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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心愿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旧中央汽车站广场，是一

个拥挤而繁忙的地方。这里挤满了廉价服装店、

货币兑换商及各种摊位，伴随着响亮的摇滚音

乐，许多来自中国的居民在这里购物。然而在

这混乱之中，出现了一座寂静而美丽的“孤岛”。

一些身着黄色衬衫的当地以色列法轮功学

员，他们每个月来一次，排成一排，随着轻柔

的音乐炼着法轮功功法。他们就象莲花出淤泥

一样，出现在喧闹、肮脏和混乱的市场中。

原来，在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修炼中

深深受益的以色列人，得知这么好的功法却在

中国大陆被中共抹黑、污蔑、遭受迫害，他们

深感不安。2001年，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决定，

要尽他们可能，向人讲清法轮大法真相，尤其

是对居住在以色列的华人。以色列学员希望华

人看到，在以色列修炼法轮大法是合法的，是

安全的，他们不会受到威胁。特别他们希望让

中国人看到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来自各个年龄

层和各行各业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

每个人都是自愿来的。

尽管这里的环境嘈杂，但法轮功学员闭上

眼睛，专心炼功；有的发传单和莲花，有的举

着“法轮大法 真善忍”的横幅。一位长期来

发真相资料的学员表示：这个活动是我每月的

“重头戏”，是莫大的荣幸。我总是带着灿烂

的笑容在那儿，无论中国人接受还是拒绝真相

传单。我知道这些人从幼儿园开始就被中共媒

体洗脑，他们很难相信真相。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们的善心还是打动了他们，最终他们还

是拿走了真相传单，有些人对我微笑。我们正

用我们的奉献精神和毅力来融化他们的心。

法轮功学员还在一家外币兑换店旁边架起

了一个大屏幕，很多中国人在那排队，队伍缓

缓移动，他们在看屏幕上播放的视频——用中

文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视频显示，在迫害

开始之前，法轮大法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流行的

修炼方法，并获得当局的支持，当时中国媒体

报道赞扬法轮功，描绘了法轮功的美好及其给

人民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视频还分析了中

共一手导演的天安门自焚，是如何漏洞百出。

一位发起设置电视屏幕的学员说：我们不

会说中文，很难与中国人交流和沟通，于是就

产生了设置屏幕的念头，让他们看中文的真相

节目，我们真心希望他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

相，也从中受益。◇

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法轮功学员在闹市中伴随着祥和的炼功音乐集体炼功；右图为中国人在观看真相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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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建阳是万里挑一的人才，人们眼中的“天

才少年”。他15岁就考入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

19岁本科毕业后以全系第一的考研成绩被公

派到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

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帝国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滑移网格的计算方法”，

罗建阳说，“之后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进入了

当时世界领先的工程软件开发公司工作。由于

对公司研发的杰出贡献，不久就成为了公司研

发部门的总监。”

目前，罗建阳在一家日本软件开发公司担

任首席技术官和首席科学家，“为了邀请我加

入，这家公司专门为我一个人在英国成立了一

家新的公司”。

罗建阳同时还是英国最大的中文学校董事

会的董事之一，并担任其中一个校区的校区主

任，义务服务了 30年。

■ 与法轮功结缘

可能在一般人眼中，科学家和气功修炼似

乎并不相关。罗建阳自己也表示，最开始对气

功修炼完全没概念，“大概是在 1998 年，有

一个朋友送给我一大堆功法的录像，说这些在

中国很流行，对身体很好，但当时我对这些并

不是很感兴趣，就放在了角落里。”

一年后，在机缘巧合下，罗建阳通过朋友

介绍，在英国法轮大法心得体会交流会上购买

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罗建阳

说：“《转法轮》我一看就没有放下手，就一

下看完了，我感到非常激动，像得到了宝贝一

样，并把以前得到的法轮功教功录像拿出来自

己学、自己炼。”

“尤其是精神上得到特别大的收获，我相

信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像很多大科学家，牛

顿、爱因斯坦啊，他们做研究到最后，都会走

入宗教这条路。想想看，如果人要造一个什么

东西都非常困难，但天体这么完美，你看太阳

系的行星运行的方式，要说是自然形成的，我

觉得很难有说服力。”罗建阳表示，“《转法轮》

这本书基本上解答了我对人生所有的疑问。”

■ 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 淡泊名利

阅读《转法轮》和自学五套功法，不仅仅

让罗建阳多年的胃病得到了痊愈，有了一个更

好的身体，并让他能够在高压的科技研发工作

中，以平和的心态攻克了众多的技术难题。

“高科技研究和软件开发，压力是非常非

常大的，因为还要和别的公司竞争。但我修炼

法轮功以后，就比较想得开。我很努力地工作，

我干工作仍然是非常努力的，但是心态放平了

一点，无求而自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

我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我的老板告诉所有的

公司员工说，如果罗不能解决，那这个世界上

就没人能解决了。”

英顶尖科学家
中使馆前静坐20年
中共宣传机构经常诬蔑法轮功学员是拿了“境

外势力”的钱才能坚持反迫害。对此罗建阳说：

要给多少钱，才能让一群人 20 年间 24 小时

不间断地坐在这里？用钱驱动是不可能的，只

有精神信仰才做得到。”他还笑着说，“说句

心里话，以我的工资，没有人可以请得起我。” ▲ 罗建阳在伦敦的中共使馆前静坐，20 年风雨无阻。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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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公司技术研发的贡献，罗建阳每年

都会收到老板亲自写的感谢信。但他看淡利益，

从不主动要求公司上调工资。

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也让

罗建阳改变了看待世界和与人相处的方式。罗

建阳回忆说，有一次公司决定给高层员工分配

股份，他分配到 15%的股份，而另一位同事只

得到 7%。后来他主动向老板提出将自己的部

分股份转给同事，不希望因为持股份额不同而

让他人感到不公平。“人生中赚钱并不是目的，

一个公司大家都比较和谐的话，同事们可以一

起奋斗。这个是最主要的。”

法轮功教人为他人着想，让罗建阳用自己

的财富回馈社会，资助帝国理工学院的困难学

生，将善良传递给他人。罗建阳表示：“人要

有爱心，做什么事情要先考虑别人。所以我也

希望别的穷人家的孩子，也能通过教育去改变

他们的人生。”罗建阳说：“因为我们当今社

会各种矛盾很多，如果大家都能为他人着想，

那这个社会自然就变好了。”

■ 为反迫害传递真相 坚持静坐二十载

“我自己受益以后，同时又看到 1999 年

以后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

被强迫放弃真善忍信仰，如果不放弃的话，你

就可能面临丢失工作，被抛进监狱，更厉害的

是被活摘器官。”罗建阳说，“英国的法轮功

学员希望可以做一点什么。”

就这样，部分英国法轮功学员开始来到中

共驻英使馆前静坐，声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

呼吁社会各界帮助敦促中共停止迫害。这些法

轮功学员中包括各个领域的精英，大学教授、

研究员、企业高管和政府公务员等，罗建阳就

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这一静坐就坐了20年。

罗建阳表示希望可以“让人看到法轮功和

平的性质。我们坐在那既不喊口号，也不做任

何活动，只是在那炼功，用展板呼吁中共当局

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还他们信仰自由。”

中共使馆前的静坐反迫害在 2002 年 6月

5日开始，改为 24 小时不间断的活动。罗建

阳主动承担周六晚 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 8点

的时段，风雨无阻。

20年来，罗建阳在中共使馆前遇到了很

多善良的英国民众，也让很多人了解了法轮功。

一次一个英国年轻人路过使馆，并问正在静坐

的罗建阳说：“在英国你可以自由地信仰，你

可以自由地炼功。大冬天的坐在这里做什么？”

罗建阳就问他：“你有信仰吗？”他说他是基

督徒，信仰基督。罗建阳接着问他：“那你是

否知道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是受到非常严重迫

害的？如果当初这些基督教的信仰者不坚持他

们的信仰，你今天还有基督教可以信仰吗？”

罗建阳和英国法轮功学员坚定和平反迫害

的意志，也破除了少数人的误解，打破了中共

的谎言，彰显了精神信仰的力量。

中共的宣传机构经常会诬蔑法轮功学员是

拿了“境外势力”的钱才能坚持反迫害。面对

这种言论，罗建阳说：“要给多少钱，才能让

一群人 20年间 24小时不间断地坐在这里？而

且我觉得用钱驱动人在中共大使馆前坐20年，

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精神信仰才能做得到，

金钱上是做不到的。”他还笑着说，“说句心

里话，以我的工资，没有人可以请得起我。”

罗建阳表示：“我坚持的目的，唯一目

的，就是希望我在中国的同修们有我一样的自

由。”◇

←←（接前页）

英顶尖科学家中使馆前静坐 20 年

▲ 罗建阳在伦敦的中共使馆前炼法轮功的第二套功
法——法轮桩法中的“头前抱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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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光慧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成植物人
【明慧网】四川绵阳市法

轮功学员廖光慧，2019年 7月

20 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

3 年。2021 年 1 月 20 日，她

被秘密劫持到成都女子监狱，

2022 年 7月 20 日，成都女子

监狱警察把被迫害成植物人的廖光慧送回家。

廖光慧的头部手术后骨头没有安上，头的

右边凹进一个碗大的面积，喉管插的吸痰管，

鼻子插的流食管，还有套尿管，她全身是僵硬

的。家人不知怎样护理，几个小时后又把廖光

慧送进医院。几天后廖光慧突然全身抽搐，医

院进行抢救，才度过危险。廖光慧现在随时可

能出现全身抽搐状况，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廖光慧今年68岁，她原在粮库工作20几

年，经常接触有毒物质，工作压力很大，下岗

后落得一身病，四处求医治疗。1999年修炼法

轮功后，她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真正体会到

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对人生与未来充满希望。

到2019年被中共非法抓捕之前这20年里，没

有因病去过医院，她不但为单位节约了很大一

笔药费开支，也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她在2019年 7月 20日被绑架迫害前，身

体非常健康，在家买菜煮饭、洗衣、打扫卫生、

照顾孙儿孙女，能担当起全部的家务。

2021年 1月 21日，廖光慧被劫持到成都

女子监狱五监区迫害。仅一个多月时间，就被

转到监狱医院，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家人为她

办理保外就医，监狱一拖再拖，直到把一个已

经迫害成植物人的廖光慧关押到她3年冤狱时

间到期为止。不知她在这469天的时间里，精

神和身体又遭受到什么样的魔难与摧残？◇

截至 2022 年 8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4 亿。
破网登录“三退”网址：tuidang.epochtimes.com，真心退出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诬判法轮功学员  广州法官蔡正尧遭报丧命
【明慧网】广州市荔湾区法院原法官蔡正

尧，2020年上半年被查出患癌症，同年 12月

30日下午 4时左右死亡，时年 57岁。蔡正尧

遭报身亡并不意外，这是他积极参与迫害、诬

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而种下的恶果。

荔湾区法院是广州非法庭审、冤判法轮功

学员的定点法院之一。蔡正尧主动包揽了该院

构陷法轮功学员的全部案件。该院 2019 年工

作报告称，(对法轮功学员)批捕4人、起诉7人。

2020 年报告称：批捕 8人、起诉 24人。以此

估算遭蔡正尧冤判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数十人。

蔡正尧还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

进行所谓“法庭教育”，引诱法轮功学员当庭

提交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在非法庭审前，他还

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威胁：“认罪判三年以下，

不认罪就判三年以上。”他剥夺法轮功学员的

无罪自辩权，威胁将敢言的律师赶出法庭。如

本地律师代理案件，他则通过国保和司法局向

律师施压。蔡正尧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多

次获荔湾区防范和处理×教工作先进个人，

被评为所谓办案标兵。

据悉，蔡正尧2020年上半年查出患癌症后，

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他还心存幻想，指望着能治

疗好，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死在2020年年底。

善恶有报是天理，古往今来放过谁？奉劝

还在积极参与迫害者赶快悬崖勒马，不要践踏

法律、违背良知参与迫害，为自己和家人的未

来着想，不要走到无法回头的那一步！◇



■ 江泽民违宪 以权代法

中国高层对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一直有

分歧。早在 1998 年，当时退休的前人大委员

长乔石，组织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

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

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政治局。

1999 年，江泽民出于妒嫉和对权力的危

机感，要打压法轮功。当时 7个政治局常委，

除江本人外，其他 6个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

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

和推动迫害法轮功的。

起初，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

然而 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同年

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费

加罗报》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

教”，第 2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

员文，重复江泽民的谎言。江泽民的个人意见

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不仅不是法律，而

且要承担诽谤、损毁法轮功名誉等法律后果。

■ 人大《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与法轮功无关

江泽民污蔑法轮功几日后，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

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个

决定里面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是中

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唯一有权立法的机构，

人大的决议才有法律意义。

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

《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

释），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

刑法的根本原则是“法无明文不为罪”。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

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

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

■ “政府不让炼法轮功”是中共谎言

2000 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

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

39 号）文件，明确了 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

不在其中。

2005 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

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

39 号）文件，明确了 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

不在其中。

国务院办公厅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公通

字【2005】39 号文件明确说明，国务院公开

认定的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

这说明国务院（中国政府）公开对江泽民

一伙污蔑法轮功持不同看法。到目前为止，全

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个

公开通知，说不让炼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炼

法轮功”是中共媒体散布的谎言。

2011 年 3 月 1 日，由国务院新闻出版总

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

版总署第五十号》文件，废止了 1999 年有关

法轮功书籍的禁令，这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

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

2017 年，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又出具

了一个司法解释，即“2017年两高司法解释”，

但未经公安部联署，其只能在法律授权范围内

作出司法解释，无权为另一个行政机关（公安

部）授权。而该“解释”关于邪教“认定意见”

的规定，相当于越过公安部为地市级以上公安

机关授权和设定职能，这是越权和违法行为，

在法律上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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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事实还原

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炼法轮功”，其实完全不对，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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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共党团队人数
突破4亿

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统计，北京时间

2022年 8月 3日下午7时，在退党网站发表声

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简

称“三退”）的人数突破4亿。

2004年 11月《九评共产党》一书在海外

发表，引发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热潮。

现旅居海外的人权律师吴绍平8月 3日表

示，作为一名在中国执业多年的律师，他深刻

体会到，中共完全是一个“犯罪集团”，以莫

须有的罪名，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他说，《九

评共产党》“很深入地揭示了中共罪恶的历史、

发展以及今天的所作所为，将中共的真正面目

揭示于众，让人明白共产党为何这么邪恶，共

产党为什么是反人类的政权”。

吴绍平表示，4亿人退出中共，“这意味着：

中共的统治基础在瓦解，离崩溃越来越近；越

来越多的人对中共有了清醒的认识，知道了中

共的邪恶，知道了中共政权的非法性，知道中

共政权是不应该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的。”

据《九评共产党》一书统计，中共在和平

年代造成了6至 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

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的历史

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

同时中共系统性摧毁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捣毁文物古迹、残害文化精英。世界上没有哪

一个政党像中共那样恶毒地咒骂自己的祖先、

疯狂地践踏民族历史文化。中共是中华民族的

罪人，是真正的“反华势力”，中共不等于中国。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蓉表示：“退出

中共对个人来说是抹去毒誓。中国人以前入党

团队，举着拳头发誓，要把生命献给党，为其

奋斗终生。这些都是毒誓，等于把你的生命交

给了邪恶。退出中共，就是远离邪恶。” ◇

【明慧网】赵威后，齐国公主，赵惠文王

的妻子，赵孝成王的太后。赵惠文王过世后，

赵孝成王尚且年幼，赵威后临朝处理赵国政务。

是中国历史上鲜有记载的，一位杰出的女性。

有一次，齐国派遣使者带着书信来探望她。

赵威后一见到使者就问，齐国的岁收、百姓、

齐王好不好？使者很不高兴，说我来看望您，

您应该先问齐王。岁收、百姓贱，齐王才尊贵，

怎么能先问贱后问贵？赵威后回答说，没有岁

收百姓吃什么？没有百姓哪会有齐王。而后，

赵威后又问起齐国的两名处士（指道德高尚的

人），一位叫钟离子，一位叫叶（she）阳子，

以及一位叫婴儿子的孝女，问他们好不好？为

什么钟离子、叶阳子得不到任用？婴儿子为什

么不入朝（那时女子获封诰命就可以入朝）。

国家不任用这样的有德之士，怎么能使正气得

到弘扬，百姓道德得到提升？孝道得到传承？

一个不倡导道德的国家又怎会国泰民安？

赵威后不是粗暴干涉齐国内政的“反齐势

力”，在她看来执政者在关心百姓疾苦的基础

上正确引导百姓尚德才是目的。《管子牧民》

中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左丘明在《左

传》里指出“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历史

上圣明的君王都用自己的行动在史册上留下圣

迹，惠泽后人。而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

将祸患无尽。◇

▲ 2022 年 8 月 3 日，纽约民众集会，庆祝四亿中国
人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赵威后问齐使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