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王英美國聖麗

安珠報導）弗洛﹒蒙哥馬利

（Flo Montgomery）女士看到

法輪功學員祥和的煉功場面，

走過來詢問：哪裏可以學煉法

輪功？她並模仿著法輪功學員

的煉功動作。當她了解到法

輪功的原則是真、善、忍，修

煉法輪功可以改善人們的免疫

系統，緩解壓力和憂慮後，她

說：「這個原則太美了，我喜

歡運動，這個功法正是我需要

的。」

　　二零二二年六月四日，

美國北加州聖麗安珠市（San 

Leandro）舉行櫻桃節遊行，

法輪功學員應邀參加。 

　　遊行從上午十點開始，除

了遊行外，聖麗安珠市還舉辦

了慶祝建市一百五十周年的活

動，包括：中國舞表演、服裝

表演、武術表演等，還有民眾

喜愛的櫻桃販售攤位和各種街

頭美食。 

　　參加遊行的法輪功學員李

慧梅表示：「在中國大陸，很

多民眾沒有機會了解大法真

相。在美國，我們通過參加遊

行，可以讓人們了解大法的美

好。觀眾看到我們，都給我們

鼓掌，向我們揮手。」

　　遊行的組織者伊利﹒黃

（Ely Hwang）看到法輪功學員

的隊伍，高興地說：「法輪功

太美了，我們非常高興法輪功

學員能來參加今年的遊行。他

們是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遊 行 裁 判 茉 莉 ﹒ 摩 爾

（Jasmine Moore） 表 示：「他

們精神飽滿，能量很強。我看

資料上說煉法輪功可以緩解憂

慮，太好了，我就有憂鬱症。」

她表示會記住法輪功學員告訴

她的「法輪大法好」。裁判傑

瑞 ﹒ 漢 娜（Jerry Hanna） 也

說：「我喜歡法輪功的真、善、

忍原則。法輪功學員精神抖

擻，充滿活力，服裝鮮豔。」

　　聖麗安珠市民德爾（Del）

表示：「他們很祥和、平和，

我在公園看到過他們煉功，他

們真的很棒，非常有神性。」

「法輪功的真、善、忍原則正

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

　　觀看遊行的保拉（Paula） 

說，「你看現在世界上發生的

事，我們需要這些：緩解壓力

和憂慮，增強免疫力對抗中共

病毒，法輪功太棒了。我可以

留下這張傳單嗎？謝謝。」

　　 另 一 位 居 民 埃 里 克

（Eric）說：「我喜歡這支隊

伍，我喜歡他們協調一致，動

作整齊的動作。有年幼的、上

了年紀的，他們看起來非常美

妙。很高興在聖麗安珠市看到

他們。」 

　　遊行結束後，琳達﹒莫林

（Linda Morine）女士在回家

的路上遇到了法輪功學員，她

很高興地與他們合影留念。她

表示，曾去中國旅遊，「中國

人非常善良，但是我知道中共

非常邪惡，他們還活摘人體器

官。」

　　作為基督徒，她很欽佩法

輪功，「法輪功真、善、忍的

原則絕對是無比美妙，我絕對

支持你們。每次遇到法輪功學

員，我就越了解法輪功。」 

	�文 : 俄羅斯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六月四日，法

輪功學員在莫斯科市比爾尤利

沃植物園（Biruliovsky）舉辦

活動，向民眾介紹法輪大法的

美好。

　　在活動中，學員們在舞台

上演示功法，同時還有歌舞、

腰鼓和舞龍表演等。法輪功學

員組成的舞龍隊裏有企業家、

公司負責人、新晉電影人等。

法輪功小學員們的舞蹈和樂器

表演尤其受到觀眾的歡迎。

　　舞台旁邊設有桌椅板凳，

可以現場學做紙質小蓮花和學

寫中國漢字。不光是小朋友，

連成年人都表現出對中國文化

的熱愛。到處都可以看到觀眾

手中作為禮物收到的色彩鮮豔

的紙蓮花，其下附有印著「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字

樣和法輪大法網址的綴飾卡。

　　在製作紙蓮花和學習寫漢

字的過程中，很多人了解到了

在中國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迫

害的真相。

　　葉卡捷琳娜和維克多帶著

女兒瑪莎和薩莎來植物園遊

玩，看到法輪功學員的活動，

她說：「這樣的活動在公園裏

舉行，很好。」「使人們可以

了解中國的古老文化。歌舞表

演也很好看。同樣非常重要的

是，法輪大法的修煉蘊含著道

德價值，比如說，跳舞不應該

只是跳舞，要以善良為指導，

培養兒童和成人的積極品質。

我丈夫和我都贊同這一點。」

　　另一位遊人拉里薩表示很

喜歡法輪功學員的表演，她

說：「真的讓我精神振奮。這

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表演。色彩

繽紛、有音樂、很明亮。」

　　拉里薩並說：在表演中，

我能感受到來自表演者的光和

能量。心情立刻發生了某種變

化，獲得了平靜。讓人覺得很

和諧，感到現在世界上存在的

所有負面因素都消失了。 

　　年輕夫妻埃琳娜和安德

烈，帶著女兒達莎學做紙蓮

花。達莎說：「今天我學會了

如何製作紙蓮花，我非常喜

歡，它很美。」埃琳娜說：「我

們在這個過程中明白了，無論

多麼困難，無論心情多麼糟

糕，蓮花提醒我們，一切都可

以克服，我們不應該灰心和沮

喪，而應該繼續努力。」 

莫斯科植物園 遊客學習法輪大法

舊金山櫻桃節遊行 
居民：法輪功正合所需 	�文 : 奧地利法輪功學員

　　聖珀爾滕（St.Pölten）

是奧地利最古老的城市之

一，其巴羅克風格的老城和

幾座博物館是吸引遊客的亮

點。在集市日很多人都會到

這裏來購物會友或者是坐在

初夏的陽光下享受咖啡。

　　二零二二年六月四日，

身著鮮亮黃色 T 恤的法輪功

學員和他們的煉功音樂吸引

了民眾的目光。很多人從法

輪功學員手裏欣然接受了有

關大法修煉的資料，並且諮

詢在網上學煉功法的信息。 

　　許多民眾停下腳步傾聽

法輪功學員的講述 : 在中國

是真的有人因為堅持煉這個

有利於身心健康的功法、想

做個好人而被逮捕；以及他

們在被非法關押中的遭遇。

　　法輪功學員擺出來的呼

籲迫害請願書很快就被填滿

了。

　　一些路人觀光客馬上存

下法輪大法網站，想稍後在

主頁上用他們自己的母語進

一步了解相關內容。

　　一位身材壯碩的先生著

迷地觀看了第五套功法的演

示：他說他練武術，對氣功

也非常感興趣。不少騎自行

車穿梭的人也停下來傾聽法

輪功學員講真相，而一些路

人在信息台前更是長時間駐

足停留，還有位紳士靜靜地

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學員。一

位女士讓學員向她詳細解釋

了性命雙修功法的特點。

　　當大法學員即將離開廣

場時，一對夫婦激動地跑來

詢問在哪裏可以簽名反對活

摘器官。他們認為人們需要

重視有關在中國發生的活摘

器官的信息。

奧地利聖珀爾滕人關注法輪功

	�法輪功學員參加舊金山灣區櫻桃節遊行，裁判與居民一致讚揚。

	�了解真相後，人們簽名支持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1. 二零二二年六月四日，法輪功學員在莫斯科市比爾尤利沃植物園（Biruliovsky）舉辦活

動，向民眾介紹法輪大法的美好。

2. 當學員演示功法時，舞台下的民眾也跟著模仿動作。

3. 法輪功學員舞龍表演時，觀眾紛紛拿出手機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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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二

零二零～二零二二年一季度，

廣東省深圳市法輪功學員 32 人

被非法判刑，其中二零二一年

22 人，為十幾年來之最；因所

謂「清零行動」被騷擾的法輪

功學員更是不計其數。下面是

深圳主流精英遭迫害的部分案

例。

深圳市教育局原副局

長、教育專家唐海海

夫婦遭冤判

　　深圳市關工委常務副主

任、法輪功學員唐海海（深圳

市教育局原副局長、國內教育

專家）與妻子孫雪新被中共綁

架。二零二一年四月，唐海海

被南山區法院非法判一年兩個

月、孫雪新被非法判三年。

　　二零二零年三月，孫雪

新、唐海海夫婦從美國探親回

深圳後不久就被公安綁架，被

非法羈押在南山區看守所。

　　唐海海畢業於南京師範大

學，修煉法輪大法，以大法

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

在工作、生活中做好人。唐海

海因為在深圳市高級中學領導

能力、工作成績突出，二零零

三年被任命為深圳市教育局副

局長，還被媒體譽為是一個值

得載入深圳教育史冊的傳奇人

物。

　　唐海海曾表示，生命的增

值不一定要通過高考。優秀的

孩子絕不只是學業成績優秀，

他必須兼具完備的人格素養和

豐富的精神信仰。

　　據傳因唐海海不同流合

污，被排擠靠邊站，導致深圳

市升學率大幅降低，上級領導

趕緊讓他恢復原職。他通過嚴

格的科學管理方法，很快把深

圳市中小學教育質量提升上

去，深圳市政府領導都認同他

的專業能力和高尚品行。唐海

海退休後任深圳市關工委常務

副主任，應邀給學校師生、司

法人員做免費講座。

　　唐海海德高望重、德才兼

備，在深圳市官場人緣很好。

官員們得知他們敬重的「唐

局」因信仰被迫害，很多人同

情，想出手相救，苦於迫害政

策無能為力。據說孫雪新是江

南女子，素質很高。如今唐海

海已走出冤獄，但他的妻子孫

雪新可能被劫入廣東省女子監

獄遭迫害。

私企老闆盛麗 
被冤判17個月

　　盛麗，四十六歲，大本畢

業，大連人。住深圳寶安區，

是外貿私企老闆。

　　財富換不來健康，盛麗患

頑疾將告別人世前幸遇法輪大

法，半年後身體神奇康復。修

大法兩年後的二零二零年五

月，盛麗向世人講述法輪功真

相時被監控拍到，寶安公安分

局警察將她綁架並野蠻抄家。

　　盛麗先後被非法關押在深

圳寶安看守所、南山區看守

所。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盛麗被南山區中共法院非法判

刑一年五個月，並勒索罰金

二千元。

　　最近得知，盛麗獲釋回家

後，只因她講做好人能避疫，

又遭中共構陷，被綁架一夜、

抄家，現在被監視居住，公安

還要在她家裏安裝監控器，說

半年後要判刑。

原大學教師傅曉莉 
遭冤判兩年

　　傅曉莉（麗），47 歲，碩

士畢業，原鄭州大學商學院教

師，外企財務總監。傅曉莉屢

遭中共綁架、非法關押、酷刑

折磨；她還被鄭州大學非法開

除公職、被北京單位辭退、被

迫離婚等等。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

日，傅曉莉被深圳羅湖警察綁

架，非法關押在龍崗看守所。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傅

曉莉被中共深圳鹽田區法院非

法判刑兩年。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八

日，傅曉莉結束兩年冤獄，其

家人去龍崗看守所接她。在看

守所門口，傅曉莉險些被中共

不法人員攔車劫走，在市內再

次被攔車，其家人據理力爭才

得以離開。

銀行員工姜雪 
被非法判刑一年

　　姜雪，女，八零後，研究

生畢業，在深圳浦發銀行工作

十幾年，現因信仰被開除。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五

日，姜雪被羅湖區筍崗派出所

綁架，先後被非法關押在深圳

第四看守所、羅湖看守所、深

圳第三看守所、鹽田看守所。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姜雪

被深圳鹽田區法院非法判刑一

年。法官是段暉，檢察官是劉

曉娜。

　　姜雪走出看守所大門時，

中共不法人員企圖劫走她，被

家屬制止。現姜雪回到東北家

鄉，仍被公安不斷騷擾。

耄耋老人羅瑞鏡 
被冤判一年半

　　羅瑞鏡，男，一九三七年

出生，大學畢業，家住深圳

市羅湖區。二零二零年三月

二十九日，羅瑞鏡到福田區濱

河新村免費向民眾分發法輪功

真相資料，遭濱河新村物管人

員惡告，之後遭警察綁架。

　　羅瑞鏡被鹽田區法院非法

判刑一年六個月、勒索罰金

五千元。羅瑞鏡不服非法判

決，提出上訴。二零二一年一

月十五日，深圳中級法院非法

維持原判。

深圳女海歸薛愛梅 
又被枉判三年半

　　薛愛梅祖籍山東煙臺，年

近五十，在某公司做財務工

作，家住深圳市南山區桃源街

道水木丹華小區。

　　薛愛梅單純樸實，是個

「學霸」。在一九九九七月中

共迫害法輪功前，薛愛梅在美

國南伊利諾大學讀經濟學研究

生，回國後因為散發法輪功真

相資料被中共綁架，從此再沒

有能踏上美國完成學業。

　　從三十歲開始，薛愛梅兩

次被非法勞教，一次被非法判

刑，累計被非法關押迫害了九

年六個月，人生最好的年華，

都在中共囚牢中度過。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一日

晚，自稱來自深圳公交派出所

的七、八個警察沒有出示搜查

證，擅自闖入，非法抄家，搶

劫走了薛愛梅的整套大法書

籍、電腦、手機等私人物品，

連同她的銀行卡、信用卡、身

分證、駕駛證等，還逼她說出

銀行卡密碼，也沒給她扣押清

單。

　　據說綁架原因是：當天早

上，薛愛梅在深圳八十一路公

交車上發了一本《疫情週刊》

給乘客，被不明真相的乘客

舉報，警察看公交車監控錄

像（深圳每輛公交車內被安裝

有近十個攝像頭）查到薛愛梅

的個人信息，當晚就實施了綁

架、非法抄家。

　　薛愛梅出事後不久，靠她

照顧的八十多歲的父親（全身

癱瘓）含冤病逝。

政法系統倒查三十年

請公檢法司人員深思

　　請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深圳市各級官員靜心想想：按

照中共自己公開的憲法和法

律，修煉法輪功是完全合法

的。因為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

信仰自由。而且二零零零年國

務院和公安部公布的十四種邪

教名單裡沒有法輪功，二零

一一年三月新聞總署五十號

令，第九九條和一百條明確廢

止了對法律功書籍的出版禁令。

　　公檢法司的各級官員，請

想一想，為什麼政法系統要倒

查三十年？一方面內部文件把

你們當槍使，給你點眼前利益

的甜頭，一方面給你留下將來

定罪的法律依據，請君入甕。

　　但是，選擇權在每個人自

己手裡。迫害修佛的好人，薄

熙來、周永康都是前車之鑒。

將來人間的惡報和地獄的無休

止受刑都無法逃避，臺前幕後

的都逃不掉。千萬不要拿自己

和子孫的前途開玩笑。請三

思！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二零二零年以來，深圳各

區政法委和公安瘋狂迫害法輪

功學員，其中福田區是重災區。

　　據不完全統計，這兩年福

田區遭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

人數至少有十人，名列全市各

區之首。報應也隨之而來。

深圳福田區 
八名官員落馬

　　據深圳新聞網今年三月

十八日報導，深圳福田區發生

聚集性疫情，八名官員因履職

不力、失職失責等問題被免職。

   被免職官員包括：深圳市

公安局副局長、黨委委員黃文

雅；深圳市福田區政府兩名副

區長葉文戈、馬豔；福田公安

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督察長

江峰；福田公安分局黨委副書

記、政委張欣之；福田區沙頭

街道黨工委副書記、辦事處主

任徐勇等。

　　這些人被免職的真實原

因，是迫害法輪功遭了惡報。

因為迫害法輪功的邪惡政策沒

停擺，不能以迫害法輪功處置

迫害者，但只要種下這個惡

因，惡果必報。

　　比如福田公安分局黨委書

記、局長、督察長江峰，一直

是迫害福田區法輪功學員的罪

魁禍首，還有政委張欣之從二

零一八年開始或更早，就擔任

南山公安分局第一副局長，分

管國保和維穩，直接指揮迫害

法輪功。南山區劉玉娥、楊

波、肖穎、北京楊觀仁等法輪

功學員被迫害，都與張欣之有

關。

深圳市委書記 
王偉中被免職

　　二十多年來迫害法輪功遭

報的中共官員不計其數。遠的

不說，只說近的：二零二一年

十月，前中央「六一零」主任、

司法部部長傅政華落馬；早前

原中央 「六一零」副主任孫立

軍落馬；三月底，廣州前政法

委書記謝曉丹涉嫌「嚴重違紀

違法」被調查。

　　無獨有偶，二零二二年四

月，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被免

職。王偉中二零一七年三月開

始任深圳市委書記，積極貫徹

迫害政策，期間深圳市法輪功

學員被迫害嚴重，王偉中要負

主要責任。中共官報的用詞不

是「辭去」、「不再擔任」，而

是「免去」，懲罰意味明顯。

近兩年深圳主流精英遭迫害案例

瘟神駕到 深圳官場報應如影隨形

	�深圳教育局

原 副 局 長，

法 輪 功 學 員

唐 海 海 從 美

國 探 親 回 國

後 被 中 共 非

法 判 刑。 圖

為 唐 海 海 在

國 內 名 師 大

講堂主講《漫

談 教 育 的 中

度 思 考 ——

九問》

	�一九九九年迫害之前，深圳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場面。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深圳市政法委選中了南

山區作為所謂「清零行動」

試點，南山區政法委「六一

零」科長安嘉誠成為迫害法

輪功學員的急先鋒。

　　安嘉誠來自新疆，在南

山區法院做臨時合同工，考

了十多次公務員才考上，變

成了法院正式職工，後來被

南山區政法委借調來工作，

當了 610 科長。

　　安嘉誠來深圳沒錢沒靠

山，想靠迫害法輪功得到提

拔和發財，騷擾迫害好人，

對所有南山區戶籍的法輪功

學員過了一遍篩子。

　　安嘉誠覺得他權力很

大，「清零」能調動南山區

十個派出所和街道的綜治維

穩人員配合。他威脅法輪功

學員，不接受洗腦轉化就判

刑，寫了「幾書」的，還要

出賣陷害誣告其他法輪功學

員，才算合格，搞延安整風

那一套。甚至於他的領導都

覺得他做得過分了。因為每

轉化一個學員多一份獎金、

多一份政績、多一份財政撥

款，安嘉誠迫害法輪功學員

的積極性很高。

　　以前就傳說轉化一個學

員得幾萬獎金。那些做轉化

的人，有的就靠這昧心錢吃

飯的。公安政法系統靠迫害

法輪功學員勒索錢財的腐敗

分子大有人在，有的家屬傾

家蕩產被勒索幾十萬後，人

照判。也有被勒索幾百萬巨

款買出來不判刑的。

南山區610頭目
安嘉誠來自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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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沁謐 柏年

　　鄭詠儒是一個甜美溫柔的

插花老師。從她嫻雅柔靜的氣

質與侃侃而談的言語中，很難

想像數年前的她曾經患過嚴重

的恐慌症。當時的詠儒喪失了

工作能力，連自理生活也有困

難。而變調的生命就像一個張

牙舞爪的怪獸，從她破碎的心

靈只看得見恐懼與黑暗……。

掉入恐慌的深淵

　　詠儒小時候家裏做生意，

是一個互幫互助的大家庭。她

在這樣快樂溫暖的環境下長

大，心裏唯一的隱隱憂慮的就

是父母身體不好，豈知就此種

下日後恐慌焦躁的病因。詠儒

自小對父母的憂慮之情很重，

每當放學，她就快快回家，看

到家裏安然無恙才放心。

　　然而國小即將畢業時，多

病的母親先是子宮頸腫瘤纏綿

病榻，後來罹患直腸癌過世。

眷戀母親的詠儒不僅時常哭

泣，對死亡猝臨與生命莫測的

畏懼也悄悄萌芽。

　　雖然詠儒順利完成學業、

進入職場，由於一直是體弱多

病，她對自己的身體漸漸失去

了信心。

　　詠儒三十歲時，因為不明

原因的脹氣困擾許久：「胃會

漲得很大，很不舒服，吃不下

也睡不好，看醫生也找不出原

因。」在病急亂投醫的情況下，

她嘗試了許多治療方法，就在

一次請人為她指壓之後的隔

日，病情就急轉直下，連續一

個月寸步難移。只要一下床就

感到心悸、頭暈、想嘔吐。

　　大病洶洶來襲之際，詠儒

憂慮焦躁的情緒也驟升到最高

點。兒時對生病的恐懼與自己

虛弱體質的影響，促使詠儒的

恐慌症病發。

外表如常 內心破碎

　　恐慌症的起因至今醫學界

仍然不明。患者雖然外表如

常，內心世界會湧生許多負面

的、千奇百怪的念頭，破碎不

全、翻攪激騰，劇烈的程度非

外人所能想像。

　　詠儒說她只要到了熱鬧的

地方就會不由自主地心跳加

速、呼吸困難，感覺街上的人

都在注意她，一種恐懼自己死

亡與發狂的感覺攫住了她的身

心。她長期為此所苦，這些扭

曲的想法甚至強烈到使藥力失

效。因為在治療中只要詠儒對

醫生的一句話或一個眼神起了

猜忌或不好的感受，就會有許

多負面的念頭纏繞不去，吃藥

治療都立即失效。

　　痛苦的詠儒曾經對著醫生

說：「我可不可以換個頭呀」。

因為從她的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簡直光怪陸離，脫軌難續，完

全控制不了。

　　那段日子幸好有室友的扶

持與鼓勵，讓她有了生存的勇

氣。她記得有一陣子，連上街

都害怕，因此室友每天中午都

會為她買飯盒回來。而詠儒每

次都想著：「明天我一定要自

己出去買、我一定要自己去

買」。可是，前一天晚上下定

了決心，第二天她又被恐懼擊

敗了。

　　有一回，她終於鼓起勇

氣，說要自己出門買。室友擔

心地跟在後面，眼看她舉足如

千鈞、戰戰兢兢地穿過馬路，

一分鐘可以走完的路竟要遲疑

與花上許久的時間。等到詠儒

安全回來以後，兩人不禁相擁

而泣。

　　又過了二、三年，詠儒的

病情有些鬆緩，她努力調養身

體，也學了一些強健身體的方

法。因為兒時母親曾用針灸療

病的記憶揮之不去，詠儒赴廣

州中醫學院研習三年，還考上

了大陸針灸醫師的執照。

　　詠儒回到臺灣以後，痼疾

再度復發。於是，她接受醫院

的團體治療，但是仍然每況愈

下，常常被無來由的恐懼盤

踞，使生活大受打擊。

　　就在詠儒覺得自己再也無

藥可醫的情況下，有一天，一

位朋友借了她一本書，這本書

竟然奇蹟般解開了她層層恐慌

的枷鎖！

貴人相助 走上坦途

　　詠儒說：「這本書就是《轉

法輪》，那時我看完第一講時，

想說那看完第二講再休息好

了，但當我看完第二講後，又

想要知道第三講在講什麼，我

越看越想看，越看越驚喜。」

　　詠儒從小就對人世一切淡

泊以待，不喜與人相爭，因此

當她看到《轉法輪》第四講「失

與得」的道理後，心裏非常歡

喜。「就這樣，我一口氣便把

這本書看完了。」

　　看完《轉法輪》後，詠儒很

想修煉法輪大法。對她來說，

最大的困難就是必須鼓起勇

氣，搭公車去煉功點學功。

　　當時有一任教於臺大經濟

系的法輪功學員鼓勵詠儒學法

煉功，不但每回都會電話邀她

參加集體學法，並且在詠儒抵

家之後也親切詢問是否平安。

有如奇蹟一般，鄭詠儒的恐慌

症狀消失大半，三、四個月以

後便恢復如正常人。如今再提

到當時恐慌症嚴重的情況，竟

有如一場夢一般，想不起來了。

　　詠儒剛接觸法輪功時，最

受觸動的是，法輪功教人遇到

矛盾時一定要向內找。她發現

法輪功絕不是一般的氣功，就

這樣，詠儒一步步走出憂鬱的

陰霾。

　　不到幾年的時間，修煉法

輪功的詠儒，竟如脫胎換骨

般，全身煥發著開朗自信、大

方純淨的光彩！詠儒與我們分

享她的心聲：「修煉後，我很

訝異也很開心自己的恐慌症竟

這樣不藥而癒，但最讓我高興

的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讓我

明白了許多以前想要知道卻又

不得其解的問題，更讓我清楚

明瞭人活著的真正目的！」

　　詠儒通過修煉法輪功而改

善「恐慌症」的故事曾經被報

導出來，許多「恐慌症」的病

友打電話給她，直呼不可思議

這種病怎麼可能治好？鄭詠儒

告訴他們：「《轉法輪》中說『物

質和精神是一性的』，人的思

考也是一種物質，當人往好的

地方想，身體不好的物質會越

來越少，人便會覺得輕鬆愉

快。」

　　但是詠儒強調，法輪功可

以祛病健身，但不是用來治病

而是修煉，一定要在心性上提

升才能改善健康。

祛病健身

臺灣女生走出嚴重恐慌症

	�文 : 舒凡 （中國大陸）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

歲的侄女覺得身體不適，就去

醫院做體檢。檢查結果是腦中

長瘤。

　　醫生建議她立即做手術。

侄女不相信這個結果，就又特

意到著名的成都華西醫院做檢

查。結果跟當地醫院檢查的一

樣。醫生也是建議她做手術，

說現在床位緊張，讓她回家等

候，有床位會通知她。

　　這時侄女的病情已經很嚴

重了，由於眼睛視物不清，騎

電瓶車摔在馬路牙子上，曾三

次出現昏迷狀態。

　　我帶上禮品去探望侄女，

給她講了法輪功真相和三退保

平安，她很相信，當時做了

「三退」。我告訴她敬念「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

言，會得到大法的護佑。侄女

痛快地答應了。

　　二零二一年六月，華西醫

院的醫生通知她去做手術。她

交了六萬塊錢後住進了醫院。

　　手術前，醫院的專家、教

授給她會診，並做了各種檢

查。三天後醫生告訴她：瘤子

已經消失了，不需要做任何手

術了。現在侄女身體健康，從

未出現過什麼不適的症狀，眼

睛視力已恢復如初。

侄女腦瘤消失

　　疾病一直是人類難以戰

勝的敵人。儘管目前的醫學

很發達，但是仍然有很多疾

病無法被攻克，很多人仍然

生活在病魔纏身的悲苦之中。

　　在這本書裡，我們可以

看到各種人罹患頑疾和絕症

的悲涼故事。可是他們因各

種因緣際遇修煉法輪功之

後，都得以絕處逢生，開始

了身心健康的幸福生涯。

　　《絕處逢生》一書可以在

天梯書店買到：

    tiantibooks.org

明慧叢書《絕處逢生》 	�文 : 新生 （天津）　

　　一九九七年，五十多歲的

父親，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前

他得了冠心病，大把大把地吃

藥，也不見好轉，他整天愁眉

苦臉，生意也不幹了。

　　父親修煉法輪功後，像變

了一個人一樣，紅光滿面，走

路生風，頭髮變黑了許多，戴

了十多年的老花鏡再也不用戴

了。現在父親八十二歲了，他

也不用戴眼鏡，小字都能看得

清楚。

　　父親閑不住，這兩年他又

種地，種了好多種農作物和蔬

菜，送給兒女和鄰居們吃，父

親真是越活越年輕了。

父親八十二歲 越活越年輕

	�文 : 李弟（山東）　

　　我的小外孫今年十歲。

去年秋後的一天晚上，外孫

突然上吐下瀉還發高燒，女

兒和家人趕快帶孩子去了醫

院，醫生檢查是急性腸胃炎

已經脫水，要馬上住院治療。

　　因為是疫情期間，住院

都是封閉管理，只許一人陪

床。而且住進之後，病號什

麼時候好了，兩人才能一塊

出來，也不准外人探視和送

飯。女兒在公司財務部門工

作，當時正是月底，工作很

忙，女婿又在外地。女兒和

醫生商量能不能照顧一下，

不進病房住，在外面掛吊針

處置，孩子的奶奶能幫一下

忙。醫生通情達理，給他們

安排在急診外面掛吊針，掛

完回家住，第二天再來。

　　掛了兩天吊針，外孫晚

上回家還發高燒。第三天女

兒很焦急無奈，給我打電話

說了這些事。她還說醫院人

很多，每天早上單排隊就得

兩個小時，她再趕回公司上

班，身心都快承受不了了。

問我怎麼辦？

　　我安慰女兒不要上火，

哪家過日子能沒點事，人生

就得面對這酸甜苦辣。我讓

她趕快和孩子一起誠心敬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

字真言。女兒答應了。

　　第四天晚上，我打電話

給女兒想問問情況，剛說了

幾句，聽到外孫大聲說：「姥

姥，神了！真神了！我自己

把燒給退了。」我說：「你慢

慢說，怎麼回事？」

　　外孫說：「昨天我從醫院

回家後，晚上又開始發燒，

我就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念著念著就睡著了，

一覺醒來退燒了，今天也沒

再發燒，我好了。」

　　我高興地說：「九字真言

是佛法，你真信就真管用。」

他 說：「啊！ 原 來 是 這 樣

的。」我說：「如果你剛得病

的時候就記得念，就不用遭

這個罪了。」他說：「要不是

媽媽提醒我，我病糊塗了，

都忘了……姥姥，我向你保

證，這次記住了。」

念九字真言 小外孫高燒退了

	�臺灣插花老師鄭詠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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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冬梅 （中國大陸）

　　抹黑法輪功的「1400 例」

是怎麼來的？二零零零年，一

名央視記者的採訪經歷可以告

訴您。

　　中共在一九九九年七月開

始全面迫害法輪功之初，拋出

誣陷法輪功的所謂「1400 致

死案例」謊言。中共利用其對

媒體的絕對控制，在全國範圍

內，以造假畫面和解說，欺騙

民眾，挑起人們對法輪功的仇

恨。於是，這些謊言成為中共

迫害法輪功的藉口。

　　那麼，抹黑法輪功的「1400

例」是怎麼來的呢？讓我們隨

央視記者，看一下「1400 例」

之一的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桃

墟鎮石家水營村石增山二女兒

「學法輪功致死案」的真偽。

　　該造假事件被蒙陰電視

臺、山東電視臺報導後，二零

零零年農曆七月，中共中央電

視臺一名記者奉命到蒙陰縣，

找石增山來拍攝中共定調的

「煉法輪功，不讓吃藥，不讓

打針」致死的所謂證據。

石增山夫婦的經歷

　　石增山曾當兵八年，退伍

後當過大隊會計、村支部書

記，患有心臟病、胃炎，後來

辭職不幹了。他的妻子馬清蘭

患有胃炎、腸炎、關節炎、子

宮瘤。

    一九九五年馬清蘭動手

術，刀口沒癒合好，刀口下淤

積了一個大疙瘩，刀口裂著

疼。她老覺得肚子透風，無論

冬夏都得戴著棉兜兜，家務都

不能幹。

　　一九九六年臘月二十日，

石增山夫婦在朋友推薦下開始

看法輪功師父的講法錄像。看

到第五天，馬清蘭沒癒合好的

刀口不疼了，下面的大疙瘩消

失了。石增山的心臟病、胃炎

症狀也不翼而飛。

石增山拒絕央視採訪

　　二零零零年，一名央視記

者來找石增山。石增山覺得不

能昧著良心說假話，接到採訪

通知後，一走了之。這位記者

當即回電給中央電視臺：「人

家出走，拒絕採訪。」央視回

電：「不惜一切代價，找！」這

樣記者耐心等待三天。村幹部

們到處找，第一天在近處找；

第二天到親朋好友家裏找；到

了第三天去遠房親戚家找；那

些天特別熱。

馬清蘭含淚道出實情

　　於是，石增山的妻子馬清

蘭向記者說出了實情：

　　「二零零零年正月十二

日，桃墟鎮派出所副所長李長

祥竄到家中，兩個警察當著身

患先天性心臟病的二女兒，擰

著胳膊，掐著脖子，把石增山

塞進警車。石增山的二女兒受

到驚嚇，當時昏死過去，搶救

三天無效死亡。

　　「然而蒙陰縣宣傳部為了

向上級邀功，組織專人編寫了

一份誣陷材料，說我們女兒煉

法輪功，不讓吃藥、不讓打

針，最後死了，要求石增山配

合電視臺念這份稿子錄像。

　　「一開始，石增山不同意，

不想出賣良心說假話。鎮政府

組織了一批打手，他們扒光了

石增山的衣服，用木椅子打，

打碎了，剩下一根木棍還在

打，石增山昏死過去，肋骨被

打斷，臉像紫茄子，兩眼像兩

汪血水，渾身沒好地方，躺不

下起不來。實在承受不住毒打

的石增山被迫妥協，配合電視

臺說了假話，也因此留下了終

生的遺憾。」

　　馬清蘭還說，記者來了，

石增山為什麼躲了呢？「因為

我家這個典型是假的，是打出

來的，是一萬六千元（因煉法

輪功被勒索的罰款）逼的。我

的女兒是被他們給嚇死的，我

們不願意再欺騙人民，不願再

做對不起師父的事。」

記者寫的話

　　馬清蘭流著淚講，記者含

著淚聽。那位記者說：「嫂子，

我相信你說的是實話。」馬清

蘭說：「他們為了打擊法輪功，

顛倒是非，打我們、逼我們去

做不願做的事，天理難容。我

實話說給了你，你敢不敢曝

光？」記者說：「記下了，我端

的是共產黨的飯碗，等待時機

吧。」

　　記者最後找到了石增山，

但記者只寫了幾句：望著這片

果園，老實得出了名的石增

山，又是喜又是悲，喜的是果

園豐收，悲的是可愛的二女兒

再也見不著了。

　　石增山夫婦告訴記者：「法

輪大法好。」記者說：「知道，

我們住宅小區煉功的老頭、老

太太都說，（法輪功）是有百

利而無一害的功法。」

那年一央視記者對1400例的採訪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江澤民一意孤行發動迫害法輪

功的運動，鋪天蓋地的散布謊

言，污蔑抹黑法輪功，欺騙了

中國乃至世界善良的民眾。

「1400 例」就是當時江氏集團

炮製的謊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共

江氏集團炮製假例證，重判李

昌等四名原法輪功研究會學

員。「例證」之一是黑龍江省訥

河市的癌症患者辛鳳琴。辛鳳

琴偽案還被錄入對李昌等人的

非法判決書的證詞部分。

　   這個栽贓案是怎樣出籠的

呢？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以後，如全國一樣，訥河市公

安局動用了很多便衣警察開始

暗中監視所有的法輪功煉功

點，偷偷地記錄著天天到煉功

點煉功人的姓名及人數。將煉

功人的名字登記入冊，而且還

各處收集誣蔑法輪功的所謂證

據。

　　他們的要求是，無論是繼

續煉的，不煉的，活著的還是

死去的，都一一登記造冊，上

報市政法委、公安局。在這個

指令下，一九九八年死亡的辛

鳳琴的名字被上報入冊。

辛鳳琴患口腔癌而死

　　辛鳳琴，女，四十三歲，

農民，原住黑龍江省訥河市友

好鄉，一九九八年十月被診

斷為患口腔癌，同年十二年

二十一日死亡。

　　當時很多人都知道辛鳳琴

一得病就被診斷是口腔癌晚

期，她四處尋醫問藥。內蒙古

莫力達瓦旗一個熟人介紹她煉

法輪功，她似信非信，由於晚

期癌症的痛苦折磨，她根本沒

心思去煉功，她抓緊一切時間

到處求醫救治。等她到訥河市

人民醫院治療時，由於病情嚴

重，醫藥已無回天之力，辛鳳

琴從患病到死亡前後只有一個

多月的時間。

　　黑龍江省政法委專門迫害

法輪功的「六一零」非法組織

抓住這個案例，要把它做成偽

案，層層施壓。

　　 訥 河 市 政 法 委、「六 一

零」、公安局、友好鄉的頭頭

們不管白天黑夜地威逼死者辛

鳳琴的丈夫及女兒。他們先是

把死者的女兒接到訥河市招待

所，包吃包住，在誘導和強大

壓力下，辛的女兒在訥河市電

視臺露面說，她母親患「口腔

炎」，因煉法輪功，「不讓吃藥

而死亡」，挑起民眾的反感與

仇恨。

　　另一方面，訥河市政法

委副書記于鴻雁（已遭報死

亡），要死者辛鳳琴的丈夫姜

正安去北京，在對法輪大法研

究會的四名成員非法審判大會

上作偽證證人。

主治醫生拒絕做假證

　　接著于鴻雁又把第二證人

的目標鎖定在辛鳳琴看過病的

訥河市醫院。該院院長王振生

火速執行命令，找到當時給辛

鳳琴看過病的江醫生，說安排

她去北京旅遊，前提是得接受

中央電視臺採訪，在一個特別

節目裡說一句話，就說辛鳳琴

是口腔炎，煉法輪功，因拒絕

吃藥造成死亡。

　　江醫生聽明白情況後，就

推說家裏有孩子正在讀高中，

脫不開身。事後一些同事在一

起議論這個事時她說，寧可不

去旅遊，咱可別丟那個人去

（做假證）。

　　院長王振生見江醫生不肯

說假話，又找到住院處心內科

醫生張曉偉。張曉偉是個剛剛

畢業參加工作的年輕醫生，和

患者辛鳳琴根本就不認識。她

聽了院長王振生的要求，立刻

就答應了。當時張曉偉放下電

話後還很高興地對同事說：正

好沒去過北京呢，藉機會去北

京溜躂溜躂。

假新聞出爐

　　這樣，于鴻雁帶著死者辛

鳳琴的丈夫姜正安與醫生張曉

偉去了北京。到北京後，一行

人被領到一個秘密住處，說為

了保護證人的安全，不許外

出，不准隨便活動，並有記者

詳細交待他們如何回答問題，

實際上這一行人是被軟禁了，

人到那不想說都不行了。

　　在晚上七點的央視新聞聯

播中，播出了被精心編造的謊

言，很多人都奇怪地看到，宣

布證人上庭時，訥河市醫院醫

生張曉偉是低著頭、貓著腰走

向證人席的。等到張曉偉回到

醫院，有人問起作證和旅遊的

事，她閉口不談，心情很沉

悶，表情也很不自然。

　　醫生張曉偉沒有接觸過患

者辛鳳琴，她的「因延誤治療

而導致死亡的事實」的證言不

言而喻是編造出來的。辛的主

治醫生拒絕去北京的審判會當

庭作證，更沒有書面證言證實

她的患者是延誤治療導致死

亡。

　　這就是上個世紀末，中共

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動用整部

國家機器製造恐怖氣氛、利用

偽造的證據冤判法輪功學員，

誣陷抹黑法輪功的冤案的部分

事實。

辛鳳琴案真相 假新聞如何出爐的
　　在辛鳳琴案中，于鴻

雁、王振生、張曉偉等參

與造假的人後來都遭了惡

報，他們都是中共迫害法

輪功的受害者。

　　 于 鴻 雁， 男， 時 年

五十三歲，死前為黑龍江

省訥河市政法委副書記。

二零零八年已患胃癌、並

發性消化道出血、原發性

肝癌、2 型糖尿病。死亡

時間二零零九年一月十日。

　　王振生，男，年齡不

詳，死前為訥河市人民醫

院書記兼院長，死亡時間

不詳，死於胃癌。

　　張曉偉，女，訥河市

人民醫院心腎內科醫生，

一九九九年去北京在法庭

上做了假證，秋天出車禍

上肢骨折，現仍然在訥河

市醫院工作。

　　「1400 例」完全都是

杜撰的，是用來做迫害法

輪功的藉口。江澤民集團

直接破壞了國家憲法關於

信仰自由的規定。中共迫

害法輪功二十三年來，迄

今為止，中國是全世界唯

一一個不允許修煉法輪功

的國家；法輪大法已經在

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

弘傳。而在法輪功的發源

地——中國大陸的一些民

眾卻因中共的謊言而失去

了受益的機緣。

辛鳳琴栽贓案

參與者遭惡報

	�漫畫：江澤民批發謊言。

	�中共收買危重病人栽贓法輪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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