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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表哥和表嫂都是虔诚

的基督徒。表哥如今已经八十多岁

了，表嫂也快八十岁了。 

2018 年我表哥经大医院诊断

确诊为“胃癌晚期”。表哥倒还能

想的开，用顽强的毅力硬撑着，而

表嫂却一直害怕失去老伴后孤苦凄

凉的晚年生活，并因此而患上了精

神抑郁症。就在那年夏天的一个晚

上投井自尽了！ 

我去参加表嫂的丧礼才得知：

表哥已因医药无效病入膏肓，饮食

难进，瘦的皮包骨了，但理智依然

清醒。尽管每天还在向他的主祈

祷，可面对如此严酷的境遇，已经

失去了信心，深感悲凉无望。 

我去看望表哥。我说，法轮功

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教人向善, 

使人健康，提升道德水准。我把自

己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脱

胎换骨的变化给他详详细细的讲述

了一遍。他认真的听，并表示对法

轮大法的认同和对我的祝福。我说

中共迫害佛法修炼人必遭天谴，天

理不容，天灭中共是天意，入过

党、团、队的人，就是中共的一

员，就跟着遭殃。退出保平安。他

同意退了。 

我告诉他诚心敬念九字真言：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可得福

报。我把这九个字工工整整的写在

一张白纸上，他接过很认真的保存

起来，表示他

相信我的话，

会好好诵念。 

第二年正

月，我让我的

子女们去看望

这位表哥。孩

子 回 来 告 诉

我，表哥神奇

般的康复了，

冬天还能自己

到野外去拾柴

火呢！ 

他对我的

子女说：“自

从听了你爸的

话后，我就一

直不断的诵念那九个字。一天夜里

突然呕吐，吐出了两半盆子又腥又

臭的黑糊糊的东西。我估计自己可

能不行了。没想到吐完后反而觉的

身体轻松了，还美美的睡了一个好

觉！起床后觉的好饿好饿。从此就

能吃东西了，吃什么都香。你们看

我如今已经比从前胖多了。这法轮

大法真是太神奇了。” 

到今天，已经过去三年半了，

表哥这个被现代医学断定等死的耄

耋老人，只因能够分清正邪与善

恶、退出中共邪党相关组织，并诚

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就获得了大法的救度，延续

了生命，健康的度着晚年。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

轮功真相，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

在这多灾多难的末世，明白真相，

分清善恶，从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

度，平安的躲过劫难，拥有光明的

未来。 ◇文/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 明 慧 网 】 无 数 事 实 证
实：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能使陷
入危难中的众生得到大法的救
度，转危为安。这里讲的是一
位耄耋老人的真实故事。 

《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

著作，是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同族裔的法轮功修炼者日常必

读的经典书籍。他解开了亘古以

来人类不懈追求，却又百思不得

其解的宇宙、人生之迷，使全世

界逾亿人身心受益，道德回升。 

一九九六年（中共迫害法轮

功之前），《转法轮》多次被

《北京青年报》、《北京晚

报》、《北京日报》列入北京市

畅销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转法

轮》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列入该

国一百本最受读者欢迎的书，名

列第十四名，是最受欢迎的书籍

中唯一来自东方的关于佛法修炼

的书。 

如今，《转法轮》被翻译成

四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公开

出版发行，是历史上被翻译成外

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您知道吗？ 

法轮大法（法轮功）是李洪

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舒缓的功法动作。 

法轮 大 法 要求 修 炼 者按

“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

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变得诚

实，善良，宽容，平和。 

一九九八年，北京、武汉、

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家进行

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示法轮

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乔石与

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

行了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

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向中

央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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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蒙阴县岱崮镇邪党人员

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 

近日，蒙阴县岱崮镇尹家洼村

村委多次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并

让身在外地的法轮功学员回去参加

洗脑班，被法轮功学员拒绝后，书

记公茂刚及镇上政法委等 5 人，驱

车来到临沂市兰山区，找到法轮功

学员的住处，该法轮功学员不在

家，就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恶意举

报到当地的育才路派出所，理由是

家属手中有劝善的真相信及相关的

法律条文。随后，家属被育才路派

出所强行带到派出所，被非法关押

8 个小时后回家。 

山东省蒙阴县桃墟镇李家庄村

法轮功学员任秀红遭洗脑迫害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上午

10 点左右，蒙阴县综合治理办公

室（610）宋主任、镇派出所及村

委人员等 7、8 个人非法闯入山东

省蒙阴县桃墟镇李家庄村法轮功学

员任秀红家中，抢走师父法像、大

法书籍等物品。并强行将任秀红劫

持到蒙阴县综合治理办公室“学习

班”（即洗脑班）强行学习，同时

强行让村委、亲人陪同。◇ 

临 沂 简 讯  

中共为何迫害法轮功？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中，中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
一次运动，针对某个特定的中国
民众群体进行大规模迫害，如：
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
右、文革、六四……。法轮功讲
“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
斗”。法轮功象乱世中的清流，
在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人修炼。
这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
争夺民心”，使对权力极度偏执
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本能地妒忌和
恐惧，于 1999 年 7 月发动了对
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

东省蒙阴县联城镇有两位老太太，

为避免被抓到洗脑班迫害，二零二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被迫流离在外，

有家不能回。这两位老人是葫芦坡

村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孙树菊，以

及虎路坡村六十八岁的法轮功学员

孟庆莲。 

据悉，联城镇“610”人员屡

次想要绑架她们到蒙阴洗脑班实施

“转化”迫害，一直未能得逞。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凌晨

两点左右，为了绑架孙树菊，蒙阴

县联城镇，联城镇“610”及联城

派出所警察，在葫芦坡村村书记孙

树山带路下，挨家挨户骚扰、搜查

孙树菊的邻居，引的全村一片犬

吠。 

而在这次搜查行动中，孟庆莲

家中洗衣机、电视机、打印机等财

物被抢劫一空，只剩下电冰箱和床

铺。孟庆莲本人被迫离家出走，联

城镇派出所曾动用警犬搜查出走的

孟庆莲。 

联城“610”和蒙阴“610”近

两年来一直不停歇的“转化”迫害

法轮功学员，近期更是扬言把全蒙

阴法轮功学员都“转化”一遍，已

有多家法轮功学员遭到骚扰或绑

架。 

孟庆莲老人遭迫害情况 

孟庆莲独自一人生活，没有经

济来源，靠远在几千里外的女儿寄

钱赡养。两年前老母亲去世后，孟

庆莲把九十多岁的老父亲接到家中

照料。孟庆莲离家后，不知高龄老

人如何生活。 

孟庆莲修炼法轮功前曾患多种

病，尿毒症、肾炎、关节炎、胃

病、颈椎病、倒食症，长期被病魔

折磨，到处寻医找药，无济于事。

一九九七年七月，她开始修炼法轮

功，很快病症完全消失了，感受到

无病一身轻的幸福。 

孟庆莲曾说，二零零六年法轮

大法又救了她一次命。那时，因为

丈夫过世，她心情悲伤，劳累过

度，已经消失的尿毒症状重新出

现，身体极其衰弱，亲朋好友都认

为她是没救了，但她坚信法轮大法

的威力，坚持学法炼功，二十多天

后，闯过了生死关，身体又恢复了

健康。孟庆莲一再说：“是法轮功

师父救了我，我不能忘记师父对我

的救命之恩。” 

然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

下，孟庆莲曾遭到骚扰、抄家、绑

架、洗脑迫害，以及歧视性惩罚： 

二零零零年正月四日，孟庆莲

被绑架到联城派出所，遭警察王伟

打耳光，并被劫持到联城镇会议

室，遭洗脑迫害三天。 

二零零零年，孟庆莲遭联城派

出所警察王伟等人非法抄家。因信

仰被迫支付罚款二千元、洗脑班费

三百元、照相费十元。 

二零零零年十月，联城镇政府

强迫孟庆莲到联城小山口挖树坑。 

二零零二年二月，联城镇干部

冀贞余强迫孟庆莲与多位法轮功学

员挖有线电视的电线坑。 

二零零三年春，联城镇政府强

迫孟庆莲在政府大院打扫卫生、拔

草。◇ 

▲2021 年 7 月 16 日，近两千名
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 行 声 势 浩 大 的 反 迫 害 游
行。呼吁国际社会：停止迫害法
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