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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今年七十三岁，

在四十岁出头，我就全身没有好地

方——偏头疼、胃病、类风湿、颈

椎痛、肾炎、关节炎、股骨头坏

死、腿疼……我觉的身体都不如一

张纸结实。 

打针、吃药，不见效，我就针

灸、按摩、吃中药，看了很多中

医，最后，一个中医大夫说：“你

别看了，也别吃药了，就是吃倒药

架子，也不会好的。” 

在家挺着等死，又不甘心，这

期间，我又信别的东西，去拜，也

没有好转，每天在病痛中挣扎。 

那时，孩子才十几岁，大冬天

上学，饿着肚子走，我连一顿早饭

都不能给孩子做。看着孩子走出家

门的背影，眼泪在我眼里转，我这

个妈还有啥用？！ 

■一本奇书救了我的命 

一九九六年八月的一天，外面

天气挺好，我慢慢挪到屋外，想散

散心。结果，这次去外面散心成为

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遇到了一位

善良的法轮功学员。 

她看见我有气无力的样子，就

和善的对我说：“有一个非常好的

功法，你来听听，可能对你有帮

助。”我疑惑的问：“能吗？”她

说：“你试试吧！”孩子还小，我不

忍心撒手人寰，就跟她来到附近学

校的一个教室，那里正播放法轮功

师父的讲法录像。 

我一坐那儿就睡觉，讲完，我

也睡醒了，一连几天都这样。后来

才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我

的病太多，如果不睡觉进入麻醉状

态，我会忍受不住的。这期间，炼

功点上请来了几本《转法轮》，一

个法轮功学员问我要不要，我犯愁

地说：“我也不识字呀！”大伙说：

“你先听别人念，慢慢你就认识

了。” 

我请了一本《转法轮》，先从

目录学起，慢慢地我就能读下来

了。这么多年四处医治，我依然被

病痛折磨，可是，学了《转法轮》

这本书，我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不知不觉间，我全身的病

都好了，不但能给孩子做早饭，还

能做家务，去外面干活了。 

《转法轮》是一本奇书，这本奇书

改变了我苦难的命运，改变了我的

人生观，救了我的命；这本奇书把

我从病痛的泥潭中捞起来，把我从

一个自私、狭隘的人变成一个宽

容、善良的好人。《转法轮》是奇

书，是宝书啊！ 

我女儿、儿子见证了发生在我

身上的奇迹，乐的一个劲的催我去

学法、炼功。 

■儿子支持我起诉元凶江泽民 

二零零五年，我被非法关押一

年，从魔窟回来后，孩子们害怕

了，看管我，不让我出去。 

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

见我被困在一个大铁架子里，怎么

也飞不出去。第二天，我对他们

说：“你们从今以后不许再看着

我，我在大法中受益了，大法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这么好的大法遭诬

陷、迫害，我连一句真话都不敢

说，我这不是忘恩负义、没良心

吗？还配大法对我的救度吗？”他

俩都低下了头。从那以后，我发资

料，儿子就送我去，我讲真相，女

儿就帮我讲。 

二零一五年，全国法轮功学员

纷纷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

民，我写了四封起诉书，寄到北京

的全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等部

门。不久，手机上收到回执。女儿

看见了，她知道邪党的邪恶，又开

始担惊受怕。她说：“（转下页）

【明慧网】法轮大法洪传于

世三十载，遭受中共迫害二十三

年。在谎言加迫害的血雨腥风

中，不断有新人慧眼识正邪，入

道得法。千百年来，人们在迷茫

中等待，有善根的人内心深处相

信有神，末劫之时神会来；今

天，终于得到了这万古不遇的真

法！在这中秋月圆之时，新学员

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师尊

中秋节快乐！ 
安徽阜阳新学员写道： 
妻子炼功后，身体上的各种

顽疾不药而愈，每天总是乐呵呵

的。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

了。就这坚定的一念发出不久，

体检时发现曾患有的肺间质炎不

翼而飞。我要把大法的神奇告诉

世人，让全宇宙都知道：法轮大

法是天法！ 
河北保定一名退伍军人说： 
我曾患胰腺癌且已到晚期。

谢谢师父千辛万苦把真、善、忍

大法传给您的弟子，感谢您让您

的弟子把真相告诉了我们这些未

修炼的人，我才如梦初醒！学炼

了法轮大法后，末期胰腺癌奇迹

般消失，现在无病一身轻！ 
成都一家法轮功学员写道： 
回首修炼路，大法的法理如

此的深刻而令人震撼！一次又一

次，我们得到深深的启迪。我们以

虔诚的心敬祝师父中秋节快乐！ 
山东招远黄金系统一青年新

学员写道： 
感谢师父救了我的命，使父

母不再为我担心、操劳，使妻子

及两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

家。叩谢师尊的救度之恩！师尊

您辛苦了！ 
我们全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

尊中秋节快乐！◇ 
 

末劫之时得真法 
新学员叩谢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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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涿州百尺竿乡泗

各庄村大法弟子韩宝贵被骚扰 

九月六日晚 7-8 点多钟，河北

省保定市涿州百尺竿乡泗各庄村法

轮功学员韩宝贵被骚扰。百尺竿

“610”、派出所四、五人到泗各

庄韩宝贵家，查问韩的女儿韩玉红

的下落，还伪善的说是为了韩及他

的女儿好。 

涿州市双塔派出所俩警察等骚

扰永乐村法轮功学员张春芳家 

九月十二日上午，河北省涿州

市双塔派出所两名警察协同涿州市

永乐村村委人员三人，强行跳门，

闯入涿州市永乐村法轮功学员张春

芳家中，非法询问张春芳二女儿及

孙女（当时只有二女儿及小孙女在

家），非法摄像，严厉制止摄像违

法才停了下来，还说要开“二十

大”了，他们走访一下。当质问到

他们怎么进来的？跳门是违法的，

他们才离开。 

当时张春芳不在家，儿子李占

峰也因曾被非法关到洗脑班流离在

外，不敢在家住，丈夫李恒于

2005 年被迫害致死，今又遭到警

察跳门骚扰。 

河北省定州市清风店镇清西街

大队干部领着两个派出所便衣骚扰

法轮功学员 

河北省定州市城区南城派出所

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一日上午，

定州市南城派出所警察邹立功等三

人找到法轮功学员李清单位骚扰，

因当天李清休息他们没找到人。 

十二日上午，邹立功和南城派

出所管户籍的女警二人再次到李清

单位骚扰，说是要开二十大了，上

边要求必须见个面并录像。 

河北定州市清风店派出所骚扰

法轮功学员 

河北定州市清风店派出所警察

在九月十日下午 4 点骚扰西街法轮

功学员刘宏筎。9 月 12 号下午骚

扰吴村王占芬法轮功学员。九月十

一日傍晚，骚扰东街法轮功学员王

俊儒、马盛琴。各大队干部一人领

着派出所两人到各村法轮功学员家

问还炼不炼功问叫什么名字，还摄

像。 

河北保定安国市法轮功学员赵

亚宁、陈新立被骚扰绑架 

九月七日早 7 点，国保大队 7

人到赵家将她绑架到国保大队。 

九月八日上午 9：30 分，两位

国保人员到陈新立店里，说（国保

大队副队长）陈艳青让陈新立到国

保去一趟，有事要问他。陈新立

说，有什么事？国保人员说，不知

道，让他去了再说。陈新立不去，

他们强行让去。到了晚七点多，也

没让陈新立回家，并让陈新立的外

甥女到国保做担保，才能放人。◇ 

（接上页）你给北京写信，你真大

胆。” 

我说：“他迫害我，我不该告

他吗？你们都应该告他。”女儿

说：“这事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

有。”儿子说：“错，大姐，你说的

不对，怎么和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他迫害法轮功，就是迫害咱妈，就

是迫害咱们，咱妈不炼法轮功，能

活到今天吗？咱们还有家吗？” 

儿子支持我起诉江泽民，他的

一番话也震醒了女儿。她听了儿子

的话，知道自己错了，再次站在正

义一边。这些年来，他们默默支持

我修炼法轮功，支持我讲真相救

人，儿子、女儿两家都得福报了。 

■遇到觉醒的世人 

我要不学大法，哪能活到今

天？我的亲人也不能得这么大的福

报。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

的。师父教导我们要修成无私无

我、先他后我的高尚好人。这么好

的大法，我自己得到好处了，不告

诉别人，我也太自私了吧！我要把

这么好的大法告诉给有缘人，让他

们也得福报，不失去得救的机缘。 

二十多年来，我经常出去讲真

相，告诉有缘的世人退党、团、

队，抹去“无神论”的兽记，记住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是大瘟疫等灾难来临时保平安的最

有效的良方和秘诀。 

一天，我碰到一个五、六十岁

的妇女，病怏怏的，她在外面晒太

阳。我就走过去跟她打招呼，给她

讲真相。还没说几句话，她就不高

兴了，说：“别跟我说这些，我可

反对了，别人都说法轮功不好。”

看样子，她被中共谎言毒害的很

深，分不清善恶了。 

我没有放弃她，苦口婆心的告

诉她真相，我说：“法轮功对谁都

没有害处，只有好处，是俺师父慈

悲，怕你们对佛法犯罪，为了在淘

汰人时你们能留下来得救，才叫我

们讲真相救人的。”我说了很多肺

腑之言，最后她听明白了，热情的

邀请我去她家说：“我给你煮饺子

吃。”我谢绝了她的邀请，她感动

的说：“谢谢你救了我。”我告诉

她：“不用谢我，你谢谢师父

吧！”她真诚的感谢大法和师父。 

去年冬天，我在大街上给一个

人讲真相，还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

子，他笑呵呵的问，还有吗？我又

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他马上从衣兜

里掏出十元钱递给我，我问他：

“给钱干啥？”他说：“这年头哪

有不要钱的？你们不也是花钱做的

吗？我不能白拿。”我告诉他这是

免费赠送的，不收一分钱，他心里

很感动。 

一本奇书《转法轮》救了我的

命，我无法报答师父的救命之恩。

师父救了我的命，没有要我一分

钱，只要我有一颗 

向善的心；我苦口 

婆心告诉世人真相， 

只为世人在大瘟疫 

等灾难来临时能保 

命保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