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瑞士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瑞士法語區部分法輪功學員在

日內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

員辦事處對面，舉行了法輪

功和平反迫害 23 週年集會活

動。十二位瑞士議員以及瑞士

基督教反酷刑組織（l'ACAT-

Suisse）發信函表示支持。

中共強摘器官罪行 
仍持續

　　聯邦議會上議院議員索馬

魯 加（Carlo Sommaruga， 上

排左一）在信中說：「積極捍

衛中國的言論和信仰自由很重

要，更須抵制中共當局對法輪

功修煉者和其他民族、宗教或

文化團體成員的鎮壓和卑鄙做

法。」

　　聯邦議會下議院議員丹德

萊（Christian Dandrès，上排

左二）表示：「歐洲議會的一

項決議（13/2981）詳細記錄

了這些罪行的嚴重程度：中國

每年進行超過一萬例的器官移

植，而該國的器官捐贈數量很

少；中國有一百六十五家移植

中心聲稱可在兩三週內找到可

匹配的人體器官，但是中國沒

有一個透明的系統來追溯人體

器官的來源渠道和分配。歐洲

議會今年五月通過了一項新決

議，指出這些罪行仍在繼續。」

為法輪功的堅韌 
和毅力喝彩

　　日內瓦州大議會議員穆

薩（Youniss Mussa， 上 排 右

二）表示「全力支持和欽佩」

法輪功學員的反迫害行動，信

中說：「長期以來，這些暴行

未被認知。但是通過你們的

努力，我們對此清楚了。」

該州另一位綠黨議員巴伊阿克

（Dilara Bayrak，上排右一）

寫道：「不幸成為中共迫害目

標者不斷增加，包括法輪功修

煉者、西藏人、維吾爾人、台

灣人、香港人。」「不能繼續

容忍似乎席捲世界的沉默。經

濟利益高於一切？我不同意。

日內瓦──人權之都，不能再

把經濟利益置於價值之上。如

果領導人忘記了，我們應該提

醒他。」

　　沃州（Vaud） 大議會議

員 莎 普 伊 薩（Jean-Francois 

Chapuisat，中排左一）在信

中說：「我為你們的堅韌和毅

力喝彩，這不僅能對中共施

壓，也敦促了我們的領導人。

歷時太長的這場大衛與歌利亞

戰鬥還須持續，因為這關呼我

們的人性。」同州另一位議員

普琬泰（Cloé Pointet，中排

左二）說：「任何人都不應為

其文化、宗教等個人選擇而受

迫害……法輪功是遭到最嚴重

迫害者之一，包括監視、強迫

勞動、謀殺等暴行。我們不能

漠視，必須給予支持。」

法輪功學員的努力 
將結出碩果

　　瓦萊州（Valais）大議會

議員布里（Robert Burri，中排

右二）表示：「正在中國發生

的事情駭人聽聞，與幾個世紀

以來有卓越科學和文化貢獻的

文明不相稱。」

　　 該 州 另 一 位 議 員 莫 瓦

（Maxime Moix，中排右一）

說：「已有眾多（ 迫害）證

據可查，不可能面對惡行無

動於衷………我仰慕所有致

力於維護這些基本價值觀的

人們，我相信這些努力將會

結出碩果。」同州議員彤貝赫

（Cynthia Trombert， 下 排 左

一）表示：「我完全支持你們

的活動。已是二零二二年了，

還看到這種事情真令人氣憤，

這些惡行不該再發生。」　　

全心全意支持法輪功

　　弗里堡州（Fribourg）議

員 達 夫 隆（Hubert Dafflon，

下排左二）表示：「（法輪功）

完全值得我們支持。」同州議

員施奈德（Erika Schnyder，

下排右二）表示「我們不能無

動於衷……在這特別的日子，

我們全心全意支持你們。」

　　提契諾州（Tessin）議員

布里（Simona Buri，下排右

一）在來信中寫道：「我支持

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也支持

能夠踐行原則的自由。」

　　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組織在

支持信中說：「我們支持你們

提出的要求，對於中國針對法

輪功修煉者的暴行、任意逮

捕、強迫失蹤和強摘人體器

官，進行獨立調查。必須將這

些罪行的責任人繩之以法。」

海外之窗

　　（明慧新西蘭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七

日星期三，新西蘭法輪功學

員在首都惠靈頓舉行反迫害

23 週年的集會和遊行。

　　遊行在上午十一點左

右 從 市 中 心 古 巴 街（Cuba 

Street）出發，途經米德蘭公

園（Midland Park），然後抵

達國會大廈。一路上，不少

民眾揮手致意和鼓掌支持，

他們還主動前來詢問真相並

簽名支持法輪功學員反迫害。

　　在國會大廈前，終止

中共濫用器官移植國際聯

盟（ETAC） 新 西 蘭 負 責

人瑪戈﹒麥克維卡（Margo 

MacVicar）在集會上發言。

她呼籲新西蘭政府向國際社

會看齊、勇敢發聲、制止邪

惡。她指出：「近年來，中共

活摘器官的罪惡持續引起了

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包括

美國、英國、加拿大、歐洲、

以色列、台灣在內的多個國家

和地區陸續通過相關立法，

制止中共犯下的滔天惡行。

新西蘭在道德與倫理上都有

義務制止中共的非法器官移

植行業。」

　　麥克維卡對新西蘭政府

提出了四項建議：「第一，新

西蘭可以效法以色列、台灣與

西班牙，通過一項法律決議，

正式敦促新西蘭公民與居民

勿為器官移植手術前往中國；

第二，禁止參與器官移植人

員入境；第三，對到中國進

行器官移植手術的居民實行

報告制度；第四，敦促政府

簽署歐洲理事會的反對人體

器官販運公約。」 

　　惠靈頓素有風城之稱，

正值冬季陰雨連綿外加時不

時的狂風讓路人腳步匆匆，

但莊嚴肅穆的遊行吸引了眾

多目光，中共持續至今長達

23 年對善良無辜人民的迫害

讓人們震驚不已。首都民眾

讚賞法輪功學員們堅持不懈

傳遞真、善、忍理念和揭露

中共反人類的迫害行為。  

法輪功反迫害23週年 瑞士政要聲援

新西蘭學員首都集會遊行 籲制止迫害

	■文 : 塞班島法輪功學員　

　　法輪功反迫害 23 週年之

際，塞班島法輪功學員於二零

二二年七月二十日晚，在法輪

大法佛學會門前舉辦活動。同

修們首先以法輪大法的五套功

法向過往行人展現大法美好；

而真相圖片及條幅，也揭露著

中共 23 年來迫害法輪功的真

相。

　　學員們點燃蠟燭，沉痛

悼念為堅守正信、為維護宇

宙「真、善、忍」真理，多年

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無數法輪

功修煉者；同時呼籲世人，認

清中共邪惡本質、退出中共黨

團隊，共同制止邪惡殘酷的迫

害，回歸人間正道。

　　法輪功學員的悼念場面莊

嚴、肅穆，他們堅定與平和的

氛圍感染了過往行人。人們放

慢腳步或駐足觀看了解真相，

來往的車輛也放慢速度。

　　點點燭光匯聚善念、喚醒

良知。人性本善，大法的慈

悲、「真、善、忍」的光芒會福

澤明白真相的人們，給人類帶

來光明的未來。

呼喚善念制止迫害 
塞班島學員 
夜悼死難同修

	■七月十四日，瑞士法語區部分法輪功學員舉辦反迫害 23 週年

集會，十二位瑞士議員發函聲援。

	■七月二十七

日，新西蘭部

分法輪功學員

在首都惠靈頓

舉行反迫害 23
週年遊行集會

活動。圖為學

員在國會大廈

前集會。

	■文 : 巴西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

日，部分巴西法輪功學員在

聖保羅市最主要的商業大

街聖保羅人大街（Avenida 

Paulista）舉行活動，揭露

中共對法輪功持續 23 年的迫

害，同時舉燭悼念被中共迫

害致死的法輪功修煉者。

　　教師伊格松（Igson）及

家人看到了真相展板上的被

迫害者照片後，認真聽起了緣

由。為甚麼在中國許多修煉法

輪功的學員失蹤了？中國醫

院的官方統計數據每年有上

萬例器官移植手術；但中國

每年死刑犯人數低於三千，

且自願捐獻器官人數在中國

幾乎為零。這些真相使他們

三人震驚了！

　　他們絕對不能認可這種

野蠻的事竟發生在中共統治

下的中國。伊格松表示要給

學生們講這些並取了更多的

真相資料。

　　還有一位老師帶著一群

學生經過，也聽了真相。一

位男學生說：「願他們能獲得

應有的（自由修煉）權益！」

老師和同學們都很同意。老

師拿了不少真相雜誌，學生

們都得到了小蓮花墜飾，並

表示要轉告給家人們。 

　　道爾瓦（Dalva）女士和

她的朋友對「真、善、忍」

的原則感到特別親近，她們

感謝大法學員們傳播真相讓

她們結識了大法，並得知中

共迫害法輪功修煉者和其他

宗教人士。特別是中共活摘

器官牟利，令她倆非常震驚，

難以接受。道爾瓦說：「巴西

不能像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那

樣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潮，從

而落到如今混亂的處境。」    

巴西聖保羅師生聞真相：願他們能自由修煉
	■巴 西 聖 保

羅市一群師生

駐足了解中共

迫害法輪功真

相。一位男學

生 說：「願 他

們能獲得應有

的（自 由 修

煉）權益！」

	■塞班島法輪功學員燭光悼念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修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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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廣州市荔灣區法院原法官

蔡正堯，二零二零年上半年被

查出患癌症，同年十二月三十

日死亡，時年五十七歲。

　　蔡正堯遭報身亡並不意

外，這是他積極參與迫害法輪

功、誣判法輪功學員種下的惡

果。法輪功是佛家高德大法，

對法輪功以及修煉者的迫害，

犯下了如天重罪，是真正在害

自己害子孫。

蔡正堯主動包辦 
構陷法輪功學員案件

　　荔灣區法院是廣州市非法

庭審、冤判法輪功學員的定點

法院之一，蔡正堯主動包攬了

二零二零年七月前該法院構陷

法輪功學員的全部案件，直到

他遭惡報才停手。

　　蔡正堯還積極參與對法輪

功學員的洗腦，進行所謂「法

庭教育」，引誘法輪功學員當

庭提交放棄修煉的保證書。非

法庭審前，他威脅法輪功學

員：「認罪判三年以下，不認

罪就判三年以上。」他剝奪法

輪功學員的無罪自辯權，威脅

將敢言的律師趕出法庭。如果

是本地律師代理案件，他則通

過國保和司法局向律師施壓。

蔡正堯多次獲中共荔灣區迫害

法輪功的「先進個人」，被評

為所謂「辦案標兵」。

　　據悉，蔡正堯二零二零年

上半年查出患癌症後，不相信

善惡報應的他還心存幻想，指

望著能治療好。然而，不相信

因果不等於因果報應不存在，

蔡正堯死在二零二零年年底。

　　蔡正堯的主要助理是鍾健

濤、黃慧珊，繼任者是刑庭副

庭長廖秋平。希望荔灣區法院

相關人員能以蔡正堯為戒，趕

快醒悟，停止迫害法輪功學

員，將功補過，為自己和家人

贖回一個未來。

遭蔡正堯冤判部分案例

　　◎周嫦蘭，女，一九五九

年六月出生，家住廣州市白雲

區，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日，

遭白雲區公安分局和白雲區景

泰派出所警察綁架，被非法關

押到白雲區看守所。二零二零

年初，她被荔灣區法院非法判

刑三年，勒索罰款五千元。

　　◎吳健明，男，一九五九

年四月出生，湖南郴州人，在

廣州康田商廈做保安。二零

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在上班時被

越秀區光塔派出所警察綁架。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荔灣區法院對吳健明非法判刑

四年，勒索罰款一萬元。

　　◎閻榮傑，男，廣州市天

河區法輪功學員，二零一八年

七月二十三日在中山大學附屬

第一醫院門診樓，向就診的市

民提供上網閱讀法輪功真相的

方法時，遭醫院保安惡告，被

越秀區農林派出所警察綁架。

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被

廣州市荔灣區法院誣判三年六

個月，勒索罰款五千元。

　　 ◎ 馮 光 雲， 女， 今 年

七十七歲，退休教師，家住山

東省蒙陰縣，後在廣州幫兒子

帶孫子。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

日，馮光雲因發放法輪功真相

資料被荔灣區公安分局警察綁

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被荔灣

區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罰

款五千元。結束冤獄後，馮光

雲的退休金全部被扣發，近

八十歲的老人，退休金是唯一

的生存保障。馮光雲陷入了生

存無路、申訴無門的淒苦境地。

　　◎徐智銀、劉欣夫婦，廣

州法輪功學員，二零一八年四

月八日因發放法輪功真相資

料，被白雲區人和派出所警

察綁架。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荔灣區法院對夫婦

二人非法宣判：徐智銀被非法

判刑四年，勒索罰款九千元；

劉欣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罰

款五千元。

　　◎李鐵剛，男，一九六四

年出生，黑龍江省雙城市人，

居住在廣州市花都區；李衛

東，男，一九六七年出生，戶

籍為廣州市花都區。二零一八

年三月十九日，李鐵剛、李衛

東在花都被綁架，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十四日分別被荔灣區法

院非法判刑一年六個月，被勒

索罰金五千元。

　　◎陳勝輝，男，一九七九

年十一月出生，廣東省興寧市

人，租住廣州市白雲區永興和

興街。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七

日被白雲區公安分局警察綁

架。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被荔灣區法院非法判刑兩年，

被勒索罰金五千元。

　　◎潘書萍，女，廣州白雲

區法輪功學員，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張貼法輪功真相標語時

被攝像頭攝入，二零一八年一

月三日被白雲區公安分局永平

派出所警察綁架；十月三十一

日被荔灣區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六個月，被勒索罰款五千元。

　　◎王家芳，女，廣州市白

雲區法輪功學員、原廣州大

學副教授，二零一七年十月

二十七日在流花湖公園被越秀

區六榕派出所警察綁架，二零

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被廣州市

荔灣區法院誣判三年半，勒索

罰款五千元。王家芳抗議非法

判刑，不穿罪犯標記的識別

服，不參加非法宣判，被強制

按進輪椅推進法庭。非法宣判

過程中，王家芳只說了兩個

字：上訴。其餘時間全部沉默

抗議。

　　◎謝坤香，女，一九五三

年出生，原廣州市海珠區新港

街派出所戶籍警察。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日，謝坤香遭荔

灣區公安局警察綁架。二零

一五年九月十日，時年六十二

歲的謝坤香被誣判四年。荔灣

區法院在二零一五年刑庭工

作總結中提道，謝坤香不配合

非法開庭，市領導參與關注此

案，同時荔灣區政法委也參與

了該案的庭審以及安保的預

案。對法輪功學員的非法庭

審，還被列入荔灣區法院二零

一五年「刑庭三等功事跡」。

　　◎徐明，女，一九五六年

出生，廣州外語藝術職業學院

鋼琴教師。二零一一年四月十

日上午，徐明在荔灣區多寶路

向世人贈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

遭人惡告，二零一一年八月四

日被荔灣區法院非法庭審，後

被非法判刑三年六個月。

　　在江澤民發動的這場慘絕

人寰的迫害中，那些曾經參與

和正在參與迫害的人，從省、

市到基層，明知法輪功學員都

是善良的好人，為了職務、為

了飯碗、為了自保，昧著良心

犯罪，都將面臨正義的審判，

善惡必報。現在沒有遭報，是

老天爺想給其中還有可能改過

的人留下希望與機會，其實他

們才是這場迫害的受害者、犧

牲品。而且人間的報應只是為

了警醒世人，地獄的報應那才

是償還惡業的過程，還會殃及

子子孫孫。

迫害事實

誣判數十名法輪功學員 法官遭報亡

　　（明慧網通訊員山東報

導）七月二十六日，濟南市八

旬法輪功學員劉春平被章丘法

院非法開庭。她說：「按真、

善、忍做好人有什麼罪？我破

壞了哪條法律實施了？」包括

主審法官在內的人沒一個搭

話。劉春平拒絕簽字，現已回

到家中。

　　劉春平今年八十二歲，家

住在濟南市歷下區菜市新村。

她修煉法輪大法後，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身體健康。她

深知法輪大法好，為了讓百姓

也明白法輪大法好，二零二一

年十月，時年八十一歲的劉春

平老人在東邊華龍路的小區內

贈送法輪功真相冊子，被東風

派出所警察綁架，公檢法人員

捏造罪證，將她構陷到章丘區

法院。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上午九點半，劉春平被章丘法

院非法開庭，主審法官宣讀了

他們捏造的所謂「罪證」，說

「劉春平利用 × 教組織宣傳迷

信，利用×教組織破壞法律實

施罪」（註：中共是真正的邪

教）。

　　 劉 春 平 說，「我 今 年

八十二歲了，我沒做過一件缺

德事，我按真、善、忍做好人

有什麼罪？我破壞了哪條法律

實施了？」他們沒有一個搭話

的。

　　她繼續說，「人在做、天

在看，善惡有報是天理」，等

等。有個警察打斷她的話說：

「在你家翻了八十七本書，對

吧？ 」劉春平老人說：「不知

道。」法院人員讓她簽字，她

說：「我不簽。」主審法官說：

「休庭。」

　　法院安排的律師對劉春平

說：「你年齡大了，身體也好，

走吧。」

　　整個過程，除了以上說話

的外，沒有人再說話。劉春平

的兩個兒子在場，也沒說話。

大約半小時完事了，劉春平回

家了。

善良老人傳真相 
被公檢法構陷

　　去年十月，劉春平老人在

東邊華龍路的小區內贈送法輪

功真相冊子，被不明真相的老

太太用手機拍下，這個老太太

拿著三本真相小冊子惡意報告

給東風派出所。東風派出所警

察到劉春平家非法抄家，並綁

架了她。劉春平一直給警察講

真相，當天回家。

　　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派出

所片警給劉春平送來一張「起

訴告知書」，濟南歷城區檢察

院對劉春平非法起訴，後又送

來三張「審查起訴期限告知書

和傳喚證」等，起訴期自二零

二二年五月十七日至二零二二

年六月十七日，告知她六月

十七日到章丘檢察院去。

　　劉春平給警察講了自己以

前有多種病，修煉法輪功後身

體健康，二十六年沒吃過一粒

藥，還講了「四二五」上訪和

「自焚」真相。劉春平說：「天

安門自焚中，王進東的衣服都

燒爛了，可頭髮和塑料瓶卻沒

事……」

　　相關人員說：「法輪功是

× 教（註：中共是真正的邪

教），別煉了。」劉春平問她

說：「真、善、忍，邪在什麼

地方？我要是不煉功，早死

了，活不到現在。」相關人員

不吱聲了。整個過程，劉春平

的兒子都在門外，相關人員不

讓他進屋。

八旬老人法庭上質問：

按真善忍做人有什麼罪？

　　（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

導）北京豐臺區七旬法輪

功學員張秀芬，今年七月五

日被豐臺區青塔派出所警察

綁架，遭八名警察、輔警毒

打，造成胸椎、肋骨骨折、

腰椎壓縮骨折。

　　七月五日，張秀芬在講

真相中被惡人舉報，在返家

途中被豐臺區青塔派出所警

察綁架，在青塔派出所裡

遭到毒打。警察李銘（警

號 040365）， 于 洋（警 號

040511），還有一個警察警

號是 040686，另外一名警察

名字警號不知道，還有四名

輔警，共八人暴力毆打張秀

芬。

　　豐臺區一名 610 惡警

（名字不詳、每次綁架他都

參與），搜走張秀芬家鑰匙，

帶領部分警察闖入她家，搶

走十幾本大法書、一張大

法師父法像，多本《明慧週

刊》、《正見週刊》、1500 元

人民幣。

　　張秀芬被打得十分嚴

重，看守所拒不接收。兩天

後她以取保候審的形式回家。

　　事後張秀芬到航天中心

醫院，經診斷胸椎、肋骨骨

折、腰椎壓縮骨折。

　　張秀芬家住豐臺區吳家

村，自從中共一九九九年七

月迫害法輪功以來，張秀芬

因向世人講真相，曾三次被

中共非法勞教，分別為一年

半、兩年、兩年半，第三次

在勞教所裡，被打得一隻眼

睛視物不清。

　　二零一六年十月初，張

秀芬又被豐臺區青塔派出所

綁架，非法關押數月後被冤

判四年半。

北京七旬老人張秀芬
遭八警察毒打致骨折

	■繪畫：

中共酷刑

示意圖：

毒打。

	■圖為遭蔡正堯冤判的部分法輪功學員。上排從左到右：吳

健民、閻榮傑、徐智銀、劉欣 ; 下排從左到右：潘書萍、王家

芳 ( 副教授）、徐明（鋼琴教師）。

	■廣 州 市 法

官蔡正堯遭惡

報前，包攬了

荔灣區法院構

陷法輪功學員

的全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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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越南大法弟子

　　阮梅圖（Nguyen Thi Mai 

Tuat）女士是越南人，居住

在越南中部義安河榮市（義安

市），曾經是一位老師。

　　二零一四年底，阮梅圖突

然發現自己的雙腿不能正常走

路了。經醫院檢查是患了急性

感染性多發性神經根炎，這是

神經系統常見的一種嚴重疾

病，主要病變在脊神經根和脊

神經，與病毒感染或自身免疫

反應有關。臨床表現為急性、

對稱性、弛緩性肢體癱瘓。

　　剛開始發病的頭五天，情

況非常嚴重，幸虧及時搶救，

才沒有出現生命危險，也避免

了全身癱瘓。但此後，阮梅圖

不得不坐在輪椅上，走路對她

來說突然變得可望而不可及。

　　有句老話說，「病急亂投

醫」。只要有人提供治療方

法，阮梅圖都會千方百計地去

嘗試，中醫、西醫；草藥、偏

方；針灸、推拿以及穴位按摩

等，幾乎能嘗試的都試過了，

可都沒有效果。有一位遠在德

國的朋友還經常給她郵寄最先

進的止疼藥，但只能是暫時緩

解一下疼痛而已。

　　阮梅圖非常想不通，為什

麼自己的命運會如此悲慘。她

經常痛哭，被病痛折磨而哭

泣，為人生無常而哭泣，為付

出得不到回報而哭泣……

　　也許是苦盡甘來吧，阮梅

圖終於迎來了生命中的轉機。

　　有一天，她丈夫的朋友來

家裏拜訪，對她的狀況表示很

同情，主動向她介紹了法輪

功。第二天，這位朋友又帶來

另外幾名法輪功學員，向阮梅

圖介紹法輪功祛病健身的神奇

效果，還帶了法輪功的主要著

作《轉法輪》。阮梅圖心想，

這太玄了，既然看書能治病，

還要醫院幹什麼？不過出於禮

貌，她和丈夫跟著客人們一起

讀了一遍《轉法輪》。

　　阮梅圖感覺好像有點兒開

竅了，心想氣功可以匯聚精氣

神，增強免疫力，驅趕疾病，

而自己還沒有嘗試過，也許對

自己的病有效呢。她做過老

師，學過教育學，尊重科學。

她突然想到不嘗試，怎麼能知

道結果呢？於是決定讓丈夫把

她推到煉功點去——她要學煉

法輪功！

　　幾天後，她感覺身體內部

有了一些說不清的變化，精神

好多了。那天，她讓丈夫扶她

起床，她好像沒有費力就起來

了，這是生病以來從未有過的

感覺。

　　接著，她讓丈夫扶她站起

來，丈夫猶豫了，可她依然果

斷地讓丈夫扶自己起來。丈夫

拗不過她，只好站在她身後，

緊緊地抱著她，生怕她跌倒。

但她頑強地堅持著，就這樣站

著煉了兩套動功，這是之前她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阮梅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

好起來。她很激動，也越來越

有信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身

體就有了明顯變化，這完全超

出了她的想像。

　　三個月後的一天，阮梅圖

終於能和正常人一樣走路了。

那天，她是哭著從煉功點走回

家的。一路上，她眼淚止不住

地往下流，一直哭到家。她心

裏知道，這是喜悅的淚水，是

幸福的淚水。

　　她說：「法輪大法給了我

新的生命，新的身體。整個過

程就像做夢一樣，非常神奇！

我希望那些與我一樣身處痛苦

之中的人，都能有機會通讀這

本書。」

祛病健身

越南女士修煉法輪功告別輪椅

	■文／洛杉磯大法弟子

　　 美 國 洛 杉 磯 的

簡· 安 德 森（Jane Yu 

Anderson）是一位心理治

療師，她說，自己每天都

在為病人提供治療，但卻

無法治癒自己的抑鬱症。

直到修煉法輪大法後，她

才如獲新生。

　　她回顧：「那（改變）

是令人震驚的。我因為丈

夫去世患上了抑鬱症，

靠吃藥維持。修煉三個月

後，我的抑鬱症消失，不

用再吃藥了。」

　　安德森說，在工作過

程中「我能夠更加頭腦清

晰地幫助客戶，白天精力

充沛，這真是太神奇了。

我現在更快樂、更無憂無

慮，也可以和患者交流

（美好）。」

　　她說：「我永遠感激

師父賜予我這個禮物。我

不知如何報答。對我來

說，最好的報答方式是做

一個好人，繼續為人做好

事。」

心理治療師：

法輪功治癒

我的抑鬱症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去年我被確診為三陰乳腺

癌，在媽媽的引導下，我通過

修煉法輪大法重獲新生，千言

萬語也表達不了我對大法師父

的無限感恩！

凶訊

　　二零二一年四月下旬，我

發現乳腺上的包塊越長越大

了，還有脹痛感，便去了市武

警醫院就診。醫生做了切片化

驗。五一過後，檢查結果出來

了，是惡性腫瘤，醫生讓我趕

緊去住院治。

　　得到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

靂一般，我恐懼極了，電話中

泣不成聲地跟媽媽訴說著自己

的病情。

　　我不敢面對現實，懷疑醫

院是不是搞錯了，還花了三百

元把武警醫院的切片樣品調出

來，又去湖北省腫瘤醫院重新

化驗，得到的結果是同樣的。

選擇

　　媽媽修煉法輪大法二十多

年了，她平靜地對我說：是去

醫院治療還是在家修煉，你自

己決定吧！

　　我從小生活在大法弟子的

家庭，爸媽都修煉，早年我也

跟著斷斷續續學過《轉法輪》，

知道人的病是業力造成的。醫

院即便治好了，以後可能還是

會復發。況且我特別愛美，化

療、放療不僅漫長而又痛苦，

頭髮也會掉光，甚至可能切除

一個乳房，那簡直太可怕了！

通過再三思考，我最終選擇修

煉法輪大法，走上了返本歸真

的路。

學法

　　聽說我要修煉，媽媽很高

興，她跟我住在一個小區，每

天晚上來陪我學法，與我在法

上交流。我不斷地學法，不斷

地明白法理。

　　師父在《歐洲法會講法》

中說：「朝聞道，夕可死。當

然倒不是說：我今天早上聽到

法了，晚上我就死了。不是這

個意思。是說呢我早上聽了道

了，聽了法了，晚上死了我都

真的不害怕。」

　　師父的這段法對我觸動很

大，我雙手合十發願說：師

父，我把生死都放下，堅定地

一修到底，我活一天就修一

天……

　　那段時間，我基本不出

門，一天到晚除了煉功就是學

法，抓緊一切時間，把自己

溶入法中。我不僅通讀《轉法

輪》，還系統地學習師父的所

有大法書籍，包括後期經文。

我心無雜念，整天都沉浸在大

法中。

　　媽媽把她看過的《明慧週

刊》都拿過來，我一本接一本

地看，同修的交流體會極大地

鼓舞著我。

神奇

　　當我全身心投入到修煉中

時，不僅體悟到了法輪大法的

殊勝和玄奧，神跡也開始不斷

地展現。

　　比如：很長一段時間，只

要一學法，我就止不住地淚流

滿面，眼睛卻一點也不紅腫。

可修煉前，每次慪氣，只要一

哭眼睛就必然腫得像桃子。媽

媽說，這是明白的一面在為得

法而激動！

　　走進修煉，盤腿是我要過

的一大關，開始時單盤都困

難，半年後我能雙盤半個小

時。過程中明顯感到：每當心

性提高或雙盤學法很入心時，

盤一個小時也不覺得痛。可只

要稍有放鬆，盤半個小時都疼

得齜牙咧嘴。這樣反復多次，

感悟師尊在用這種形式督促我

要迎頭趕上，於是，時刻警醒

自己不能懈怠！

　　煉功時身上的能量流很

強，疊扣小腹時感覺小腹處的

法輪在轉，真實而美妙。記得

一次晨煉後，我躺在床上，似

睡非睡中看到好大好大的法輪

從我的腳向頭部旋轉，整個身

體都被法輪包圍著，最後偌大

的法輪懸在我的眼前，正想著

別把我叫醒，我還想多看一會

兒，驚奇地睜大雙眼一看，瞬

間什麼都沒有了。後來知道是

師父用法輪給我調理身體呢！

　　有時早上到了煉功時間，

還想躺著懶一會，可只要我一

偷懶，每次廣播器裡的煉功音

樂就自動響了起來，於是迅速

起床煉功，心中告誡自己再也

不能偷懶了。

　　每次見到媽媽時，我都迫

不及待地把這些神奇告訴她，

不停地說著：「我感受到了，

師父管我了！」媽媽說：「這是

師父在鼓勵你呢！」

　　這些神奇的顯現更加堅定

了我修煉的決心。總之，冥冥

之中總有一股力量在推著我往

前走，感到師父時時都在我身

邊，看護著我！

巨變

　　修煉前我不僅任性，而且

脾氣暴躁，真是一點就著、一

說就炸，從來不顧及別人的感

受。尤其是對媽媽的怨氣很

重，怨媽媽當初受迫害被非法

勞教，致使自己被迫輟學等

等，還經常頂撞媽媽，氣得媽

媽直流淚。在單位裡一不注意

就跟領導槓上了，搞得領導很

難堪。加上自己婚姻不幸，心

情總是煩躁不安。當時確診乳

腺癌時醫生就說過，凡是得乳

腺癌的女人，脾氣都不好。

　　修煉後，隨著不斷地學法

和修心，我每天總是樂呵呵

的，身邊的人都說我像變了一

個人似的。

康復

　　五個月後，我身上沒有任

何不適的感覺。可儘管如此，

不修煉的弟弟依然不放心，堅

持要我去醫院複查。護士拿著

新的檢查結果，瞪大眼睛詫

異地看著我說：「把你先前的

診斷書拿給我看看！」我說沒

帶，她一臉的疑惑和不解，帶

我去找主任醫生。

　　那個主任醫生是個熟人，

把我拉到一邊問道：「切下來

的東西真的是你身上的嗎？」

我說：「就是我身上的啊！」主

任醫生覺得不可思議，他說現

在照出來的結果顯示，身上什

麼都沒有啊！還問我用了什麼

秘方。

　　遺憾的是，當時由於自己

得法只有幾個月，沒有講過真

相，怕自己講不好，因此，我

只是說我在煉氣功。

　　弟弟得知我完全康復的消

息，一個七尺男兒激動得嚎啕

大哭，感慨萬千地說：「法輪

大法能把我姐這樣的人變好，

而且癌症也不翼而飛了，真是

佛恩浩蕩啊！」知情的人都無

不感歎大法的神奇和超常！

乳腺癌消失 新學員自述康復經歷

	■阮梅圖女士在煉法輪功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

	■簡 · 安德森說：「修煉

法輪大法後，我的生活發

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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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稱呼省 ）

　　這些年我們寫給你的信很

多了，這或許是我們寫給你的

最後一 信。你也看出來了，

一切已到了最後的臨界點——

紅 將沉。

　　 州、深 銀行 ，明

眼人知道，這是經濟 的導

索，是最終將會要了共產黨

命的事。你記得，當年 聯

臺也是由於經濟 。多年

來，中共的領導們一直在為這

最後的 做 ，你 好

了嗎？

　　在紅色中國有太多身不由

己的事，而公檢法司或許是最

身不由己的一群人，也是被害

最深的群體。

　　善良的警察知道：自己是

紅朝最大的受害者。唯有切斷

和這 的外來政權罪惡的

，唯有遠 這手上 的政

權，才能得到平安。我們給你

寫信，無非是希望你在這最後

的時刻保護自己，得到平安。

　　最後了，我們一定得讓你

知道：即將來到的危險是無比

真實的。你不快行動，保護自

己，面臨的痛苦和悔 將是難

以 受的。

善 惡的

　　在這紅潮落、紅 沉的最

後時刻，我們得快快醒來，把

一切看清。

　　「我黨」？是 聯移植入

中國的，不是 先留給我們

的。我們的 先 造了 商

、 明 五千文明，留

給我們敦 的傳統、 節

義，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人。

你看 ，看那些山水

，先 的智慧，再看紅朝的

樣板 、今天紅彤彤的黨文

化，就明白兩者之間巨大的斷

層。這不是文化的斷層，而是

善與惡兩種力量之間的 。

　　在這 後是一個根本的

異：那就是對於神靈的態

度。你知道，我們的 先是

天信神的。邪黨建政後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思想改造，把無神

論、進化論 入古老民族的腦

中。直到今天，許多人以為作

惡不會受罰，無法無天，無所

懼。江澤民 令對法輪功

「打死白死，打死 自殺」，叫

你們公檢法司做 子手，把你

們帶入了萬 深 。

　　 七 十 多 年 來， 邪 黨 把

「惡」 在這塊國 上， 壞

中華民族。

　　可我們深知，追隨邪黨犯

罪的不是真正的你。是被

言 ，被國家機器 造的

「 」與「惡」 染，忘了善惡

有報的你。忘了自己那 善良

的心的你。我們知道真正的你

是 ，我們知道你被 惡鬥

的外表下那 的心。你

的善良沒有變，一直在那裡。

　　我們還知道，你的生命來

源高 。今天的你深陷危險，

可你真正的生命是高 的，而

且是何等的寶 ！我們看到警

察為法輪功修煉人的遭 而流

淚，那真 的心像金子一樣。

我們怎麼能讓你們被這外來的

「惡」的政權綁架，落入深 ？

實

　　二零一九年，一千位有造

就的科學家對進化論提出質

疑；同時，這些年來，達爾文

進化論的一些考古證據被證實

是學者所 造的。這是科學界

最大的 聞。進化論早已破產。

　　新世紀之交，現代人視為

迷信的靈魂 上新書架，成為

門 。科學家以臨床科學

證實了靈魂確實存在，瀕死經

驗 NDE 更開 了人們對生死

的全新認識。許多不同民族的

人死而復生，說出了這不可思

議的靈魂之 。透過這神奇而

普遍的經驗，人們不得不 認

靈魂真實存在，不隨死亡而消

失。

　　 山大地震的 存者也被

做過瀕死研究，他們的經歷和

國外的研究發現十分相近。科

學家開始和神學家聯手， 索

人類生命的真 。

　　為什麼說公檢法司是比法

輪功修煉人更深的受害者？如

果靈魂不 ，你想，這意 著

什麼？如果進化論已破產，又

意 著什麼？局 ，人世

間的 罰說到就到，看那些落

馬的高官就知道。然而你要

心的，是永遠跟隨你，如影隨

形的老天的 罰。這才是我們

今天想跟你說的，你真正要

懼的東西。

　　善惡有報的古 已在今天

的中國大量應驗。 已在遭報

的兩萬公檢法司人員身上應

驗。你的同行遭 的事你聽

說了吧？天打 ，這可是古

代的天罰，卻發生在今天的中

國。河北省讚皇縣紀檢委常委

滑海英兒子死後靈魂附體，氣

急 壞地要父親停手迫害法輪

功的 事你聽過吧？這可是上

級下來調查過的真人真事。

　　還有一件事。到這節骨眼

了，為了你的未來，這最重要

的事情，我們怎能不告訴你？

　　早在希 ， 拉圖留下一

個著名的伊爾 言：士兵伊爾

死而復生，判官命他回到人

間，告訴世人行惡者在陰司受

苦，以警世人。而當今，二零

二一年，明慧網刊 一 《我

到地獄走一遭的親身經歷》，

一位退 老兵 說自己瀕死時

在陰 看見無數公檢法司人員

在地獄遭受 種酷刑的慘 景

象，一切歷歷在目，叫人出一

身 。

　　看了這 文章，心情沉

重，不得不提 給你寫信。怎

麼忍心讓你 受那樣的極刑？

那是比法輪功修煉人所 受的

恐 千百 的刑罰，那是來自

上天，沒有止境的永刑。我們

深深為追隨邪黨犯下罪行的公

檢法司人員憂慮。

　　最後想跟你說個事。在中

共話語，「去見馬克思」成了

「 」的代語。那麼馬克思在

哪兒跟 們大有關 。

　　在前南 拉夫共和國黑山

境內一 教 上， 著馬

克思、恩格 在地獄受刑的苦

狀。這不是 家的想像。《共產

主義宣言》中明白道出了共產

黨 人類文明， 家庭及

倫理道德的野心。十八歲時，

馬克思從一名基督 轉而信奉

， 人類。他自己說

過：「我這曾經信仰上 的靈

魂，現已注定要下地獄」。（

布蘭特，《馬克思與 》）

　　入了黨團隊的人，曾宣

把生命獻給黨，就是與 簽

下了 約，從此被邪靈 在掌

心， 頭上打上 記，那麼死

後是要去地獄見馬克思的。太

多 事告訴我們， 言是要

現的。在這最後的時刻，你要

快快解 這與 的 約，退

出黨團隊，不受馬克思 綁。

這樣，你的生命，你永生的靈

魂才能自由。

　　銀行 、外資大

，失業 高，經濟危機的

導 索已引燃，天下沒有不倒

的江山，你的領導上司都在偷

偷退黨、 自保。

　　天邊的驚 已炸響，在這

最後的時刻，衷心 願你 回

真正的自己，永保生命的平

安！

你們是紅朝最大的受害者

	■文 : 清泉

　　陰陽的概念古已有之，佛

教輪迴轉生、善惡報應的說法

為歷代中國人所信奉。有的人

死而復活，能記起死後所見到

的陰間的情景；有人做瀕死研

究或者催眠術，得到了一些前

生的信息；有人死亡後，亡靈

附著在他人身上，借這個人的

嘴表達他的意願，這種現象比

較普遍。下面是一起有名有姓

有地址可查的真實事件，並且

在當地造成了相當的影響。

　　滑海英是河北讚皇縣紀檢

委常委，在城關鎮專職迫害法

輪功，對法輪功學員丁剛子之

死負有一定責任。

　　丁剛子靠修理自行車維持

生計，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

被非法關進縣看守所。獄卒用

戴背銬、上腳鐐、電棍電等酷

刑折磨他，丁剛子於二零零一

年六月十一日被迫害致死。當

天中午狂風席捲讚皇大地，獄

卒們心虛得要命，買了鞭炮放

了一中午，來藉此壯膽。

　　二零零二年二月十日下午

兩點左右，滑海英的長子、年

僅十八歲的滑恆，騎摩托車被

莫名撞死。滑恆的三姑聞訊趕

到他家，一進門就嚎啕大哭。

突然這位三姑的聲音變了，變

成了滑恆的聲音，大聲地喊叫

著：「我要找我爸說話！我要

找我爸說話！讓他過來！」滑

恆的魂靈附到他三姑身上了。

　　滑海英來到跟前說：「你

有什麼話跟爸爸說吧，我聽

著。」「爸爸，你以後不要干

涉法輪功，法輪大法是正法！

你聽見沒有！」滑海英不知所

措，沉默不語。此時被滑恆附

體的三姑拽住滑海英的脖領子

拚命地搖晃著，大聲地呼喊：

「你以後不要干涉法輪功，法

輪大法是正法！你聽見沒有！

你聽見沒有！！」在場的一位

親戚對滑海英說：「都什麼時

候了，你還不趕快答應他！」

滑海英似有所悟地說：「我聽

見了，行，行，行，我答應

你。」

　　此事在當地影響非常大，

因為當時法輪功正在遭受瘋狂

迫害，突然發生這樣稀奇的

事，人們議論紛紛。這起事情

在當地傳得很廣，對作惡者是

一個警戒。此事被海外法輪大

法明慧網披露後，河北省高官

派人去調查，揚言非要弄個水

落石出，他們找到滑海英。

　　滑海英是縣紀委常委，又

是迫害法輪功的主要人員，可

是兒子附體後的現實是他親自

經歷的；因為自己作惡，兒子

的命都失去了，滑海英於是頂

著巨大壓力，將事實和盤托

出，最後還提出辭職不幹了。

調查的省官還是將信將疑，又

到當地百姓中明察暗訪，所說

都與明慧網報導的一致。

　　調查官員回去後如實向上

匯報，河北省凡了解此事的官

員受到很大震動，很多人不願

再配合「610」繼續迫害法輪功。

　　無獨有偶，山東省沂水縣

高橋鎮綜治辦，二十七歲大學

畢業生于長亮因參與迫害法輪

功於二零零六年清明節前車禍

死亡。之後，于長亮陰魂附體

鎮武裝部長張永新媳婦老潘，

將羅書記、竇鎮長和綜治辦主

任王少波叫來，當場告誡他

們：「你們這些年也沒幹點好

事，盡整好人（迫害法輪功），

你們再不悔改，就全完了！連

我也完了！」當天在場的中共

基層幹部全部目睹了全過程。

　　中共迫害法輪功二十多

年，搞人人表態，連小學生都

不放過。中共煽動民眾仇視法

輪佛法，實際就是把人往地獄

裡推。

死去兒子托語父親  震動河北官員

給大陸公檢法司人員的信：

	■中共栽贓、抹

黑法輪功，煽動

民眾仇視法輪佛

法，是在把人往

地獄中推。

	■ 2022 年 7 月 15 日至 17 日，歐洲多國法輪功學員聚集在德國首都柏林，舉辦了包括遊行、集會，

以及在中共大使館前和平抗議等多項活動。包括歐洲議員、國會議員等在內的十多位政要來信聲援。

圖為遊行中的橫幅：活摘器官，天理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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