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網）從上週起，世

界各地的法輪功學員舉行了遊

行、集會、燭光夜悼等揭露中

共迫害的活動，得到當地民眾

熱烈響應。

　　在巴黎，法輪功學員集

會舉燭悼念遭中共迫害致死

的同修，路過的大學生多瑪

（Thomas Rivière） 表 示：

「九九年開始的迫害，二十多

年過去了，現在人們才談論，

是因為有這個集會活動。我今

天才知道（迫害真相）。」「法

國是世界強國，為甚麼媒體不

報導，我認為這不僅是與中共

有關的問題，也是全球的問

題。」

　　「我剛經過，看到橫幅上

的真、善、忍，覺得很不錯，

靠近想看他們煉甚麼。冷不防

看到『活摘器官』字樣，我驚

呆了。」在柏林勃蘭登堡門前

的法輪功真相信息攤位上，一

名女士述說感想：「這還是我

第一次聽說此事。將堅持信仰

的人們關押折磨；這還不夠，

居然還活摘他們的器官牟取暴

利……這不是人能做得出來，

超出了人的底線。」

　　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真人

演示模擬的殘酷迫害場面，吸

引了眾多民眾駐足觀看。一位

中年女士驚詫地用手撫摸前胸

似乎要窒息了。她說：「活摘

器官，太恐怖了！我以為這是

黑社會黑幫綁架人幹的壞事，

沒想到是中國政府勾結醫院殺

人賣器官。」「現在我明白了，

中共活摘器官這麼邪惡的事都

幹得出來，難怪對香港的打壓

那麼地狠毒。」

　　在維也納的活摘器官模擬

場景旁，一位德語教師說：「我

想要鼓勵你們讓更多人知道真

相。」她在請願書上簽了字並

表示，將通過社交媒體向大眾

發布傳單上的鏈接。

　　在希臘古城塞薩洛尼基

「真善忍國際美展」活動現場，

今年才從上海某研究院畢業的

希臘女孩思悅說：「我知道迫

害的事。」「我知道很多人，

中國人，都知道法輪功好，只

是不敢說。」

　　除了歐洲各地，亞洲的日

本（名古屋、東京、熊本），

印尼巴釐島，泰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以及台灣各地的法

輪功學員，近兩週紛紛捎來當

地活動訊息。而美洲除了美國

與加拿大各地，巴西與墨西哥

的法輪功學員也在聖保羅市與

墨西哥城傳播真相。

　　墨西哥的薩利納斯醫生

（Esaú Salinas）說：「作為一

名醫生我知道這些（中共活摘

器官），而且我在國外也有朋

友。我們能做些甚麼？你們所

傳達的這些原則非常重要。」

　　馬來西亞印裔民眾古納蘭

（Gunalan）與其孩子得知中共

殘酷迫害法輪功 23 年，至今

還未停止後，表示很傷感與傷

心，他們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罪

行。一位印裔律師表示已知中

共活摘器官的事，他們有個社

群，他說：「我會把這件事轉

發出去的，我也在這麼做。」

　　馬六甲的法輪功學員李寶

源表示，很多人誤以為中共國

現在改變了、進步了，他們不

相信殘酷迫害法輪功的事情還

在發生著；舉辦反迫害活動是

幫助民眾覺醒，非常有意義；

如果沒有人說出來中共會越來

越囂張。馬來西亞吉隆坡、馬

六甲、東馬沙巴州首府亞庇、

雪蘭莪州皇城巴生等地區在 7 •
20 前夕也都舉行了制止中共迫

害的活動。

　　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學員

舉行的煉功、打坐反迫害活動

現場，音樂自由職業者米高

說：「即使人們不願正視黑暗

面，但終究會醒來。你們的活

動很重要，大家都可以看到。」

　　一位丹麥女士在中共酷刑

展前看了許久之後說：「很多

政府就是害怕經濟利益受到損

失。」如果在利益和道德之間

選擇了利益，報應將十分可

怕。「正義會遲到，但是肯定

不會缺失。我遇到你們，就覺

得我們有共同的理念。」她說。

　　（明慧網）截至今年七月

二十日，中共系統迫害法輪功

已持續 23 年。四十名加拿大

議員聯名致函加拿大總理特魯

多（Justin Trudeau）和外交

部長梅蘭妮﹒喬利（Mélanie 

Joly）「譴責中共持續迫害法

輪功這一和平信仰，並呼籲在

中國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議員聯署：現在是我們

為他們發聲的時候了

　　議員們在信中說：「我們

注意到，壓倒性的、確鑿的、

大量的證據證明，對法輪功的

迫害仍然是當今中國大陸針對

中國民眾的規模最大、最暴力

的運動，不僅是地區性的，也

是全國範圍的。」信中提及，

迫害還包括一場毀滅性的宣傳

運動，在中國及國際社會中以

仇恨和偏見來妖魔化法輪功。

　　聯署是由「國會法輪功

之友」兩位聯合主席──自

由黨的斯格羅（Judy Sgro）

與保守黨的金尼斯（Garnett 

Genuis）發起的，包括綠黨和

無黨派的三十八位議員簽署。

跨黨派的議員們希望，加拿大

在加中關係中，關注中共對法

輪功的迫害。

　　信函寫道：「這些暴行得

到了人權組織 / 專家的充分記

錄，例如大赦國際、政府機構

和聯合國。」

　　「二十三年來，中共在全

國範圍內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大

規模的任意逮捕、酷刑、殺害

和大規模強制摘取器官，摧毀

了數以千萬計的無辜民眾及其

家人的生命。 」

加拿大反迫害活動  
堅定平和受歡迎

　　截至七月二十三日的一週

裡，明慧網報導了加拿大各地

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活動。

七月二十日，渥太華大學研

究生院高級研究員、前大赦國

際加拿大祕書長尼夫（Alex 

Neve）致函當地法輪大法學

會：「在這令人痛心的 23 年

裏，你們從未動搖。相反，你

們堅持信念、秉持真相。你們

一直堅持修煉法輪功，一直在

為人權發聲，就像你們今天所

做的那樣。你們向我們所有人

展示了勇氣的真正意涵。你們

提醒我們，無論如何，我們都

不能放棄人權。」

　　 國 會 議 員 瑞 德（Scott 

Reid）亦致函表示：「令我感

到驚愕的是：法輪大法修煉者

做出傑出貢獻、將中國文化和

中國價值觀的精華帶給了全世

界，而中國政府（中共）卻沒

有看到。」

　　七月十九日，在魁北克蒙

特利爾唐人街舉行的燭光夜悼

儀式感動了過往民眾。有人稱

讚法輪功學員的行動高貴而有

力量，有人敬佩學員以平和來

與邪惡對抗；華人則在明白真

相後，退出曾經加入的中共黨

團隊組織。

　　二十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

陳女士，一直跟著法輪功學員

在多倫多市中心遊行的隊伍走

到了終點。她說：「其實我持

續在了解法輪功，我知道了法

輪大法的祛病健身奇效，以及

他真、善、忍的法理。我真的

非常的喜歡，所以我也想修

煉。我也知道在國內受迫害的

情況，所以也想加入到反迫害

隊伍中來。」

　　七月二十日，安大略省雙

子城的學員在日常煉功與弘法

的公園，朗讀了大法弟子創作

的歌詞來悼念同修：「就讓慈

悲把邪惡淘汰，讓善良擁有未

來……在一起，我們的真誠讓

一切改變，讓一切改變。」

加拿大40議員聯署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

法輪功反迫害23年 
全球民眾聲援制止中共罪行

　　（明慧網）七月九日至

二十日，從英國倫敦到愛爾

蘭，從澳洲昆士蘭到南澳、

墨爾本到珀斯，以至新西

蘭，各地法輪功學員都舉辦

了遊行、集會、燭光夜悼等

反迫害活動，獲得當地政要

與民眾的支持。

　　十六名愛爾蘭國家和地

方議員，或聯署聲明、或個

人發函、或現場簽名表達了

支持。愛爾蘭參議員莎朗﹒

基奧根說：「今天集會上的

法輪功學員們，哪怕僅僅是

打打橫幅，都得是非常勇敢

才能做到的，因為這意味著

他們不能再回到中國，不能

見到他們的親人，這些都是

因為中共的迫害。我會盡全

力支持法輪功學員們。」

　　四月底，英國推出《健

康與護理法案》禁止英國人

到海外購買器官。為此立法

做出重要貢獻的亨特勛爵在

支持函中說：「非常感謝你

們為揭露正在發生的事情所

做的一切。」國會議員克里 •

麥卡錫在信中說：「阻止英

國人出國手術只是開始……

我們必須阻止國際醫療機構

參與非法活摘器官，但最重

要的是從源頭上截斷，要對

中共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

　　在墨爾本的反迫害集會

上，維州自由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大衛﹒林布里克發言

說，澳洲人必須了解迫害真

相、必須捍衛真、善、忍普

世價值。澳洲聯邦綠黨參

議員喬丹﹒斯蒂爾 - 約翰表

示，不會忽視中共侵犯人權。

　　觀看了新西蘭法輪功

學員在奧克蘭伊麗莎白廣

場的反迫害活動，瑜珈老

師余娜（Yuna）和自由作

家、攝影師托馬斯（William 

Thomas）都很有感想。余

娜說：「中共的所作所為都

是在對抗善良。共產主義就

是無神論，它們沒有精神領

域的東西，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托馬斯表示：「有些人

做壞事，積很多惡業，當他

們遭遇挫折時，卻不知道為

甚麼？那就是業力輪報。」

他說：「（維護）真、善、忍

理念是作為人來到這個世界

的目的。」

從英國愛爾蘭到澳洲新西蘭

政要庶民同挺法輪功反迫害

	�澳洲昆士蘭法輪功學員在首府布里斯班市中心舉行 「七﹒

二零」反迫害遊行和講真相活動。

	�七月十九日，加拿大跨黨派的四十名議員聯名致函總理與外長，敦促聯邦政府制止中共對法輪功

學員的迫害。

	�了解真相

的民眾簽名

支持法輪功

學員制止迫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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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河北法輪功學員

　　河北保定市法輪功學員

韓俊德老人，於今年四月

十四日在河北監獄被迫害離

世，終年七十七歲。生離死

別、天地兩隔，無言的悲痛

伴隨著淚水， 沉痛哀悼。七

月二十二日，就是韓俊德被

迫害致死「百天」了。追思

往昔，歷歷在目。

　　韓俊德中等身材，性格

開朗，說話聲音洪亮，行動

敏捷，看上去比同齡人年

輕。他心地善良，樂於助人，

是一位非常慈善的老先生。

　　韓俊德因為堅持信仰，

被中共多次非法關押、勞

教、蹲坑監視。為躲避迫害，

老人被迫流離失所， 有家不

能回。後來因在小葫蘆上

「真善忍好」，於二零二零年

二月被保定市高陽縣法院非

法判刑八年半、勒索罰金一

萬元，最終被迫害離世。

　　韓俊德入獄後沒有一次

被允許會見或視頻通話過。

二零二一年以來，沒有獲准

和家人打過一次電話。監獄

非法阻撓他給家人寫信，拒

絕轉申訴狀，違法剝奪他申

訴的權利……

　　韓俊德病危一個多月，

監獄不給辦理保外就醫，直

接造成老人冤死獄中。監獄

一直沒有向家屬披露屍檢報

告，監獄也拒絕給家屬看病

歷、監獄錄像及其他一切與

韓俊德死亡有關的資料證

據，還威脅家屬他們可以自

行火化遺體。 

　　這一切都顯示，韓俊德

是被第五監獄迫害致死，家

屬表示必將追究到底。 

迫害事實

　　（明慧記者英梓報導）法

輪功反迫害 23 年之際，目前

居住在荷蘭的中國人權觀察理

事馬永濤先生接受採訪時，講

述了他於二零一四年四月被非

法關押期間，所見證的法輪功

學員遭受的迫害。

從體罰到「遊街」

　　當時是在北京市海淀看守

所，三十五平米的牢房裡住了

二十九個人。馬永濤發現，法

輪功學員穿的馬甲（所有被關

押人員都要穿）顏色和其他人

不一樣，是綠色的，而其他人

穿的都是黃色的。法輪功學員

都是被「嚴管」的。

　　馬永濤說，自己接觸到的

法輪功學員根本不是中共喉舌

媒體宣傳的那樣，「他們的人

品都很好，都非常平和」。但

是他們卻受到加倍的虐待。

　　他回憶說，每個牢房裡都

有牢頭，這些人都是「授權作

惡」——獄警不出面，授意牢

頭作惡。

　　看守所有一種體罰叫「坐

板」（一種酷刑），就是一個姿

勢坐在大約四十厘米高的硬木

板床上，雙腿蜷起，雙手放在

膝蓋上，要坐得挺直，一坐幾

小時。在坐板的時候，一般人

姿勢不正確了，牢頭就提醒坐

好。如果是法輪功學員，牢頭

就要罰他們「值班」。

　　所謂的「值班」，就是其

他人睡覺時，值班者必須站在

通鋪的過道上，雙腳分開、兩

臂下垂，站直了不動。實際上

就是一種體罰。有時候一站一

宿，第二天還得接著「坐板」。

　　如果法輪功學員不服獄警

或牢頭「管教」，還會被「連

上」，就是戴上手銬、腳鐐，

然後把手銬跟腳鐐連一起，人

都直不起腰。由警察拉著「遊

街」。二十多個監室，一個

一個地走，每到一個監室就要

說一遍：「大家別學，我是因

為鬧監才這樣的。」有時長達

十五天，吃飯、上廁所都這樣

被「連上」。

對中共活摘器官 
深信不疑

　　談到中共活摘器官，馬永

濤從幾個現象進行分析：第

一，中國的死刑犯的數量是多

少？中國每年移植器官的數量

是多少？二者差異很大，多出

來的器官來自哪裡？

　　第二點，中國死刑犯被槍

斃後，家屬只能得到一盆骨

灰，也就是說屍體歸國家所

有。他的一個朋友上訪二十多

年了，就是因為他的兒子被中

共判死刑，最後家裏只得到一

盆骨灰。

　　馬永濤表示，他自己在被

非法關押期間也被驗血、體檢。

　　馬永濤說：透過這種種現

象，我對中共活摘器官是百分

之百深信不疑。

感謝法輪功學員 
開發的翻牆軟件

　　從迫害開始，法輪功學員

一直通過各種和平方式揭露謊

言、講清真相；對此，馬永濤

說，「如果不講真相，好多外

界的人確實不知道（發生了什

麼），中共的宣傳欺騙性就更

大了。」

　　馬永濤說，他很感謝法輪

功，因為他在國內受益於法輪

功學員開發的自由門、逍遙游

等翻牆軟件，否則無法分辨共

產黨的謊言。

　　正是在這些軟件的幫助

下，馬永濤在網上讀到了《九

評共產黨》一書，看到了牆外

很多真實的消息。

維權人士見證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

追憶韓俊德同修

	�中共酷刑刑具：手銬腳鐐。

（明 慧 網

通訊員內蒙古

報導）內蒙古

赤峰市公安局

元寶山區分局

看守所副所長

馮小虎，二零

二二年七月八日左右因酒駕發

生車禍，他不顧傷者逃離肇事

現場，結果被外地警察抓捕。

馮小虎現面臨被開除公職，甚

至被判刑入獄。而此前，馮小

虎也遇家庭破裂，妻子與他離

婚，並帶走全部存款積蓄。

　　馮小虎為何落得如此下

場？有道是：朗朗乾坤皎皎

月，天網恢恢放過誰。

　　馮小虎，男，一九七零年

十月出生，原元寶山區國保大

隊警察，後調元寶山區公安分

局特巡警大隊任大隊長，再後

來調入元寶山區看守所任副所

長。馮小虎參與迫害法輪功學

員長達十餘年，他積極參與第

一線的迫害行動：直接綁架、

毆打、酷刑折磨，並敲詐、勒

索、搶劫法輪功學員巨額錢財

等。馮小虎惡行累累，以下僅

記錄幾宗：

毒打多名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八年九月，元寶山

區法輪功學員高文江被警察綁

架到元寶山區公安分局，張志

剛、馮小虎等警察輪番上陣對

高文江刑訊逼供。期間，張志

剛揪住高文江的頭髮，無數次

的左右扇他耳光，用膠皮鋼絲

棒（鋼絲棒的外部是用類似汽

車輪胎一樣的膠皮，裡邊是鋼

的）抽打他的腰部、臀部，

酷刑折磨長達數小時。張志剛

累得打不動了，馮小虎接著上

陣，他飛腳踢在高文江的臉

上，開始左右打耳光，不止幾

十個耳光。馮小虎打累了，再

換其他的警察上來打。

　　優秀教師楊桂芝遭中共警

察綁架後，馮小虎入室搶劫，

搶走楊桂芝的電腦等私人物

品，並綁架楊桂芝未修煉的女

兒；他在法院對楊桂芝的誣判

案中作偽證。楊桂芝被判四年

半，後含冤離世。

　　法輪功學員楊翠玲老人，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日被喀喇沁

旗公安局國保大隊劉振庭等綁

架，馮小虎夥同喀喇沁旗警察

主動參與迫害。楊翠玲老人被

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九年春夏之交，元

寶山區法輪功學員李丹在吉林

被馮小虎等警察綁架，後被非

法判刑七年半。李丹被綁架

時，馮小虎非常得意，好像立

了什麼大功一樣。

　　李丹問他叫什麼名字時，

他報了姓名，還囂張反問：怎

麼的？要給上惡人榜嗎？

　　一次，馮小虎為了得到真

相資料的來源處，瘋狂毒打一

位姓羅年輕男性法輪功學員，

揪掉他很多頭髮，還扒光其衣

服電擊生殖器，並戲耍侮辱該

法輪功學員。

勒索法輪功學員錢財

　　馮小虎綁架法輪功學員

後，除了實施暴力，還千方百

計勒索錢財，誘騙法輪功學員

家人拿錢來贖人，動輒萬元。

　　二零一零年九月中旬，馮

小虎闖進法輪功學員趙桂春的

家，搶走好幾萬元的現金。

　　在二零零八年的一次綁架

案中，他搶走法輪功學員趙淑

蘭手提包裡的幾千元，人家要

追回這筆錢時，馮小虎大言不

慚地說：「都喝酒花盡了。」

天日昭昭 善惡必報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

早與來遲。在中共迫害法輪功

的二十三年中，中共各級公安

官員、警察，聽命於中共江氏

集團的迫害指令，殘害當地法

輪功修煉者，造下罪業空前，

所以他們惡報連連，或暴病身

亡、或撤職開除、或落馬入

獄，或殃及家人……馮小虎就

是其中一例，他與邪惡為伍，

最終大禍臨頭。

內蒙古警察馮小虎幹了哪些事遭惡報

	�中共酷刑示意圖：罰坐。

　　（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

導）吉林市船營區華南派出所

警察，最近闖到法輪功學員馬

平家中，欲實施綁架，因馬平

有病，警察遂改抓他的兒子，

非法扣押一天一夜才放人。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二日

晚，華南派出所教導員李沖等

四個警察，闖到華南小區，猛

敲馬平家的門，警察開始謊稱

查做核酸記錄，要進屋見面談。

　　馬平的妻子說，自己的丈

夫身體不好，不能見外人。警

察就一直敲門，僵持一會後，

警察承認說是談關於馬平煉法

輪功的事。馬平的妻子堅決不

給開門。警察竟從窗戶跳進屋

來（一樓），進屋後不由分說

就開始翻東西，搶走了法輪大

法師父法像、法輪大法書籍和

電腦等私人物品。

　　馬平的兒子試圖阻擋，警

察看馬平身體確實不好，就把

他兒子綁架走了。

　　警察將馬平的兒子綁架到

派出所非法審問，馬平的兒子

什麼都不回答，只說學法輪大

法怎麼受益了，講大法真相。

警察說不配合就回不了家，威

脅要拘留他。

　　馬平的兒子當晚被扣押在

派出所；七月十三日又扣押了

一整天。期間又把馬平的妻子

叫去做了筆錄，警察快下班時

才釋放馬平兒子回家。

　　事後聽鄰居說，這些不法

人員非法監視馬平家已經有一

段時間了，包括馬平的兒子什

麼時候推輪椅帶爸爸出門，他

們都有所掌握。

吉林警察跳窗入室  
抓父未遂改抓兒子

	�馮小虎。

	�韓俊德老人生前因在小葫

蘆刻「真善忍好」字樣，二

零二零年被中共冤判八年半。

	�韓俊德老人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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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中國經濟時報》第 6 版〈百姓

廣場〉欄目以《我站起來了》

為題，報導了河北省邯鄲市家

庭婦女謝秀芬在癱瘓十六年以

後，因煉法輪功恢復了行走能

力。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日，

中國《羊城晚報》以《老少皆煉

法輪功》為題，報導了廣州約

五千名法輪功學員集體晨煉，

以及患高位癱瘓、全身 70% 部

位麻木失靈的廣州迪威皮革有

限公司統計員林嬋英，在煉法

輪功後恢復了行走能力之事。

　　這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之

前，中國大陸對法輪功的正面

報導。其實在修煉法輪功的人

群中，還有很多癱瘓病人通過

修煉法輪大法，告別了輪椅，

重新站了起來，獲得了新生。

妙手回春的神奇事跡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到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

間，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應各地官方氣功科學研究會邀

請，在全國二十三個城市舉辦

了五十四期法輪功學習班，參

加的學員六萬多人次。在李洪

志先生傳法教功過程中，有許

多神奇的事情發生。

　　六十七歲的高級工程師李

鳳鳴，患腦血栓四年。在長春

第七期法輪功學習班上，他扔

掉了枴杖，從此能自己走路

了，他激動得又哭又笑。在場

的人目睹這神奇的一幕，無不

驚歎：「神了！」他老伴當晚寫

了感謝信，代表全家感謝李洪

志師父。

　　另一位身穿鐵路服、五十

多歲的腦血栓患者也當場痊

癒。他激動地在李洪志先生面

前跪下，連連磕頭，眼淚直流。

　 像這樣的祛病奇蹟，在法輪

功學習班上非常多。很多人就

是因為親身體驗、見證到了法

輪功的神奇，才決心走入法輪

功修煉的。而且在每一期學習

班上，李洪志先生的言傳身教

也使很多氣功愛好者體會到了

法輪功的純正與無私。

籃壇宿將修大法 
脫胎換骨

　　王金菊，一九四八年出

生。她家在山東，家裏兄弟姐

妹八人，她是老七。十九歲那

年，因體育特長，王金菊被部

隊體工隊選中，先後進入了

「八一」籃球隊、軍區隊和總後

勤部籃球隊。

　　王金菊在籃球場上揮汗拚

搏了十幾年，從隊員到教練，

得過很多獎，贏得了讚譽。但

是，激烈運動留下的創傷，給

她的健康埋下了嚴重隱患。

　　上世紀八十年代，王金菊

轉業到北京一家影視公司擔任

副總裁職務。她每天忙著拍行

業專題片、廣告等；做電視臺

的媒體代理，生意非常好。隨

著公司生意的紅火，金菊個人

經濟狀況也發生了巨變。她有

了大房子、好車子，還有專職

司機給她開車，讓母親和家鄉

的親人們都過上了富裕的生

活。王金菊覺得自己在人生的

路上又一次揚起了風帆。

　　然而，就在她躊躇滿志、

為事業拚搏之際，厄運降臨

了：一九九五年的一天，王金

菊突然癱瘓了！親友們抬著她

四處尋醫，找遍名醫卻始終得

不到治癒。那時，王金菊無助

地躺在床上，靠姐姐照顧。

　　回想人生，王金菊真是欲

哭無淚：四十多年過去了，由

貧窮到富有、到人生得意。但

此時，她卻深深地體會到：人

一旦失去了健康，真是一無所

有啊！

　　轉眼到了一九九六年。那

一年，王金菊的朋友送給她一

本《轉法輪》，並告訴她，周圍

很多患嚴重疾病、絕症的人，

修煉法輪功後都康復了。這個

消息給王金菊帶來重生的希

望。她一口氣讀完《轉法輪》，

感到這本書把她人生所有的疑

惑全解開了，她決定修煉法輪

功。

　　一個星期後，奇蹟出現

了：王金菊站起來了！一個月

後，她感到身體非常輕快，真

是脫胎換骨般的變化！

　　王金菊的這段神奇經歷，

讓她的許多親朋好友都走入了

法輪功修煉。

　　目前定居加拿大的王金菊

說：「專業運動員一旦退下運

動場，運動創傷的痛苦就會伴

隨著他們，不管有多少錢都沒

有辦法消除痛苦；大法使我七

天就站起來了。大法帶給我重

生。我對大法的感恩，無法用

人間的語言來表達。謝謝大

法，謝謝李洪志師父。」

祛病健身

癱瘓患者站起來了

	�文 : 河北唐山大法弟子

　　我丈夫患有嚴重的心臟

病。二零二一年九月，他在

醫院治療期間，心跳突然停

止，幸好搶救及時，又活了

過來。但由於心臟短時間停

止跳動，致使肝、腎衰竭。

雖然有心跳了，但人總是處

於昏迷之中，意識不清，危

在旦夕。

　　我當時非常絕望，但轉

念一想：我是大法弟子，家

裡發生的一切事都不是偶然

的；我修煉二十多年了，丈

夫沒有得法，還一直對我有

意見，肯定是我平時做得不

夠。我請求師父原諒我，

同時給我丈夫一次得法的機

會。他能與我結為夫妻，一

定也與大法有緣。

　　隨後的幾天，丈夫的情

況逐漸好轉，肝、腎功能逐

漸恢復，醫生同意把丈夫從

ICU 轉到了普通病房。但丈

夫還是有時清醒有時糊塗。

　　有一天，他醒來後突然

指著我經常用的黃色小包，

問：「裡面裝的是什麼？」我

說是《轉法輪》，我打開小包

讓他看。他突然變得非常激

動，恍然大悟的樣子，他對

我說，是師父救了他！

　　丈夫說，昏迷的時候，

他總感覺自己是在其他空

間，他想回家但總找不到回

家的路。

　　有一天，他看到眼前出

現一片金色的光芒，順著金

色光芒，他發現發光體來自

一個黃色的小包。

　　丈夫說，他知道這個黃

色的小包肯定是自己家的，

但不知道裡面裝的是啥。伴

隨著金色的光芒，他說還有

殊勝的音樂。他還能循著金

色的光芒不停地飛，感覺自

己非常幸福、快樂，像個凱

旋歸來的戰士。

　　他說，他從太空中盤旋

著慢慢地降落，最後就落在

了醫院的這張病床上。睜開

眼看到了我，又看到了我的

這個黃色小包，接著就出現

了上面的那一幕。

　　我聽後雙手合十，感謝

師父！

　　師尊慈悲，不落下每一

個有緣人。丈夫現在已經開

始看書學法了。出院回家半

年多了，肝、腎功能完全正

常了，心臟功能也逐漸好轉，

能正常生活、工作了。

瀕死體驗：循著金色的光芒回到家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我女兒二十六歲時全身浮

腫，同時伴有頭昏，動不動就

摔倒，還有胃病和婦科病。經

過多次治療，就是沒效果。最

後縣醫院醫生懷疑是白血病，

說可能要住院治療，先做穿

檢查，用長針頭吸骨髓化驗。

　　那時女兒有一個孩子還在

哺乳期，家庭經濟條件不好，

住不起醫院。我勸女兒回家跟

我一起學煉法輪功，女兒同意

了。

疑似白血病症狀消失

　　臨走時，醫生關照說，我

女兒這樣的病情，不能再生

育，也不能吃避孕藥、上避孕

環和做絕育手術。女兒當時覺

得，只有修煉大法才有希望。

　　看到周圍其他同修修煉後

身體的變化，女兒很有信心，

學法煉功都很用心。她的身體

開始好轉，不到一年的時間，

醫生懷疑的白血病症狀不見

了，渾身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她對大法對師父無比感恩。

村幹部：法輪功了不起

　　身體康復後，女兒跟她丈

夫到外省打工，二零零二年懷

孕生了第二胎。

　　按大陸當時的政策，女兒

必須做絕育手術。手術前驗血

的結果一出來，醫生就問我女

兒的血液怎麼這麼好。

　　在場的村婦聯主任向女兒

投來疑惑、羨慕的目光。她知

道我女兒原來的情況，醫生說

過可能不能生育，也不能避孕

和做絕育手術。

　　女兒在婦聯主任耳邊小聲

地說：「我煉了法輪功。」婦聯

主任驚訝地說：「法輪功這麼

好哇。」

　　手術後，醫生說要輸液消

炎，女兒沒有同意。婦聯主任

小聲向醫生說了我女兒前幾年

的病情，以及她煉法輪功後身

體的變化，醫生沒有再堅持。

　　過了三天，婦聯主任和副

村長來看望我女兒，這麼熱的

天，我女兒的傷口也沒有發

炎。副村長豎起大拇指說：「法

輪功，了不起！」

　　幾天后，女兒步行一公里

去醫院拆線，在場的醫生知道

我女兒的情況後，見證了法輪

功強身健體的神奇效果。

女兒的疑難病症消失

	� ( 左 圖 ）

在長春第七

期法輪功學

習班上，患

腦血栓四年

的退休高級

工程師李鳳

鳴，撤下椅

子，扔掉枴

杖，能自己

走路了。（明

慧網）

	� ( 右圖）曾

經癱瘓的王

金菊，修煉

法輪功一星

期就站起來

了。圖為王

金菊近照。

（伊鈴／大紀

元）

　　多項研究調查顯示，法輪

功在祛病健身、改善身心方面

有神奇功效。

總有效率高達 97.9%

一九九八年九月，中國國

家體總抽樣調查法輪功修煉人

12,553 人，疾病痊癒和基本康

復率為 77.5%，加上好轉者人

數 20.4%，祛病健身有效率總

數高達 97.9%。

一九九八年十月，對北京

市 200 多個法輪功煉功點進行

統計學調查，有效調查人數為

12,731 例。結果顯示， 法輪功

祛病總有效率為 99.1%，其中

完全康復者占 58.5%；體質增

強者占 80.3%；精神改善者占

96.5%。

台灣大學發表的一項調查

報告顯示：法輪功學員修煉

後，一年只用一張健保卡者達

72%，幾乎是修煉前的一半。

報告指出，法輪功對於戒除不

良的生活習慣有顯著的效果：

戒煙率為 81%、戒酒率 77%、

戒賭率 85%。

多項調查：

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顯著

	�法輪功已經傳播到全世界

一百多個國家，吸引全球一億

多人修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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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中國古人講天人合一，人

與自然相生相長。所以人們為

上選 的時候，通常會選

一塊風水寶地，以 後代福

子 ；在建房買房的時候，

會選一個風水極 的地方，使

風水 人。那麼究竟是風水

人還是人 風水 ？

人  

　　 名相 ，出身

清 ，從小立志「大丈夫當利

生民」、「不為良相 為良

醫」。 信 法，為官

清正，愛民如子，重視教育。

　　 當了 相，把

拿出來購買義 ，分給貧窮無

地的人 作；把買來的風水

寶地 作學 ，還給他們提供

飯食、衣服；家 中 是有婚

的，給他們 錢。就

這樣，他用一人的 入 活了

三百多家鄉親。

　　有一天， 在天平山

下看見一位風水先生在選

地，風水先生指著一塊有五塊

大 頭圍住的 說：「這種

地 叫五虎盤羊，在風水學上

叫五 穿心，很不吉利，是要

絕五代的地方。」

　　 聽了心裡想：我把

它買下做 ，要絕就絕我一

家 ，別讓這地方去害別人。

於是他買下了這塊地。

　　當地百姓都感念 的

善舉，對天 說：「老天 ！

你睜開眼看看， 大人這麼

好，你怎麼忍心讓他受絕五代

的苦難？ 要真靈驗就請幫幫

忙，讓 大人家多出幾個像他

老人家一樣的人。」

　　說來奇怪，就在 高

安 的那天夜晚，本來天空

著滿天星 ，突然間電

鳴，狂風暴 ，那五塊 頭

一下全部 天豎起，使「五

穿心」變成了「五 天」的

寶地。

　　 話說：「富不過三代」，

氏家 了八百年！

四個兒子德才 都在 為

官，一直到民國 年都不衰。

氏家 的子 後代 行著

「先天下之 而 ，後天

下之樂而樂」的家規。

不 惡人  

　　風水對人起一定的作用，

但不是絕對的。古籍中記 ，

相 曾威逼 風水大師

布衣，幫他尋找一塊福及子

的風水寶地。

　　 布衣無 尋找了

一塊必出王 的福地。事後

布衣帶著家人 走到南方避

禍。臨走時， 布衣在選中的

福地前說：「此地不發無地理，

此地 發無天理！」

　　 非常高 地將 移

到福地，等待著封王封 的

好運。一天夜裡，突然狂風暴

， 電交加，山 移位，改

變了地 ，福地變成了 地，

一夜間 家被滅 家。

　　 作惡多 ， 害

良， 風水再好，也無濟於

事，風水 不了 惡之人。

個 之家的

　　其實，積德行善才是最好

的風水。人的善心與風水的吉

之氣相 感應共鳴，而產生

正能量，使人 風水，風水

人。善良高德之士走到哪裡，

好風水就跟到哪裡，福人居福

地。而 名逐利者即使擁有再

好的風水寶地，也沒有用，因

為德不配位。

　　齊 曾經是山東濟南市

鋼城區黃 山村邪黨書

記，他家曾是當地富裕的五口

之家，現在只剩下生病的婆

二人，齊 家是如何 落

的？

　　話得從九十年代說起。

一九九六年前，齊 的妻子

患嚴重 病，兩手無力，生

活不能自理，全靠丈夫 候。

一天她打聽到煉法輪功可以治

病，就跟著村民一起煉法輪

功，很快 病不 而飛。齊

一家人喜出望外。

　　然而，中共江 民集團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

迫害法輪功，齊 的妻子

得不敢煉功了。把法輪功書

籍、資料全部交給了派出所。

不久，她的 病復發，整天

吃藥打針也無效。這時，齊

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積極

參與迫害本村的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七年夏天，齊

被本村一個精神病人 中

部，當場死亡，年僅五十二

歲。而精神病人被判無罪。

　　齊 的兒子在黃 政

府單位做檢疫工作，兒 在

遊區開飯店，生意挺紅火。他

們在城裡買了幾十萬元的樓

房，還買了一 價值五十多萬

的 車。不幸的是，他們對法

輪功學員的態 ，與齊 差

不多，也不聽真相。

　　二零一六年，齊 的兒

子查出 症晚期，兩、三個月

後就去世了，年僅四十多歲。

兒 於二零一九年查出骨 ，

很快做了截 手術，也未能

續生命，於二零二零年五月離

開人世。現在，齊 二十四

歲的 子患有自 症，整天在

家裏 電腦遊戲，不願意去工

作，還說：「誰再叫我去上班，

我就跳樓！」

　　齊 的妻子因 病

發症，眼 看不清東西，生活

不能自理。婆 二人的 食都

得靠村裡人送來，否則就得

。

子

　　齊 本可以用自己的權

力保護本村的法輪功學員，選

擇正義之舉。像山東 市

果之鄉的一位治保主任，遇到

上邊來人要抓本村的法輪功學

員，他對來人說：「這些人不

用你們教育，我們自己教育教

育就行了！」

　　上邊的人又問他：「是誰

把法輪功 語 到電線 上

的？」治保主任說：「誰能老是

看著他們？一轉身他們就 上

了！」

　　這位治保主任 慧地保護

身邊的大法弟子，就是給自己

和家人積 福德。

　　《周 》有 ：「積 善 之

家，必有餘 ；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因果報應是個天

定的規律，一世報不完還有子

後世。

人養風水還是風水養人？

	�文 : 張家口大法弟子

　　我的婆婆今年九十歲高

齡，是個善良溫和的人，多年

來一直誠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九字真言，吃得香睡

得好，身體一直平平穩穩，不

需要兒女們操心。

　　可就在去年七月中旬，婆

婆出現了頭暈、噁心、沒有食

慾等症狀，村醫給她輸了兩天

液，也不見一點好轉。兒女們

心裡沒了底，只好送老人去大

醫院檢查住院。

心臟嚴重衰竭  
醫院堅持讓老人出院

　　婆婆住進醫院的第二天做

了檢查，其中右肺部整體沒有

功能，左肺剩一半還能工作。

第三天做心臟檢查時險些出

事，當時婆婆頭部、背部一下

大汗淋淋，不省人事；檢查不

能繼續，後經過醫生、護士全

力搶救，婆婆才醒了過來。

　　考慮婆婆的情況，醫生只

好將儀器搬到病房，做了心臟

彩超，結果是心臟嚴重衰竭。

醫生建議馬上出院。陪護的兩

個兒子沒辦法，只好求醫生先

給婆婆用藥觀察。又住了一

天，醫生還是堅持讓九十歲高

齡的婆婆出院。就這樣，在醫

院治不好的情況下，第五天婆

婆辦理了出院。

 

斷氧氣三個多小時  
全家誠念真言出奇蹟

　　婆婆一路上吸著氧氣回到

了家中，在外地的兒女們也都

回家盡孝。婆婆二十四小時吸

氧，情況非常不穩定，兒女們

輪流守著婆婆，還是一天不如

一天。婆婆的腳、腿、胳膊出

現了嚴重浮腫，胳膊腫得比小

腿還粗，一摁一個坑。她每

天只喝一小杓糊糊，靠氧氣呼

吸，就這樣維持著生命。

　　婆婆平時耳朵特別聾，病

重的那幾天突然變好了，很小

的說話聲，她也聽得一清二

楚。這樣的反常現象弄得家裡

人反而都不踏實了。

　　一天半夜兩點多，侄子打

來電話，說氧氣不多了，很難

維持到天亮，讓想辦法。但

是，大半夜的，有氧氣的商家

都關門了，到哪裡去弄。

　　從醫院回到家裡，婆婆一

直都要靠吸氧氣呼吸，斷氧就

呼吸困難，甚至出現昏迷狀

態，說胡話。

　　那天到凌晨三點多，一點

氧氣都沒有了，家人都很著

急。派人四點就去商店排隊，

但商店最早也要六點才開門。

　　我想只有這一個辦法了：

讓在跟前的所有親人們快念九

字真言。婆婆的兒女們都明白

法輪功真相，做了三退。在危

急時 ，大家齊聲誠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一遍接

一遍地念著，一直念到天亮。

　　六點多氧氣買回來了，一

家人緊張的心情放鬆了。在斷

了氧氣的三個多小時裡，由於

全家誠心念誦九字真言，婆婆

一直平平穩穩的，每個人都從

心裡感謝大法師父。

　　從那以後，婆婆的身體狀

況有了好轉，開始能吃東西

了，腫的地方不知不覺消下去

了。再後來，婆婆能扶著下地

了，誰看到了都說是個奇蹟！

　　婆婆的起死回生，讓全家

二十多口人親眼見證了大法的

神奇與超常，他們對大法師父

更加敬重。

全家誠念大法真言
九旬婆婆化險為夷

	�文：李強

　　我叫李強，五十九歲，

遼寧瀋陽人，在上海工作。

今年三月份下旬，我到河北

邯鄲看望女兒，到邯鄲後，

沒想到女兒已出國了，沒見

著。但上海封城，我回不去

了。到四月六日，邯鄲也封

城了，出不去了。到四月

底，邯鄲解封，上海仍然疫

情嚴重，不能回去。

　　此時，我在邯鄲住賓館

的錢也花完了，打電話叫我

的朋友給我匯點錢，我回

瀋陽老家。朋友說，要等到

發工資才能匯錢。這樣，我

只能在垃圾堆裡撿來一塊破

地氈，在一個廣場走廊角睡

覺，撿些吃的，成了無家可

歸的流浪漢。

　　一直到六月六日，一個

法輪功學員見到我，給我

講了大法真相，「天安門自

焚」是欺天偽火；並告訴我

真心誠念「真善忍好，法輪

大法好」九字真言，退黨團

隊保平安。我知道了共產黨

的邪惡，自願退出邪黨組織

少先隊。

　　這位法輪功學員知道我

的情況後，給了我四百一十

元。六月七日，我做了核

酸，順利回到老家瀋陽。感

謝法輪大法和大法學員，在

我危難時對我的救助。

遲到的感謝

	�去年五月中國人權律師江天勇恭賀法輪大法洪傳世界的賀

詞賀卡。

	�宋朝名相范仲淹把買來的風水寶地捐作學堂，自家祖墳用凶

地，范氏家族卻興旺了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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