市

六十九歲的法輪功學員張思琴

女士，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九

日被入室綁架、非法關押在大

連姚家看守所。二零二二年一

月二十七日早晨六點，家屬得

知張思琴在看守所離世。張思

琴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被非

法逮捕，十月二十八日被取

保候審，於二零二一年八月

二十七日被非法判兩年，並勒

索罰款五千元。

　　案例四：內蒙古巴林左旗

法輪功學員季雲芝女士，二零

二二年大年初一被左旗公安局

國保大隊徐劍峰等綁架迫害，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

慘死在巴林左旗醫院，終年

六十六歲。她生前在看守所遭

獄警和犯人的毒打，被折磨致

奄奄一息。她曾跟監室的人

說：「如果我死了，就是被迫

害死的。」

　　案例五：重慶市國防企業

長安公司二廠冶金科的退休工

程師、八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

王柳珍在邪黨人員長期迫害

中，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離

世。她曾被非法勞教兩次、三

次被關進精神病院摧殘，打毒

針、灌毒藥、被強行注射破壞

中樞神經的藥物，嚴重損傷她

的內部器官。邪黨人員長達十

多年對她進行二十四小時的嚴

密監控，還在她家門口搭建一

間小屋專門監視她，派九人三

班式、腳跟腳式的跟蹤監視。

監視人員受上級機關唆使，經

常對王柳珍老人毒打、推拉、

辱罵……曾用木凳打斷她的鼻

樑，打斷她的雙腿等。

　　案例六：四川省成都市郫

都區法輪功學員黃素蘭，女，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日被彭州

市警察綁架後，僅僅三天，

於二十三日被迫害致死，年僅

五十一歲。一個鮮活、健康的

生命，僅僅因為堅守真、善、

忍的信仰，在短短的三天時間

裏就慘遭扼殺！

　　案例七：內蒙古赤峰市紅

山區楊秀榮，女，七十七歲，

因不放棄按「真、善、忍」

做好人，被多次綁架、酷刑折

磨、敲詐金錢、勞教，被非法

判刑。二零二零年八月，她又

被扣發養老金，受到「斷糧」

迫害，不得不為生活奔波，身

心遭受摧殘，二零二二年二月

二十五日含冤離世。

　　在中共長達二十三年的迫

害中，這樣的案例真是難以計

數啊，筆者就是其中之一，妻

子已經被迫害致死十多年了！

每到清明節到來的時候，孩子

們都會到他們的母親墳前敬香

以示祭奠，我也在心中默默寄

托對千百萬被中共迫害致死的

母親們的哀思。

　　據明慧網近日報導，四月

二十五日，美國國際宗教自由

委員會（USCIRF）公布二零

二二年度全球宗教自由報告。

報告說，「中國的宗教信仰自

由狀況繼續惡化。中共仍在

迫害法輪功，去年至少有 101

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致

死。」這百人中至少有一半以

上是可敬的母親，二十三年的

迫害中有多少位母親被中共迫

害致死？中共在屠殺我們母親

們的同時，也在毀滅著我們的

家庭，達到它們毀滅人類的終

極目的 !

　　目前國際社會特別關注法

輪功，自一九九九年以來，中

共已連續二十三年被列入「特

別關注國」，要求中共立即停

止和結束對法輪功長達二十三

年的殘酷迫害。告慰母親們，

相信這場迫害不會太久了，中

共的解體滅亡指日可待，為母

親們沉冤昭雪的日子就要到來

了！我們在緬懷被中共殘酷迫

害致死的母親們的時刻，也在

寄托對母親們的哀思！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導

　　瀋陽市法輪功學員吳大

興，因為堅持真、善、忍信仰

和做好人， 被中共非法判刑三

年，期間遭受酷刑折磨。他還

被長期跟蹤騷擾，身心受到

嚴重摧殘與傷害， 於二零二一

年二月四日含冤離世， 年僅

五十二歲。

修大法脫胎換骨

　　一九九六年，吳大興無意

中看到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

法輪》時，就愛不釋手，走進

了大法修煉。

　　他的妻子宮外孕後一側輸

卵管被切除，另一側扭曲，醫

生診斷結果是：不見得再懷孕

了，幾率特別小。吳大興開始

修煉法輪大法後，妻子每天陪

他一起學習寶書《轉法輪》，不

知不覺中，妻子懷孕了，順利

生下一男孩。每當提及此事，

夫妻倆總是說：「這孩子是大

法給的。」

　　吳大興年輕時抽煙、喝

酒，脾氣暴躁，好勇鬥狠。他

修煉法輪大法後，脫胎換骨，

做事也能為別人著想了，學會

了換位思考。對遇到困境需要

幫助的人，他總是慷慨解囊，

認識吳大興的人都覺得他變化

很大：為人真誠、心地善良、

很講義氣。

　　吳大興從事裝修行業近

二十年。修煉法輪大法，開啟

了他的智慧，使他掌握了很多

專業技能，提升了工作中的能

力與效率，設計巧妙、預算合

理、工程質量高、完工速度

快、售後服務好，令客戶非常

滿意。

遭構陷蒙冤入獄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吳大

興依法進京上訪為法輪大法說

句公道話，被非法拘留七天，

同時被所在單位——瀋陽重型

廠分廠無理開除公職。街道、

派出所人員也經常騷擾他。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三日

晚，吳大興在家中遭到瀋陽市

鐵西區刑警隊、「六一零」國

保大隊警察等十餘人綁架並抄

家。惡警搶劫私人財產，包括

電腦、手機、法輪功書籍等，

價值上萬元。

　　吳大興被綁架到鐵西區輕

工派出所，遭到非法審訊及酷

刑折磨。以李征為首的幾個惡

警對吳大興暴力毆打與摧殘：

惡警用後腳跟刨吳大興的大腿

內側，致使其肌膚呈青紫色，

半個月不敢動；用皮帶猛抽吳

大興頭部、用拳頭連續擊打面

部；四個惡警將吳大興摁在地

上，用腳踩、手摁、用電棍電

擊手心、手背、腳心等處……

酷刑迫害持續到後半夜。次日

凌晨，警察又強迫吳大興按手

印、簽字，把他劫持到瀋陽市

看守所非法關押。

獄中被強迫坐尖板凳

　　吳大興遭警察構陷，於二

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被瀋陽

市鐵西區法院枉判三年冤獄，

非法關押到本溪市溪湖監獄。

　　在獄中， 吳大興因抵制

「轉化」被強迫坐板凳，同時用

雙手抱頭頂住牆；他還被強迫

長時間坐尖板凳。尖板凳是一

種酷刑刑具，板凳面寬約八公

分，高約十公分，面呈九十度

三角形，稜朝上。坐上使人非

常痛苦。

　　吳大興還被逼迫看誣陷法

輪功的錄像，被惡警威脅恐

嚇、侮辱謾罵，還被多人包

夾，不允許說話。

　　包夾人員都是獄方精心挑

選的毫無人性、心狠手辣的邪

惡打手，他們經常對吳大興拳

打腳踢、用木棒和掃帚擊打他

頭部，強迫他做奴工，等等。

　　二零零八年冬天，有出監

人員給吳大興的家人捎信兒：

說吳大興在監獄裡被迫害得很

嚴重。吳大興的妻子馬上到監

獄找到相關負責人，要求帶丈

夫去看病。在這之後，監獄對

吳大興的迫害才有所收斂。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吳大

興結束冤獄回到家中。

幼小的兒子遭受株連

　　因中共迫害留下的陰影，

吳大興和家人商量，想換個居

住環境，於二零一零年第一次

搬家。沒曾想，搬家後，仍然

遭到警察跟蹤騷擾。一天晚上

七點，警察敲門，吳大興跳露

臺窗戶走脫。之後，不法警察

到技校追問吳大興的兒子他爸

爸的去向，造成孩子不得已停

學一段時間。迫害信仰真、

善、忍的好人，還要騷擾孩

子，當時連學校的老師都看不

下去了。

　　吳大興被綁架後，他的母

親一股急火，導致突然間失

明。結束冤獄回家後，吳大興

雖然盡心盡力孝順母親，但老

人最終離世，吳大興很傷心，

變得心情壓抑、沉重。

　　而這期間，警察又多次打

電話騷擾，吳大興為躲避迫

害，再次搬家。

　　 

做好人遭迫害冤逝

　　歷經冤獄迫害和長期的跟

蹤騷擾，致使吳大興的身體每

況愈下，最終出現冠心病綜合

症狀態，於二零二一年二月四

日含冤離世，年僅五十二歲。

　　聽聞消息的親朋好友無不

為他悲傷、惋惜、遺憾，同時

也在為這個曾經幸福而今破碎

的家庭難過、落淚，吳大興的

妻兒更是悲傷至極。

　　願更多的正義之土、善良

之人能夠站出來揭露邪惡迫

害，曝光中共的罪行，制止這

場迫害，讓它不再繼續。

　　願更多的世人能夠盡早明

白真相，看清邪黨本質，遠離

邪惡，為自己的生命與未來負

責！

母親節的哀思

曾遭「尖板凳」酷刑  瀋陽吳大興被迫害離世

	�五十二歲的瀋陽市法輪功學

員吳大興在迫害中去世。

	�紐約法輪功學員靜靜地坐在紐約中領館對面，燭光悼念在過去 22 年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們。

	�酷刑演示：強迫長時間坐尖

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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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中國大陸某軍醫大
學病理教研室教授

　　一九九八年，（中國）國

務院兩次批示，將氣功和人

體科學歸口到國家體育總局

統一管理。國家體總根據這

一精神，下達了一系列專門

文件，並對在健身功法中發

展最快，在群眾中影響最大

的法輪大法（法輪功）進行

了全面、公正的調查了解。

　　為了配合體委這次調

查，包括筆者在內的由不同專

長的醫師、醫學教授等專家

組成的調查小組於一九九八

年九月對廣東省的廣州、佛

山、中山、肇慶、汕頭、梅

州、潮州、揭陽、清遠、韶

關等市約 1.25 萬餘名法輪大

法學員身心健康狀況進行了

表格抽樣調查。

　　這次表格抽樣調查學員

12553 人，其中患一種以上疾

病的學員 10475 人，占調查

總人數的 83.4%，通過幾個月

或幾年的修煉，患

病學員的身體狀況

大為改觀，祛病效

果十分顯著，痊癒

和基本康復率為

77.5%。加上好轉

者人數 20.4%，祛

病健身總數有效率

高達 97.9%。

　  特別是被調查者的心理

狀況和精神狀況得到極大改

善， 有 89.4% 的 學 員 認 為

通過修煉法輪大法後心性變

好，道德回升，心理得到了

徹底的自我調節和提高。只

有 129 人填寫「沒有變化」僅

佔被調查對像中的 1%。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媽，你就像一隻鳥！」

兒媳看到婆婆在兩個高凳間邁

來邁去擦天花板，很輕盈的樣

子，不禁這樣說。那個高凳，

兒媳都不敢上，腿發抖。

　　這位婆婆（下稱張姨）已

經七十四歲，但看起來像五十

多歲，腰板挺直，滿面紅光，

眼神發亮。而二十四年前，她

一身的病，醫生說隨時有生命

危險。

　　張姨生性木訥、自卑，在

人前不敢說話。如今，她講起

話來滔滔不絕，聲音洪亮，在

家族中深具威望。在張姨身

上，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

從命危到無病一身輕

　　張姨沒有文化，被婆家的

人看不起。長期的委屈壓抑，

她得了一身病：心臟病、胃

病、附件炎、結腸炎、偏頭痛

等等。因為長期生病住院，家

裏欠了很多債。

　　有時，張姨跑到野外無人

的地方放聲痛哭，一度想尋

死。她老伴說：「你就像個鬼，

看到嚇人一跳。」那時，她不

到五十歲，一米六六的個子，

才九十四斤，臉色發黑。

　　就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之時，張姨聽朋友說法輪大法

是「佛法」，一下來了精神，

從此走進大法修煉。

　　張姨不識字，修煉後同修

讀法，她聽。同修後來懈怠，

不讀了，她急得直哭。結果睡

一覺醒來，她就能讀法了，一

字不差。修煉大法僅三天，張

姨所有的病都沒有了，走路輕

飄飄的。

　　張姨年輕時大梁骨就有三

個縫隙，大小能插進去手指

頭，躺下非常疼。只能抱著

枕頭坐著睡，每晚最多睡兩小

時。修煉第二天打坐時，她聽

到「嘎崩」響三下，從此腰病

好了。如今，她年逾古稀，體

力超過年輕人，還能上房掃雪。

不計前嫌 孝敬公婆

　　大法師父在《轉法輪》中要

求弟子：「在各種環境中都得

對別人好，與人為善」。修煉

後，張姨用真、善、忍的標準

要求自己，漸漸不再計較婆家

對她的不公，成為公婆三個兒

媳中最孝順的。

　　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間，張

姨騎車一百多里地，給公婆送

吃的。公婆生活不能自理，房

間味道大，別人不願進，只有

張姨悉心照顧二老。

　　後來，張姨和老伴將公公

接過來照顧。公公耳背，張姨

囑咐兒子和兒媳，不管心情多

不好，都要在爺爺面前展露笑

臉，這樣爺爺雖然聽不見，也

會很開心。

　　公婆有三個兒子，張姨的

老伴是二兒子。二老先後去

世，大兒子、三兒子也先後去

世。公婆的遺產落到大兒子家

的兩個孫子手中，兄弟倆爭得

不可開交，找二嬸（張姨）主

持公道。張姨給他們講道理，

他們心服口服，對各自分得的

財產都很滿意。公婆的財產，

原本張姨和老伴也有一份，但

他們什麼都沒要。

一人煉功 全家受益

　　張姨的家人都相信大法，

並從大法中受益良多。

　　一次，老伴意外傷到自己

的一隻眼睛，眼球都掉出來

了，只連著一點線。他馬上

將眼球揉進眼眶，只流了些血

水，四、五天就完全好了。至

今十多年過去，眼睛一直很

好，七十四歲了眼不花。老伴

知道是大法師父保護了他。

　　孫女五、六歲時從房上摔

下來，扭傷膝蓋。她陪著孫女

打坐。兩、三天孩子就能出去

玩了，不知不覺完全康復。

　　張姨的弟媳得了糖尿病，

爛屁股，奇臭。張姨將她接到

自己家，一起煉法輪功。弟媳

半個月康復回家。

結語

　　在當今的中國大陸，普通

百姓看病難、看病貴，一場大

病可以把全家掏空。就算家財

萬貫，得了絕症也無可奈何。

即使身體健康，當人與人之間

關係緊張、面對委屈不公時，

那種心靈的痛苦甚至更難過。

有多少家庭婆媳關係緊張？又

有多少家庭因為分財產而手足

反目、甚至訴諸法庭？

　　法輪大法以祛病健身奇效

和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億

萬民眾走入修煉，數不清的絕

症病人獲得新生。

　　大法師父教人遇事向內

找、與人為善、不求名利，修

煉者人際關係得到改善，家庭

變得和睦。修煉人遇事不爭，

胸懷坦蕩，活得更輕鬆。這就

是信仰的力量。

　　像張姨這樣的事例，在法

輪大法修煉者中數不勝數。

心血管血栓患者康復

祛病健身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二零一六年，我的後背

和前胸開始疼痛，去醫院檢

查，也沒查出是什麼病。回

家後，只是吃一些止疼藥。

　　一天下午，我的胸部突

然疼痛不止，吃藥也不管用。

就這樣疼了一晚上，實在堅

持不住了，給兒子打電話，

開車到市醫院掛急診才查出

是心血管血栓。

　　醫生說要趕快手術，手

術費要三萬元。兒子急忙給

兒媳打電話說：「媽的病要做

手術需要三萬元。」兒媳立馬

說：「沒問題，你在那好好陪

著媽，我去湊錢。看著兒子

兒媳為我的事出錢出力，我

心裏感覺暖暖的。

手術後又遇車禍

　　手術後，我的身體恢復

得差不多了。

　　有一次，老伴開三輪車

載著我回家時，被一輛摩托

車給撞翻了，我和老伴被甩

到公路外兩米多深的坑裡。

過路的村民看到後，趕快把

我抬上來，我當時就不能動

了，滿臉是血。

　　大兒子開車把我送進醫

院。經檢查後發現腰椎兩節

錯位，手術費和住院費一共

花五萬多元。

　　出院後，我什麼活也幹

不了，只能靜養。

　　修煉法輪大法的兒媳

婦，勸我跟他們一起煉功，

我沒聽進去。

　　一年後，我身體稍微恢

復了。有一次，搬重物把我

的腰抻了一下，我疼得不行，

只能在床上躺著。正月初二，

找人拔火罐，拔完之後，更

加動彈不得。

學法煉功後身體好了

　　我大兒子一家回來過

年，看見我這樣，都想要把

我扶起來，但是我疼得誰也

不讓動。這時兒媳堅持把我

扶起來，讓我跟他們一起煉

法輪功。

　　但是當時我根本都站立

不了，兒媳和孫女一邊一個

扶著我，讓我煉。

　　第一套功法還沒煉完，

我就可以自己站著。當時發

自內心地感受到了大法的神

奇，和他們煉完了一套功法。

　　後來兒媳給我拿來了大

法書，和我一起學法煉功。

學法煉功一年多後，我感覺

到身體越來越好了。

　　更神奇的是，折磨我大

半輩子的皮膚病也不治自癒

了。原來我身體不好，農活

全都落在了老伴一個人身

上，如今我的身體好了，也

能和老伴一起干農活了。別

人看見我，都說我變年輕了。

　　我從心底裡感謝大法師

父的慈悲救度。

　　經歷了這麼多人生的坎

坷，吃了很多藥也沒讓我的

病好。直到我修煉了大法，

才有了好的身體，更讓我看

到了人生的希望。

古稀老人修大法 身輕體健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程 程 是 我 的 侄 兒，

一九九八年出生，帶有先天性

肝大。他出生之前，有個姐姐

就是得這個病死的。武漢兒童

專科醫院斷定，這種先天性小

兒肝大只能活幾歲，家人帶著

程程傷心地回家了。

　　回家後，程程的狀態一天

比一天差，頭髮掉光了。因為

他吃什麼都不消化，吸收不了

營養，只能看著他躺在床上慢

慢死去。

　　那時，我已經修煉法輪大

法，親身體會到大法的超常。

我原來身體不好，三十九歲就

不來例假了，視力模糊，還有

頭疼病、氣管炎。學法輪功

後，所有這些病都不翼而飛。

　　我想只有法輪大法能救程

程！我跟丈夫說，給我兩個月

時間，讓我了這個心願，他同

意了。

　　於是我回娘家，開始念《轉

法輪》給程程聽，兩三天的時

間，程程就有了根本的變化。

他能消化了，他想吃什麼就給

他吃什麼，臉上紅潤起來，頭

髮也慢慢長出來了。

　　我叫程程的媽媽給他看大

法師父的講法錄像、聽講法錄

音，教他記住「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程程十三、四歲就長到一

米七幾，現在二十二歲了，沒

有花錢看病。我知道，程程要

不是遇上大法洪傳就沒有他今

天的存在。感謝大法！

患肝病孩童獲救

	�老年法輪功

學員打坐，與

本文人物無關。

國家體總：法輪功祛病健身總有效率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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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章明之

 

　　神佛到底存不存在？對於

希珂爾和塞繆爾來說，答案是

肯定的。為什麼呢？

 

疫情中的奇蹟

　　今年一月七日，明慧網在

一篇題為《染疫垂危　德女子

念九字真言康復》的文章中講

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去年十一

月，德國慕尼黑機場女安檢員

希珂爾 · 瓦格納感染上了中共

病毒，她發燒高達 41 度，咳

嗽得十分厲害，感覺自己「不

可思議的虛弱」，「覺得自己快

要死了」。於是她問自己的先

生怎麼辦，修煉法輪佛法的先

生讓她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希珂爾照著做了，不

停地念著。就這樣，沒有吃藥

打針，病毒離她而去，一切恢

復正常的她又回去上班了。

　　也是在同一天，大紀元也

報導了一位感染中共病毒且一

度生命垂危的墨西哥城汽車商

人塞繆爾 · 阿爾瓦拉多，在被

送入醫院幾乎無法呼吸後，他

想起了曾修煉過的法輪功，

想起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這「九字真言」，遂不停

地念。 18 天後，沒有插管的

他完全康復並順利出院。

　　這樣的例子在疫情爆發的

這兩年在中國國內和國外都不

少見。僅僅念「九字真言」、

不用打針吃藥就能戰勝病毒，

讓很多迷信科學、相信無神論

的人難以置信，也不願相信。

他們試圖從科學的角度解釋，

比如他們實際的情況不嚴重，

他們自身的免疫力發揮了作

用，等等。

　　然而，這樣的解釋在親身

經歷者面前卻十分蒼白，因為

他們清楚自己身體感染病毒後

的情況，更明白生命的轉機因

何而發生，他們相信這是神蹟

在人間的展現。

　　曾經是無神論者的希珂爾

由此而轉變，開始走入了修

煉。見證了神蹟的塞繆爾告訴

世人一個真機：「真心相信法

輪大法好，你會得到拯救。」

　　希珂爾由相信無神到相信

有神，讓無神論者的「神在哪

裡？我看不到，所以沒有神」

的說辭變得很可笑。

　　因為你看不到，並不代表

別人看不到，也無法證實神並

不存在。當一個人切切實實感

受到神蹟時，他的靈魂一定會

從根本上受到觸動，從而在認

知上發生改變。

　　事實上，從古到今，在這

個世界上，看見過神、感受過

神蹟的人並不少，也從不缺少

許許多多科學無法解釋的現

象，中外古籍中都不乏記載。

即便在當代，見諸媒體的這樣

的例子和現象也是不勝枚舉。

　　比如二十多年來，無數修

煉法輪功的人疾病消失、恢復

健康的身體；十幾年來，無數

誠念「九字真言」的人同樣逢

凶化吉、遇難呈祥。科學對此

難以解釋。

災難中的奇異現象

　　比如近年來在世界各地都

發現了大量的耶穌、聖母瑪利

亞雕像流淚，甚至流血的神

蹟，包括科學家、知名人士都

曾經目睹。化驗發現，流出的

血和淚的分子成分和人類的血

和淚成分相同，但是科學家卻

無法解釋它們來自何方。有宗

教界人士認為，這是神在為人

類承受罪過，同時警示人類。

　　比如二零一一年中國傳統

新年期間，瀋陽萬鑫大廈發生

大火，兩棟樓幾近被毀，不過

大廈內一尊木製佛像卻完好無

損。同年三月，日本大地震和

海嘯後，在宮城縣名取市，一

尊地藏菩薩像巋然矗立在被海

嘯摧毀的廢墟上。十一月，紐

約遭受颶風，一尊站在聖龕中

的聖母瑪利亞雕像，完好無損

地矗立在斷壁殘垣中。

　　二零零五年，在造成了

二十多萬人死亡的東南亞特大

海嘯中，多地均發現了矗立在

斷垣殘瓦上、在滾滾洪流中不

倒的佛像。

　　神佛像在災難中完好無

損、屹立不倒，讓無神論者無

言，讓信神者們有所感悟。

　　斯里蘭卡的一名叫蘇馬

納（Sumana）的僧侶在接受

美聯社採訪時說道：「自然界

懲罰了這些人，因為他們沒有

遵循佛的指引。人們應該從中

吸取教訓。」另一個名叫哈夏

（Harsha）的斯里蘭卡人也表

示認同：「民眾並不認為這只

是一場大災難，這更像是上天

在告訴他們，是該改進他們的

行為的時候了……斯里蘭卡人

在海嘯過後都變得更好了。」

　　比如在古今中外瘟疫中，

瘟疫明顯在躲開一些人，即便

他們想主動擁抱死亡求速死。

還有那些在飛機失事、地震、

泥石流、颶風等眾多災難倖存

的人們，誰在災難中將他們救

下？科學和無神論者同樣無法

給出合理的解釋。

宇宙運行中蘊藏天機

　　至於宇宙中諸多的奧祕，

如地球到太陽的距離和地球圍

繞太陽的公轉速度，太陽平穩

的氫核聚變等，又是誰精準計

算和安排的？是誰在推動他

們？宇宙的黑洞裡有什麼？

　　無神論根本不知如何解

釋，而真正的科學家（例如：

牛頓、愛因斯坦）發現唯一的

答案只能是「神」！

　　這無處不在的神蹟，其實

都蘊含著神的慈悲，神亦通過

這些點醒世人：神是真實的存

在。人要仰望、信賴神佛，並

遵循神佛的指引，做一個善

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得到

神的保護。如果背離神佛的指

引，並且無度的做壞事，那將

必然遭到天譴。

　　如果說科學和無神論者無

法證實神不存在，那麼有神論

者卻可以證實神的存在。七百

多年前，曾經經歷過神蹟的

意大利最著名的神學家和哲

學家聖托馬斯． 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 在《神 學

大全》中就「神存在」之命題從

五個方面進行了論證。他的結

論是：「任何能使人類認清真

理的智慧都是由上帝所先行賦

予的。」

　　在阿奎納來看，人類存在

的目標是要與神結合並且建立

永恆的連結，這個最終的目標

也與人在世時的作為有關。阿

奎納指出，個人的意志必須被

指揮朝向正確的方向，例如慈

善、和平，以及神聖，他認為

這是達成幸福的途徑。

　　阿奎納五個論證的方法中

的第一個方法是：從事物的運

動即變化方面論證。他指出，

一件事物，只要是現實的，它

就在運動。凡事物運動總是受

其它事物推動。一個事物的運

動為另一事物所推動，以此類

推，但又不能推到無限。因

此，必有一個不受其它事物推

動的第一推動者，這就是神。

牛頓等大科學家 
為何堅信神的存在

　　後來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

和牛頓亦秉持相同觀點。發明

相對論的愛因斯坦認為，「一

切都是設計好的！」「宇宙擁

有多少星球，而每一星球按照

某一軌道運行無間，此種安排

運行的力量就是神！」「如果

將來有什麼理論能代表科學的

話，那一定是佛法，因為佛法

太完美了，已經達到了至善的

境界。」

　　「歷史上最傑出的科學

家」、「物理學之父」牛頓在談

到自己的科學成就時曾說，他

不過是在「追隨神的思想」、

「照神的思想去思想而已」。

　　他對無神論嗤之以鼻，認

為「這個世界如此絢麗多彩、

井然有序，各種運動如此錯綜

複雜，只能是出於指導和主宰

萬物的神的自由意志。」「在

沒有物質的地方有什麼呢？太

陽與行星的引力從何而來呢？

宇宙萬物為什麼井然有序呢？

行星的作用是什麼？動物的眼

睛是根據光學原理設計的嗎？

豈不是宇宙間有一位神嗎？雖

然科學未能使我們立刻明白萬

物的起源，但這些都引導我們

歸向萬有的神面前。」

　　不僅僅愛因斯坦和牛頓相

信宇宙間有神的存在，還有很

多大科學家也都相信。如大天

文學家哥白尼、近代力學之父

和現代科學之父伽利略、電報

之父莫爾斯、火箭之父范伯

郎、物理學家居里夫人、諾貝

爾獎創辦人諾貝爾、第一位

諾貝爾獎獲得者倫琴、發明無

線電通信的馬可尼、發明種牛

痘的琴納、發明飛機的萊特兄

弟、現代航空之父和火箭之父

馮布勞恩、現代實驗科學創始

人培根、量子論創始人普朗

克、昆蟲學界泰斗法布爾、生

物學界泰斗巴甫洛夫……

　　顯然，如果我們相信世間

的一切都是神創造的，神安排

的，神在俯視著我們；那麼我

們就會對這個未知的世界多

了敬畏，就會思考「我們是從

哪裡來的，將到哪裡去」的問

題，就會相信善惡有報並非無

稽之談。我們就會歸正自己的

行為，遵循神的引導；而不是

在無神論的影響下，無度地放

縱自己，離神越來越遠，從而

被神拋棄。

身邊的神蹟 科學無法證實神不存在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我有位趙姓同學，上世紀

九十年代的時候，家裡經濟很

困難。

　　他父母身體不好，經常生

病，妻子沒有工作，故經常向

我借錢。

　　一九九九年，中共開始迫

害法輪功，要收毀大法書。我

把我的大法書放到這位同學

家，他們全家人都很善良，精

心保管大法書，一直到我後來

取走。

　　這一善舉給他家帶來了福

報。他家在一所高中承包經營

商店，從那時起，商店經營得

越來越好。

　　接著，他家又承包了學校

的師生食堂。後來又同時經營

另一所高中的商店和食堂。

　　趙姓同學因保護大法經書

得了福報，從一個經常借錢的

人，變成了有錢人。

局長不吱聲 官職連升

　　我因為去北京上訪，為法

輪功說句公道話，被免去官

職，調回局裡辦公。上級部門

又指派一位副局長，負責看管

我的一切行蹤。

　　在他看管我的這一段時間

裡，我經歷了很多事情。然而

這位副局長，從來沒有說一句

大法不好的話，也沒說一句我

的事情。

　　在迫害瘋狂、血雨腥風的

年月，敢這麼做的人已經很

少。這位副局長因為善行也得

了福報，升為正局長，後又調

到市裡升任更好的官職。

科長送錢解難得福報

　　我因修煉法輪功被邪黨非

法勞教，妻子也因為修煉法輪

功遭迫害，工資只開一半。我

的父母沒有工作，孩子又上

學，家裡經濟拮据。

　　有一年，恰逢過年，我們

單位科室的兩位正副科長，來

我家探望，拿出兩千元錢安慰

老人和孩子。這是危難時刻的

善舉。

　　非法勞教結束後，我重回

單位上班，兩位科長也沒有另

眼看待我，也沒有說修大法不

好，一直默默地照顧我。後來

他倆都得到升遷，科長升為一

把手局長，副科長升為副局長。

福報三則：借債人變成有錢人

	�斯里蘭卡加勒寺廟前，佛像

在海嘯侵襲中絲毫無損。

	�一尊完整的木雕佛像站立在泰國普吉島一間被毀壞的商店前。

	�日本宮城縣，一尊地藏菩薩像矗立在被海嘯摧毀的廢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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