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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卖菜的，一天

凌晨一点多，天下着大雨，我开脚

踩的三轮车去卖菜。一辆后八轮车

从后面撞上我的三轮车，我的车被

撞散架子了，我从车里飞出去了，

昏迷不醒，到底昏迷多久，自己不

知道。 

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

地上，司机就坐在他的车上，静静

的看着我。我想坐起来，就是没有

劲，起不来。有个声音告诉我念

“法轮大法好”念出声音，就能起

来！但我就是念不了，念一个字都

很费劲。我知道要念“法轮大法

好”，就努力念，还是不能，断断

续续的念，很吃力的一个字一个字

的念，发出声音很模糊，口齿不

清，很费力，每发出一个字的音，

就很疲惫，好想睡觉休息，但我主

意识很清楚，不能睡过去，要努力

念“法轮大法好”。好不容易念了

完整的“法轮大法好”，念了就坐

起来，全身湿透了。我就给家人打

电话，叫家人来。我站起来，感觉

头发晕，恶心，很想吐，站立不

稳。看到地上到处是我要卖的菜。

司机看到我站不稳，叫我靠在司机

身上，我没有，我知道这是考验。 

我儿子和丈夫都及时赶来，看

到我满脸是血，皮肤都被撞破了，

丈夫让儿子去打司机，我挡在司机

面前，不让打。司机的老板来了，

要我去医院。我说：“我是炼法轮

功的，做事要考虑别人，不会给你

添麻烦，不去。”司机的老板说：

“你是炼法轮功的，为别人着想，

那你替我想一想，我现在有保险公

司替我赔，以后有事，那就是我负

责的，我上有老，下有小，那就帮

助我上医院去检查检查。” 

我想到他说的有道理，就跟他

去医院检查。在去医院的路上，我

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助，一直念“法

轮大法好”。在医院拍胸片、做

CT 扫描。要抽血，要我打破伤风

针。每到一处，我都讲真相。拍胸

片、做 CT 扫描，我做了；要抽

血，要我打破伤风针，我坚决不

做，医生要我签字，说出事医院不

负责任，我说不会出事！签字了。

后检查结果是啥事没有。我就回

到街上，去卖菜。菜被摔烂了，不

好卖，我就连卖带送，把菜处理

了。 

交警来了，司机和老板就把二

千元钱给我丈夫，要我签字。我不

要钱，也不签字。我说，车子只值

四百五十元钱，菜值六七百元钱，

给一千元钱就签字。司机老板说：

“是一千元钱，我没有多给你

的。”我签字了。 

我给交警讲真相，告诉他们法

轮大法好，他们接受了，说：“知

道‘法轮大法好’！”笑着走了。 

当天上午，保险公司来了两个

人，我给他们讲真相。我有师父看

管着，不会有事的。 

经过五天时间，我坚信师父坚

信大法，并独自一人慢慢挪动身体

到街上的学法点去，逢人就讲真

相，到学法点学法、发正念，身体

越来越轻松，身体不那么痛了。 

过去不相信法轮功真相的人，

看到我几天就恢复了，禁不止大声

的喊叫道：“法轮大法好！” ◇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

疑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

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

法官，认清了这一点。 

中国 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

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

反，《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

仰自由。 

按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

宪法之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

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翻遍

中国法律，也找不到任何一部法

律说法轮功违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

个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

而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

案，而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

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 

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

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讲过

法律。中共为了制造迫害借口，

导演了“天安门自焚”等诸多假

新闻。这恰恰暴露了中共“假恶

斗”的本质。◇ 

浙江省温州瑞安市法轮功学
员曾爱玲遭绑架 

六月十三日下午，法轮功学

员曾爱玲，女，60 岁，被瑞安

市公安局 610 警察陈昭带着 5 个

人到曾爱玲的店里将她绑架，曾

爱玲被带到瑞安市飞云派出所非

法审问，第二天，被关押在温州

市拘留所，非法拘留 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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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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痛折磨 喜得大法 

我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以

前，我患有严重的老寒腿的毛病，

一年要穿九个多月的棉裤，冬天穿

厚棉裤，春天穿薄棉裤，到五、六

月种地和铲地的时候，也要穿有一

小层棉花的棉裤。那真是：在太阳

下晒着，腿好受，上身出汗。在阴

凉下，上身凉快，腿难受，一天天

不知道怎么活好。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遇到一个

表叔，他看见我上半身衬衫、下半

身棉裤的穿戴很是不解，我跟他说

了病情，他说：那你炼法轮功吧，

法轮功祛病效果很好，现在很多人

都在炼，我也在炼。那年农历八月

二十三，我去了表叔家，请回了

《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主要

书籍）。回家之后，我认真看了一

遍。就在那天，我下决心修炼法轮

大法，按照书里说的要求去做。 

改陋习 家和睦 病体康 

在冬天，我一天要喝四顿酒，

夏天要喝三顿酒，一顿不喝都不

行。我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

事就是先抽烟，屋里整天乌烟瘴气

的。这两样恶习，妻子非常讨厌。 

我在家里是绝对的霸主地位。

吃饭时候，饭盆在我跟前，也要妻

子给我盛饭，吃多少，我会在碗里

画一个大体位置，不许多、不许

少。吃饺子，要吃刚煮出来的饺

子，一顿饺子，要给我煮几次，直

到我吃饱为止。吃面条也是，我吃

一碗，得给我煮一碗，吃下一碗，

再给我煮下一碗。为此，妻子敢怒

不敢言，她怕我揍她，对我唯命是

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 

通过学大法，我第一天就戒掉

了烟和酒。记得那天吃饭的时候，

妻子说：怎么没喝酒啊？我说：我

今天开始炼功，不抽烟，不喝酒

了。我没要妻子给盛饭，自己盛的

饭。妻子看着我，小声对女儿说：

你爸还能不喝酒？！我说：我炼

功，就得做好人哪。从那天开始，

我也能吃完饭收拾饭桌，洗碗，干

家务活儿，还能做饭了，家里家外

活儿，我都多干。我也不打老婆，

不骂孩子了，家庭从此和睦了。 

当年秋天，我给别人帮忙割黄

豆，因为着急干活儿，热了也没多

想啥，就把衣服裤子（还是薄棉

裤）脱了，继续干。到收工穿衣服

的时候，才想起来：我怎么把棉裤

脱了呢，哎呀，我的腿怎么出汗

了？（我的腿以前是不出汗的）大

法真的是太神奇了！修炼法轮功把

折磨我多年的老寒腿治好了！后来

妻子、儿子、女儿也开始炼功了。 

村里人看我修炼法轮功后，戒

烟、戒酒，脾气改了，身体也好

了，全家人一天都乐呵呵的，都看

到了法轮大法真是好，纷纷来学法

轮功。全村一百户人家， 多时，

有五、六十人学法炼轮功。这些人

都说：我们炼功学法，把村风都改

变了，法轮大法真好。 

做一个诚实的人 

修炼大法以前，我有干活爱偷

懒、说话不诚实、买卖东西斤斤计

较等不好的行为。通过学法炼功以

后，我改掉了这些不好的行为。大

法教我做一个诚实的好人。出去打

工，我就象给自己家干活儿一样，

雇主都说我能干，不偷懒。 

二零二一年秋天，我在工地上

干活儿。包工头说：你真能干，身

体好，一天我给你三百元。他很高

兴的中午请我吃驴肉馅饺子，还买

了饮料给我喝。这个工地有十多个

工人，工钱都是二百元。包工头知

道我不偷懒，给我的时间自由。我

早晨七点到，中午吃完饭休息三十

分钟，下午三点就干完活可以回家

了，一天工钱四百多元。其他工友

都说：这老头儿真能干，不累吗？

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能干过你的。

我说：我炼法轮功，身体好。 

他们和包工头都认同法轮大法

好，都明白了真相。他们说：你人

挺好的。我说：是我的师父让我做

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 

市场卖菜的小故事  

我从二零一四年开始种菜，卖

菜。我与人为善，菜价合理，称菜

时我给的总是只多不少，算账零头

不要，有不少回头客。 

有时，买完菜后看见顾客多付

钱了，我就招呼回来把钱退给她

们。看见买菜人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钱，我叫人回来，把钱给人家。周

围卖菜的人说：给他干啥？不能

给。我说：我们炼法轮功人要做好

人，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   

一个从省城来的妇女，要买芹

菜根给九十多岁母亲吃，说多少钱

一斤都行。我从家里拿来芹菜根给

她，她问我多少钱？我说：不要

钱，你这是孝敬老人，我帮个忙。

我是炼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做好

人，为别人着想。她非常的感谢。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农民，今年 67 岁，1996 年修炼
法轮功。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去掉了我抽烟和嗜酒如命的坏
毛病。大法净化我的思想，让我能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