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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法让我与医院绝缘了 

【明慧网】我是 1999 年 7 月

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的。我是一名注册税务

师、注册会计师，在一个区级税务

局副局长岗位上退休。 

我三十多岁就得了高血压、胆

囊炎、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颈

椎二、三、五节增生、腰椎间盘突

出等疾病。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

会因心脏难受被憋醒，只要是醒

着，心脏总是不舒服，速效救心丸

随身带着。在 2006 年，我再次晕

倒被送去急诊。大夫用手电照着我

的眼睛，说：“散瞳了！”眼球也

不会转动了。这次濒死经历着实把

我吓坏了，我还年轻不想死啊！ 

我决定试试妻子一再向我推荐

的法轮功吧。没想到，只是四套舒

缓的动功动作竟然就让我大汗淋

漓，学炼后，头也不再是晕晕的

了，心脏也不难受了，血压也恢复

到 80～120 毫米汞柱！我高兴极

了！法轮功让我彻底心服了！ 

之前我的医保卡里的钱每年都

不够看病用，修炼后我就再没使用

过医保卡了。自己与医院绝缘了。 

大法让我大小便宜不沾 

在税务局工作时遇到年啊节

的，收钱、收卡、收东西，都不用

背着别人；我修车从不花钱，甚至

就连十多元一瓶的玻璃水都让企业

给送过来；和别人碰车了，找保险

公司嫌麻烦，直接送到修车厂免费 

修。 我觉得都这样，挺正常。 

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按大法的

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我明白

了《转法轮》中

讲 述 的 “ 失 与

得”的关系与道

理，我不再收企

业的钱、卡了，

以前收的尽量退

回。大小便宜都

不能占。   

一次，我找

到一个给电厂供

货的老板，退回

当年因“关照”

他而收了他的一万元钱。老板嘴上

说：“那不算啥，应该的。”但表

情中带着警惕和诧异，我真诚地解

释说：“我现在信真善忍法轮大法

了，这钱不该收，得退给你。”老

板一下子释然了，说：“这么说法

轮功是真好啊，是真好啊！” 

我曾经通过同事收了一家企业

送的钱。修炼后我让他帮忙把钱退

回给那家企业了。 

这样的钱我退回了好几万。 

单位食堂每周都会做点心或其

它面食发给职工，管理食堂的干部

每次都优先把点心放到领导班子每

个人的车里，从不收钱。但我一定

如数付款。单位给领导配发的笔记

本电脑，虽然说是单位的固定资

产，但不论是领导调转或是退休，

都留下自己用了，已成惯例。我退

休时，主动把电脑还给了单位。 

在很多时候我不收钱、物。人

家都摸不准是咋回事，还以为嫌少

呢。我索性直接告诉对方：我是修

炼法轮功的。这样拒收就不难了。 

被下属谩骂之后 

一次因工作调整，一位桀骜不

驯、官宦之家出身的副科长觉得动

了她的利益，竟然在电话中对我破

口大骂，态度极其嚣张，我没有动

气、动心。后来她自己忐忑不安地

找到我向我道歉。我平和地和她谈

了局里如此安排的原因，对于她的

不冷静我表示不会往心里去的，她

不相信。我坦诚说修炼法轮功的，

她心里踏实了，说她的舅妈就是炼

法轮功的，以前她舅妈谁都不敢

惹，现在变得可好了，把她年事已

高的姥爷伺候的干干净净的。她和

她的全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之

后，她非常敬重地买了一件衬衫送

我，我不好再驳她的面子，就回赠

给她家孩子相同价值的物品。 

我的行为，让同事和好多人

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有一位同事的

母亲还走入法轮功修炼了。 

修炼法轮大法，让我找到了

生命的意义和幸福！◇ 

文/大陆大法弟子 

他是一名税务局副局长，在
当今社会大环境下，随波逐流，正
常的接受送来的钱、卡、物品等，
然而一场大病让他人生大转变，开
始拒受财物，下面是他讲的故事。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
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
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
过 5700 项。“真、善、忍”的信
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
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 
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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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中共这个迫害人

类的恶魔还在不断的施暴于民，但

它的残暴与邪恶已经被全世界正义

的人们曝光于天下，毁灭人类是它

存在的目的。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

恶徒即使暂时逃脱法律之网，也逃

不出天理之网，恶报时刻会以各种

方式降临到其头上。薄熙来、周永

康、李东生、苏荣、徐才厚、郭伯

雄、王立军、万庆良、张越、傅政

华等中共高官锒铛入狱，表面上因

为贪腐，在政治斗争中被剔除，实

际是遭到了天谴。下面再列举一些

浙江省近几年参与迫害法轮功诬陷

佛法遭报的例子，以警醒那些仍在

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的政

法系统官员。 

1、徐淼，台州温岭市市委书

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二零二一年

十月九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

万元，没收其非法所得。 

2、伍建利，台州市公安局局

长获刑 8 年，罚金 40 万。 

3、陶诚华，金华市政协原中

共党组书记、主席，因违规干预司

法、收受贿赂等诸多问题，二零二

一年一月被开除公职。遭恶报获刑

十一年六个月，罚款二百万元。 

4、盛夏锋，绍兴嵊州市政法

委书记，因严重违纪违法，二零二

一年一月被免职调查。 

5、江汛波，曾任衢州市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二零二一年九

月，涉嫌受贿罪被公诉。 

6、孟庆丰，原舟山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

记，在二零二零年六月十六日任公

安部副部长时被免职。 

7、蒋旭灿，二零一九年五

月，浙江省《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原党委书记、《宁波日报》社原社

长，被宁波市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

逮捕。 

8、赵应华，二零一九年浙江

缙云县公安局长遭报应被查。 

9、褚孟形，原宁波市海曙区

委书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10、陈云高，杭州市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原专职委员，严重违纪

违法，2021 年 4 月被开除公职，

2021 年 11 月被查。 

11、裘茂金，浙江省高级法

院执行综合处原处长，2021 年 6

月被开除公职，并收缴其违纪违法

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12、邵占维，原宁波市委政

法委书记在京参加“两会”期间，

心脏病突发猝死，终年五十八岁。 

13、徐行，杭州《都市快

报》副总编，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

下午，自杀离世，年仅三十五岁。 

14、王一义，《浙江日报》

报业集团总经理，二零一四年八

月，因受贿违纪被查，后被判刑十

二年六个月。诽谤佛法天理不容，

王一义被抓被判刑还只是恶报的开

始。 

15、 二零一八年八月一至二

日，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的政府官

员因涉嫌勾结黑社会，为黑社会做

保护伞，杭州滨江区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王慎非、纪委书记黄利

文、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凌

军、滨江区浦沿镇党委书记、副书

记、主任等七人被双规。又牵出市

局党委副书记朱伟静、浦沿街道书

记田少华、副书记来国炎、滨江区

党委、政法委副书记来国庆、住建

局局长隋延栋等人。王慎非、凌

军、来国庆是杭州市滨江区迫害法

轮功的头子。 

二十多年来，法轮功修炼者

以大善、大忍的胸怀，坦然面对无

辜的绑架、抄家、镣铐、酷刑、铁

窗……他们用心与智，只想告诉善

良的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 他们用灵与血，一心盼你

早日认清邪恶中共的真面目，明白

真相，彻底远离中共魔教。在宇宙

更新的当下，得到神佛的护佑，走

出人类正在面临的天灾、人祸以及

瘟疫的浩劫！ 

2001 年 1 月 23 日，“天安门

自焚案”震惊中外。随后，此案的

多处造假之处被曝光，揭示中共导

演“自焚”是为了煽动民众的仇

恨，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 

2001 年 2 月 4 日，美国《华盛

顿邮报》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

亮了中国的黑幕》，邮报记者亲自

到自焚死亡者之一刘春玲的家乡河

南开封实地调查，发现刘春玲靠在

酒吧三陪为生，不是法轮功学员。 

央视录像的慢镜头显示，刘春

玲是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 

“自焚者”王进东两腿间盛着

汽油的雪碧瓶在火焰中，竟然完好

无损；头发最容易被火燎，但是画

面中王进东的头发完好。 

警察本来是不背着灭火器巡逻

的，所谓“自焚”的当天，天安门

警察几分钟内从两辆警车里拿出 20

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此“突

发”事件。造假之处还有很多。◇ 

“天安门自焚”——中共炮制的伪案 
 

图：央视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
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
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
待，直到他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
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