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墨爾本、悉尼記者

站報導）「共產主義無論在何

時都會帶來暴政、死亡、折磨

和邪惡。」「澳洲人需要支持

那些被壓迫的人、那些生活在

共產主義枷鎖下的人們。」維

州立法會議員、民主工黨維州

領袖菲恩（Bernie Finn MP）

對數億人脫離中共表示祝賀：

「他們非常勇敢。」「勇氣十

足！」

「中國人不應生活在恐

懼中」

　　九月三日，法輪功學員在

澳洲墨爾本州立圖書館前廣場

舉行集會，慶祝四億中國勇士

退出中共黨、團、隊（三退）。

北京時間八月三日，在全球退

黨服務中心網站發表聲明、三

退的人數突破四億，全球各地

民眾紛紛舉行活動慶賀。

　　菲恩在集會中發言說，中

共必須滅亡，消滅中共就是消

滅共產主義；中國人應該能夠

享受自由，他們「不應該生活

在恐懼中，不應該擔憂中共下

一步會對他們做甚麼」。

　　菲恩對法輪功學員勇敢揭

示中共犯下的酷刑、反人類

罪、謀殺罪等滔天惡行，表示

欽佩，並說：「我向你們保證，

我會盡 大努力支持你們反抗

共產黨（迫害），為中國每個

普通民眾爭取到和澳洲人一樣

的自由與權利。」

「共產主義的存在是對

世界的威脅」

　　 九 月 八 日， 悉 尼 各 界

人士也在馬丁廣場（Martin 

Place）舉行集會，多位政要到

場發言支持。

　　悉尼退黨中心代表喬安娜

（Joanna Zhou）表示：「（四億

中國人三退）是一個里程碑，

為中國社會向和平時期過渡帶

來積極的改變。」「對世界其

它國家來說，這也是一個偉大

的成果。中共不僅迫害中國人

民，而且還在危害世界；因為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滅人

類，所以它的存在是對世界的

一種威脅。現在越來越多的人

認識到，結束這個邪惡的政權

是我們獲得幸福和心靈平靜的

唯一選擇。」

「幫助全球了解共產主

義的邪惡本質」

　　 基 督 民 主 黨 前 領 袖 尼

羅（The Rev Hon Fred Nile 

MLC）在支持信中說：「中共

的暴行是對人類精神的破壞，

它奴役了一整個民族。我為退

出中共的勇士鼓掌。人類對共

產主義付出的代價已經太高。」

　　參加集會的尼羅夫人代讀

信函說：「全球退黨服務中心

幫助中國人民退出中共，也幫

助全球人民了解共產主義的邪

惡本質。」

「將政府束縛在憲法之

下是中國人的權利」

　　澳洲勛章獲得者、資深法

學家弗林特（David Flint）教

授在發言中譴責中共活摘法輪

功學員器官的罪行時說：「中

共的所為是把健康的修煉人綁

在手術台上，活生生地把他們

的身體器官：心臟、肝臟和腎

臟，割下來，在國際市場上販

賣。如果有人需要器官，你可

以在一個月內從中共那裡獲得

一個量身訂購的器官，而在澳

洲你需要等待多年。」

　　 他 說：「撰 寫《美 國 獨

立宣言》的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曾說過一句名言：

人民有兩個敵人：邪惡的政府

和犯罪分子。」他表示：「阻止

政府犯罪的唯一方法，是將它

束縛在憲法之下，而這正是中

國人民的權利。四億人已經自

豪和勇敢地退出中共，這件事

做得太棒了！」

越來越多的人在覺醒

　　悉尼大學法學講師、大律

師 約 克（Sophie York） 說：

「我們今天在這裏慶祝，越來

越多的人正在覺醒並認識到共

產主義在現實中的危險性。」

　　 中 國 信 息 網 站 編 輯、

人權活動家維尼康博（Bob 

Vinnicombe）表示：「擺脫共

產主義的力量必須來自中國人

自己。」

　　（明慧記者王英美國舊

金山灣區紐瓦克報導）九月

十七日，美國加州紐瓦克市

（Newark）慶祝建市六十七週

年，有八十二支隊伍參加了遊

行活動。法輪功學員的隊伍是

其中 大的隊伍之一，有花

車、煉功隊和腰鼓隊。

　　當法輪功的隊伍出現時，

人們眼睛為之一亮，「太漂亮

了！」他們歡呼著、豎起大拇

指。有的觀眾還向法輪功學員

的隊伍鞠躬；有的隨著學員的

煉功動作比劃著；有的觀眾高

興地接過學員遞過來的真相資

料說：「我就想知道這支隊伍，

正想用手機查呢。」

　　紐瓦克居民迪娜（Diena）

帶著她的孩子坐在路邊觀看遊

行，當法輪功學員的隊伍經過

時，她高興地鼓掌叫好：「法

輪功的隊伍會給紐瓦克市帶來

美好，我非常感動，我喜歡法

輪功，我們需要真、善、忍。」

　　當塞西莉亞（Cecilia）了

解到法輪功的原則是真、善、

忍時，她說：「哇，太美了。

當今這個時代，真、善、忍正

是我們需要的，整個世界都需

要真、善、忍。」

　　當坐在摺疊椅上觀看遊行

的凡妮莎（Vanessa）聽到法

輪功可以幫助人們緩解焦慮和

壓力時，非常高興，她說：「我

非常想學法輪功，這正是我需

要的，我會在家煉。」

　　法輪功學員的隊伍經過主

席台時，主辦方介紹說：「法

輪功也稱法輪大法，是中國傳

統修煉功法，包括道德教導和

緩和的功法，能幫助人改善身

心健康。」

　　 介 紹 者 愛 德 華 ﹒ 默 爾

（Edward Moore） 表 示：「我

們感謝法輪功學員參加遊行，

他們的隊伍令我印象深刻。我

喜歡法輪功的真、善、忍原

則。法輪功的花車非常雄偉壯

觀，令人感到震撼，真的無比

壯觀，太美了。整個法輪功的

隊伍都非常美。」

　　遊行評委喬治﹒卡拉斯科

（George Carrasco） 說：「法

輪功學員的隊伍很好看、很壯

觀，服裝很美，很多觀眾都喜

歡這支隊伍。他們打的腰鼓也

很好聽，訓練有素。能看到這

麼龐大的隊伍、成為遊行中的

佼佼者，太好了。很高興看到

他們。」 

慶四億華夏勇士三退 墨爾本悉尼集會

美國加州紐瓦克市慶遊行 法輪功受歡迎

	■文 : 弗吉尼亞州學員

　　八月二十、二十一日

兩天，北弗吉尼亞州 大

的泰森商場外廣場舉辦了

第九屆越南傳統文化節。

主辦方特邀當地越南學員

前去介紹法輪功，讓更多

人了解法輪功的美好。

　　學員的展位旁邊是當

地警察局，很多警察對煉

功很感興趣，不少人填表

要參加學功班。第二天，

四位女警同時來學功。

　　兩位越南小伙認真學

功，其中一位已經自學功

法六週了，因想知道煉得

是否準確而來；他一開始

煉就感覺到能量，煉完後

還能感受到。另一位小伙

子問了好多問題， 後才

決定來試一試。這兩位年

輕人都是十年前就有機緣

看了法輪大法經書，當時

沒放在心上，隨著年齡增

長、經歷豐富之後，才又

想起了法輪功，而這次也

和學員聯繫上了。

　　第二天雖然下了雨，

雨後來學功、聽真相的民

眾卻非常多，人潮絡繹不

絕，有人說早就想學了。

有一小姑娘一看到真相展

位就要來學打坐，她父母

說這孩子就喜歡打坐，他

們也支持孩子的選擇。

　　活動中，很多人是第

一次見到法輪功就喜歡上

的，也有別的展位的人跑

過來要真相資料的。還有

中國人特意前來跟學員們

交流的，把心裏的問題拿

出來與法輪功學員探討。

美國弗州警民

喜歡學法輪功

	■觀眾向法輪功學員揮手。

　　（明慧記者何平斯德哥爾

摩報導）二零二二年八月份的

每個週五和週六的下午，在斯

德哥爾摩市中心通往老城的錢

幣廣場上，法輪功學員舉辦的

講真相活動格外引人矚目，吸

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及當

地民眾投來關注的目光。人們

聽聞真相後，紛紛感謝學員們

為傳播真相不懈努力和付出，

並踴躍簽名支持。

　　八月初一個週末的下午，

一位瑞典男士徑直走來自我介

紹，說自己是來自馬爾默的記

者，要做一個節目介紹法輪

功。於是他請學員在鏡頭前講

真相，並拍攝了學員煉功、民

眾觀看展板、簽字等場景，還

加上他妻子在現場和學員交

談、了解真相的鏡頭。

　　然後，他對學員說：「在

瑞典社會，多數瑞典人都是反

對中共獨裁專政統治的，是和

你們（法輪功學員）站在一

起的。面對中共的殘暴，你們

堅持不懈、和平理性的抗爭精

神令人欽佩，你們是真正的英

雄、是勇士。」他豎起拇指連

連稱讚。

　　八月十三日，來自美國的

亨利看到了活摘器官的真相展

板很是震驚，他眼圈泛紅急切

地問：「我怎麼能幫到你們？

我非常地難過。」他告訴學員

自己是基督徒，早就知道中共

很邪惡，迫害地下教會的基督

徒。他還想有朝一日要到中國

去幫助那些受迫害的基督徒。

　　「今天又了解了中共一直

在迫害法輪功學員，看到你們

這些善良的人受到如此殘酷的

迫害，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他說，「現在明白了這是中共

邪惡的本質，它就是反對任何

信仰自由，不過我相信正義一

定會戰勝邪惡！」

支持法輪功和平抗爭 瑞典記者：你們是真正的英雄

	■ 2022 年 9
月 3 日， 澳

洲墨爾本部

分法輪功學

員在州立圖

書館前舉行

集會，慶祝

四億華夏勇

士退出中共

組織。

	■民眾觀看真相展板，主動了解法輪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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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甘肅報

導）甘肅省法輪功學員金吉

林，因堅持真、善、忍信仰，

兩次分別被中共非法判刑十

年、七年，受盡酷刑折磨。金

吉林於今年七月一日結束冤

獄，從蘭州監獄回到家中。

　　 金 吉 林， 男， 今 年 約

五十七歲，甘肅省榆中縣金崖

鎮金家崖村人。十七年冤獄期

間，他被反復關押過的黑獄

有：榆中縣看守所、平安臺勞

教所、西果園看守所、蘭州監

獄、定西監獄、酒泉監獄、龔

家灣洗腦班。十七年六千多個

日日夜夜，他在血腥的魔窟中

煎熬著。

　　二零零二年十月，金吉

林遭榆中縣法院誣判十年重

刑。冤獄期間，他遭受的酷刑

折磨難以形容：別針刺身、

卡脖子、毒打、二指戳眼、

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不讓上

廁所……

　　在此期間，金吉林的家人

受到極大傷害。他的祖母、母

親、妻子，因不堪親人慘遭迫

害與精神壓力，相繼離世。二

零一二年八月，唯一能支撐家

庭的妹夫也因車禍離世。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五

日，金吉林結束十年冤獄。

　　二零一五年七月，金吉林

在租住房再次被蘭州市國保警

察綁架，后被非法判刑七年。

　　在蘭州監獄，金吉林受盡

各種折磨，如長時間吊銬、罰

站、不讓睡覺，被迫做奴工，

一天只給一個饅頭、一杯水，

五、六十天不讓洗漱，等等。

　　在金吉林第二次身陷囹圄

期間，年近八旬的老父親孤獨

死去時，身邊沒有一位親人。

　　金吉林及家人的經歷是眾

多中國大陸法輪功學員遭受迫

害的縮影。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

導）吉林省延吉市法輪功學員

尹志波，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

日在家被公安警察朴東傑及協

警孫海濤推出窗外、墜樓身

亡，終年 44 歲。

　　尹志波生在貧困的農民家

庭。他天資聰穎，讀書成績比

哥哥和姐姐好，是家人的驕

傲。尹志波喜愛機械，技校畢

業後立志要用所學技術幫助鄉

親們增產增收。每到春耕、秋

收、農忙時節，他總是先幫鄉

親們搶時、搶種、搶收後才幹

自己家的農活。

　　一九九六年，尹志波白手

起家創辦德新農機租賃公司，

擁有了拖拉機、收割機，播種

機、鏟車、玉米脫粒機、耙田

機等農機，總資產超過五十萬

元。當時他在朝陽川鎮是家喻

戶曉的助農增收致富帶頭人，

為人豪爽大方。

　　尹志波於一九九九年三月

開始修煉法輪功，用真、善、

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同年七月

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尹志波

以各種方式向世人講清真相，

揭露中共誣陷法輪功的謊言。

　　二零二一年三月十六日，

中共警察在尹志波家中翻出大

法書籍和《九評共產黨》等資

料，他試圖掩護資料及書籍時

與警察朴東傑及協警孫海濤發

生爭搶。

　　當時身穿睡衣的尹志波被

朴東傑、孫海濤二人毆打，推

搡至窗邊，在抗爭中被二人推

出窗外，墜樓身亡。

　　他的妻子王秀華看到丈夫

的屍體，傷心欲絕，幾度昏死

過去。他年幼的兒子尹東東趴

在父親的身上試圖喚醒爸爸。

　　鄰居們紛紛譴責推人墜樓

的警察朴東傑、孫海濤二人，

要求其償命、要求政府給劊子

手判刑。在有證人證言和眾目

睽睽之下的犯罪事實面前，延

吉公安局卻給出高空墜落的身

亡證明，而不是故意傷害致死

的真相。

　　家人們紛紛為其鳴冤鳴不

平，卻遭到村、鄉政府和公安

部門的威脅與恐嚇。

　　尹志波的哥哥尹志豐多次

為弟弟上訪鳴冤，均被遣返回

家。村委會還威脅尹志豐，若

再為尹志波上訪將沒收他的土

地，終止承包合同。尹志波的

妹妹尹志萍多次到中國駐洛杉

磯總領館舉牌抗議，要求中國

大陸公安檢察機關「徹查尹志

波死因」。今年七月十五日，

尹志波的外甥徐小剛因被公安

懷疑是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留

15 天。

　　尹志波被迫害去世已經一

年多，殺人凶手朴東傑仍披著

公安警察的外衣逍遙法外！但

善惡必報，朴東傑、孫明海所

幹的壞事，都被記錄在案，罪

責難逃！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黑龍江法輪功學員楊立

華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初在

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被迫害致

死。現在據可靠消息，楊立

華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在黑龍江女子監獄被活活打

死的。

　　當時 43 歲的楊立華被

非法關押在黑龍江女監八監

區七組。她不配合監獄的邪

惡管理，八監區七組犯人組

長矯麗麗用腳踩著楊立華的

臉，命令吸毒犯李玉娜、趙

冬梅等毒打楊立華。

　　在楊立華被打得不省人

事時，八監區副隊長索媛媛

到現場觀看，說她「裝死」。

詐騙犯佟金岩說，趕快送醫

院吧，人不行了。這是佟金

岩臨死前幾天親口說的，可

以調八監區 602 監室的監控

錄像。佟金岩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初去世。

　　迫害楊立華的主要責任

人八監區獄警隊長岳秀鳳，

副隊長索媛媛，犯人矯麗麗、

李玉娜、趙冬梅。

　　 矯 麗 麗， 佳 木 斯 人，

十五年徒刑，吸毒販毒，還

有兩年多刑期，目前在監獄

服刑。趙冬梅，齊齊哈爾人，

吸毒販毒，十多年徒刑。李

玉娜，哈爾濱人，十年，在

監獄服刑。

　　楊立華是黑龍江省黑河

市孫吳縣人，性格開朗，愛

說愛笑，對人熱心，每一個

和她打過交道的人都說她人

真好。當鄉親們知道楊立華

突然去世，都覺得這怎麼可

能？這麼年輕的人，怎麼突

然去世了，覺得太冤枉了。

　　楊立華因為不放棄對法

輪功真、善、忍的信仰，二

零一四年八月被中共法院非

法判刑三年，在黑龍江省女

子監獄遭受毒打、體罰，人

瘦得皮包骨，腰都直不起來，

走路困難。

　　二零一七年八月，楊立

華冤獄期滿出獄。由於家庭

經濟困難，她回家僅三個月，

身體尚未恢復，就急著讓朋

友幫忙找了一份工作，在加

油站給車加油。

　　工作期間，楊立華被孫

吳縣紅旗街派出所所長孫世

軍碰到，孫世軍強令加油站

辭退楊立華。法輪功學員曲

永霞知道此事後，覺得太沒

有公道了，就陪同楊立華前

往政法部門、信訪部門合理

說明情況。在被百般刁難的

情況下，她們拿出國家對有

關公務人員涉嫌違法犯罪的

法律規定給相關人員看，結

果反被說成到政府鬧事，宣

傳法輪功。二零一七年十一

月十七日，曲永霞和楊立華

在信訪辦門前被警察非法抓

捕，隨後分別被枉判三年和

四年。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

日，家屬接到黑龍江女子監

獄打來的電話，說楊立華生

病在醫院裡。楊立華的丈夫、

弟弟及弟媳急忙買票前往哈

爾濱，就在當天下午，監獄

又打來電話，說楊立華已經

不行了。等到家屬趕到哈爾

濱醫大二院，人已經沒有了

氣息。

　　楊立華的家屬想看看病

例，是什麼原因讓這麼年輕

的人這麼快就沒命了。警察

不讓家屬拿病例，只有警察

拿著才讓看。

　　家屬看到楊立華身上青

一塊、紫一塊的，不想就這

樣火化，想做屍檢。結果警

察找理由誘騙，說是做屍檢

需要很長時間，還得向上面

匯報批准，不知道要幾個月

呢。家屬不懂那麼多，無奈

只得簽字把遺體火化。

楊立華在監獄是被活活打死的

尹志波被公安推出窗外墜樓身亡

	■尹志波一家合影。

遭17年牢獄迫害 
金吉林出獄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酷刑演

示：針扎。

　　（明慧網通訊員山東報

導）山東濟南市 82 歲的法輪

功學員劉春平，被當地中共

法院非法判刑一年。

　　劉春平家住在濟南市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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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

老人向民眾贈送法輪功真相

冊子時，被東風派出所警察

綁架、捏造罪證構陷。

　　今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

九點半，劉春平被章丘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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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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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上沒有一

個搭話的。她繼續說：「人在

做、天在看，善惡有報是天

理……」。有個警察打斷她

的話說：「在你家翻了八十七

本書，對吧？」劉春平說：

「不知道。」法院人員讓她簽

字，她說：「我不簽。」主審

法官宣布「休庭。」開庭過程

大約只有半小時。

　　法院安排的律師對劉春

平說：「你年齡大了，身體也

好，走吧。」　　

　　今年九月八日，章丘區

法院給劉春平的兒子打電

話，說讓劉春平第二天去一

趟。九月九日，她兒子開車

拉著她去了章丘法院。劉春

平老人不下車，她兒子給法

院打電話說，樓太高，老人

上不去。

　　一會兒，兩辦案人員下

來，讓劉春平老人簽字。老

人被非法判刑一年，非法罰

款五千元。

山東82歲劉春平被枉判一年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今年九月八日晚，廣東

省湛江市便衣警察強闖民宅，

綁架了黃河清、黃河珠、黃河

玉、徐少梅、符玉英、許通、

陳翠珠、黃麗如、黃玲玲、張

秀蓮、陸玉等 15 位正在讀書學

法的法輪功學員。

　　這幫便衣警察不出示任何

證件、強行要求屋內的人不許

動，用手機對著每個學員的臉

進行人臉識別，並強迫學員把

書放在身邊拍照。當法輪功學

員許通當面指出，他們是非法

強闖民宅，是違法行為時，警

察們惱羞成怒，給許通扣上手

銬，把他拉走。

　　許通、黃麗如、黃河玉、

符玉英、徐少梅、張秀蓮等八

位法輪功學員被陸續放回，陳

翠珠仍被非法關押在民主派出

所，黃河清、黃河珠被非法關

押在南橋派出所，其他四位學

員情況尚且不明。

　　陳翠珠的家庭資料點隨後

遭破壞，電腦、打印機、現金

三萬元等私人物資被掠走。

　　這次綁架行動是廣東省湛

江市赤坎分局國保隊長孫宇

鋒、夥同赤坎區中華派出所、

民主派出所、寸金派出所和南

橋派出所一起干的。

廣東湛江公安

綁架15名法輪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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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籍紅，十七歲入伍，

曾是通訊女兵。服役期滿後，

轉業到遼寧省鞍山鋼鐵公司研

究所，從事大型計算機維護工

作。後來結婚生子，生活美

滿，一切都算順利。

確診為胰頭癌中晚期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一九九五年

九月份，也就是我四十二歲那

年，突然感覺身體不適，感到

特別疲勞，走一段路就得歇一

會兒；後來就腹痛，伴隨著大

便干結；皮膚瘙癢，皮膚發

黃。我以為自己得了黃疸型肝

炎，就去鞍山第一醫院檢查。

醫生發現我膽囊有問題，建議

我趕緊到大一點的醫院進一步

確診。

　　在瀋陽市醫科大學醫院做

了檢查後，醫生診斷我是胰腺

佔位性病變。一時間，家裏上

下亂作一團，那年我兒子才

十三歲。公婆和我先生偷偷地

背著我流淚。

　　為了更好地得到治療，大

約一九九五年十月，家人送我

到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經專家

全面檢查，初步確診為胰頭癌

中晚期。胰頭癌是起源於胰腺

頭部的惡性程度極高的消化系

統腫瘤。

　　我心裏很清楚：這種癌是

厲害的一種，死亡率幾乎百

分之百，而且是 痛苦的。當

時我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我

含著眼淚跟醫生講，我不想

死，希望醫生能救救我。其實

我很清楚，誰能救我呢？當時

由於胰頭部位腫瘤壓迫膽管，

造成我全身蠟黃，吃不下東

西，生命垂危。

打開腹腔後 
醫生中斷了手術

　　醫生說短期內必須做手

術。大約在十月中旬，我進行

了手術。醫生打開腹腔以後，

發現腫瘤與下腔靜脈血管黏

連，摘除危險，也容易轉移。

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就暫時中

斷了手術，建議不要再做了，

沒有必要再切除腫瘤了，否則

會下不來手術臺，這也意味著

醫生對我宣判了死刑。

　　醫生說，他只能把膽管和

十二指腸吻合，這樣在有生之

年還可以吃東西，他只能做到

這一步。我丈夫同意並簽字

後，醫生把我的腹腔縫合。手

術後，醫生對我的家人說，我

長能活一年，短則三個月到

六個月。

　　醫生建議做化療，這是當

時治療腫瘤的唯一方法。化療

可能能延長患惡性腫瘤患者的

壽命，但在殺死癌細胞的同

時，也會殺死正常的細胞，因

而化療非常痛苦，很多癌症患

者對化療都非常恐懼。

　　化療後，我身體非常虛

弱，消瘦、脫發、疼痛，吃不

下東西。我感覺自己的生命已

經到了極限。但到醫院複查，

腫瘤並沒有縮小，我的體重也

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多斤降到不

到九十斤。丈夫只好僱保姆照

顧我。

　　令我恐懼的是，在我們家

族中，有八個人得過癌症。其

中我父親、二伯、四伯、外

婆、姑父和堂兄，都是患了癌

症後一年之內就去世了。想想

不遠的將來自己將走向死亡，

孩子將孤苦伶仃，我忍不住雙

淚長流。 可怕的是，自己將

在劇烈的痛苦中熬盡生命。

　　一九九六年末，我感覺自

己疼痛難忍，覺的已經無法再

支撐下去了。雖然所有的醫療

方法都無濟於事，但還得去醫

院。但我知道，這一去就很難

再回來了。

修煉法輪功半年 
醫院複查： 腫瘤消失

　　當我拖著虛弱的身子，艱

難地邁出家門時，在走廊裡碰

到了鄰居大嬸。鄰居大嬸看到

我這個樣子，就勸我去煉法輪

功，說法輪功祛病健身有奇

效。鄰居大嬸說，她正好要去

附近的一位法輪功學員家看李

洪志師父的講法錄像，問我要

不要一起去看？本打算去醫院

的我，改變了計畫，莫名其妙

地跟著大嬸去了一位法輪功學

員家裏看錄像。

　　開始播放師父的講法錄像

時，我身體感覺所有的疼痛、

難受不知不覺的就沒有了一

樣，好舒服的感覺。看完後，

一位法輪功學員借給了我一本

《轉法輪》。

　　當天回家後，我就想吃

飯，好長時間沒有想吃飯的感

覺了。我一下子就吃了兩個包

子，吃的那個香啊！接下來，

我就一口氣用了三天時間看了

一遍《轉法輪》。看完這本書之

後，我就決定修煉法輪功。

　　隨著不斷地學法煉功，我

遵循宇宙的 高特性真、善、

忍修心向善，身體也一天比一

天好起來了。大約一、兩個

月，我的身體就漸漸好轉了，

能吃能睡，身體也胖了起來。

　　一九九七年的四、五月

份，我去大連醫院做了複查，

醫生說腫瘤沒有了。後來，我

又去了中日友好醫院，找到了

曾經給我做手術的醫生做了複

查。那是比較權威的檢查。檢

查後，醫生說：「你的腫瘤沒

有了。你這樣的例子從來沒有

過。」

　　當時我為治療胰腺癌，一

次手術就花了六萬元錢，還不

包括出院後的吃藥、複查。我

的康復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醫

藥費。法輪大法真的是於國於

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功法啊！

祛病健身

	■文：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二零一一年，女兒三個多

月沒來例假，去醫院檢查，說

懷孕快四個月了。

　　女兒不准備再生第三胎，

加上身體也不好，就叫我帶

她去做流產。我說：「不行，

我是修煉法輪功的，不能殺

生。」我說服女兒保住胎兒。

幾經波折 母女平安

　　女兒前兩胎都是剖腹產，

她是前置胎盤，非做剖腹產不

可。她又常肚子痛，醫生說她

這種情況會大出血，很危險。

女兒懷孕八個月時去醫院檢

查，醫生說她有出血現象，非

常危險，叫她馬上住院。醫生

還說，要臥床休息，吃喝拉都

在床上，不能動，要輸液保胎。

　　醫生給她輸液，她心慌、

想吐，就改吃藥。結果開了

一千多元的藥，她一粒都沒吃。

　　女兒以前聽過大法師父的

講法。她說自己信大法，沒事

的。住院十二天，女兒要求出

院。醫生說不行，女兒說一定

要出院，醫生要她簽字自負責

任，女兒說好。

　　女兒出院後也沒休息，還

做家務事，騎車送孩子去學

校。過了十八天，她真的大

出血，當時她就喊大法師父救

她，並不停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去醫院的途中就

不出血了。

　　到醫院後，醫生還是讓女

兒臥床、吃藥。第二天，專家

們來會診，說女兒必須馬上手

術，並說胎兒希望不大。結果

手術三個多小時，出來的是一

大一小，母女平安，小孩體重

四斤二兩。

找到肚子痛的原因

　　女兒肚子痛的原因也找到

了，是上次剖腹產時，子宮和

膀胱被縫在一起造成的黏連引

起的，如果這次不懷孕，女兒

就要痛一輩子。醫生說，醫院

出現三例這種情況，只有我女

兒是第一例成功救活的。醫院

還拍錄像。

　　女兒說自己的命是大法師

父救的。她的小女兒現在讀小

學四年級了，她常念九字真

言，也說：「是大法師父救了

我的生命。」

女兒生第三胎的奇蹟
	■文 : 竹梅 湖北大法弟子

　　二零零五的一天，我正

在上班，突然接到妹妹打來

的電話，說二姐腦血管堵塞，

正在醫院搶救。

　　我迅速趕到醫院。一進

病房，看到二姐躺在病床上。

我俯到她耳邊，輕聲叫她：

「你知道我是誰嗎？」她說知

道。我說：「你要記住我告訴

你的那句話：誠心敬念『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現

在只有大法師父能救你。你

要不停地念。」她說：「我會

的。」

　　一週過去了，二姐的病

情沒什麼好轉。姐夫就不想

給她治療了，因家裏窮，本

來就沒有錢交住院費；又聽

醫生說救過來也沒什麼用，

廢人一個，他就更不想給二

姐治了。我們娘家人堅決不

同意。

　　二姐只有四十多歲，想

到她從小就苦，婚後這麼窮，

沒過一天好日子。她的兩個

兒子都還沒有結婚，都在外

面打工，就這樣放棄嗎？

　　醫院下了病危通知，說

要麼接回家，要麼就轉院。

我說：「轉到武漢去吧。」醫

生說，人很難堅持到武漢，

會在半路上去世。要轉武漢，

就必須要家屬簽字，出現這

種情況與醫院無關。我讓姐

夫簽字，他不簽，我說：「那

我來簽，不會有事的。」

　　我立刻找朋友聯繫了救

護車，姐夫的熟人在武漢已

聯繫好了醫院，我們立刻上

路了。車上有我三姐、妹妹

和我妻子，還有二姐夫。我

對大家說：「咱們都在心裏

敬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求大法師父保護我們

平安到達。」他們都說好。我

又和二姐說：「你心裏一定要

敬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大法師父會救你的。」

　　兩個小時的路程，一路

上真是提心吊膽。到達省

人民醫院後，看到病人非常

多。儘管已經與醫院約好做

手術，但也要等兩天才能做。

留下我妻子照顧二姐，其他

人都回來了。

　　二姐誠心敬念「法輪大

法好，真善忍好」，不管病

房別人怎麼想、怎麼說，她

盡量念出聲。

　　輪到二姐做手術了。手

術從早上做到下午，前後八

個小時。手術非常成功！出

院後只是有一隻眼睛的眼皮

下墜，遮住眼睛看不見東西

了。醫生說不知道會不會好。

　　我告訴二姐，堅持念九

字真言，會好的！過了兩年，

她的眼睛完全好了，只是手

腳不太靈活。又過了幾年，

生活能完全自理了。如今她

一直堅持念「九字真言」，她

知道她的命是法輪功師父給

的。有時她也告訴別人自己

的經歷，以此證實大法好。

　　十七年過去了，被醫院

判了死刑的二姐如今還在。

前年她和我一起去北京旅

遊，還爬上了長城。

　　二姐如今兒孫滿堂。她

常年跟著小兒子在河北滄州

生活，今年自己還出去打工，

給別人做飯，月入兩千多元。

胰腺癌患者籍紅絕處逢生

	■看完《轉法輪》後，籍紅決定要修煉法輪功。

曾被醫院判死刑 如今她能爬長城

　　一九九八年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組織北京、武漢、大

連及廣東省的醫學界專家，

對近三萬五千名法輪功學員

做了五次醫學調查，調查結

果顯示：法輪功祛病健身總

有效率高於 98%。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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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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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黎川

　　美國醫學博士約翰 · 辛德

勒（John A. Schindler）幾年

前曾出版《病由心生》一書，

指出人類 76% 的疾病都是情

緒性疾病，養生和治病的關鍵

是消除負面情緒、培養健康心

態，此書先後再版三十多次，

銷售一百多萬冊，榮登《紐約

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然而，導致人類疾病與不

幸的深層根本原因卻並非這

麼簡單。傳統文化中的「天人

合一」理念告訴我們，人的善

惡念頭所造成的後果，是導致

生生世世身心疾病與家庭不

幸的主要緣由。以下是古今中

外的幾個小故事。

　　

前世熏人眼睛 
今世成盲人

　　宋代杭州於潛地區主簿

沈純良的妻子是個盲女，端

麗大方。此女並非先天失明，

有一天突然得眼病，醫診瞳孔

已破，無法治了。但不知情者

以為她好好的。

　　沈純良與盲女成婚數日

後，沈純良夢裡到了一官府，

府內兩邊站著很多囚犯。沈純

良正挨個看呢，忽見有緋衣人

升堂，坐到大堂中間。群吏齊

刷刷地退到兩邊。

　　緋衣人隨即叫了一個賣

貨的人，因為這賣貨人承諾的

貨物還沒送到，緋衣人生氣

了，叫衙吏用棍子杖之。那人

不服，頂撞了幾句，緋衣人更

加發火，叫左右找來柴草燒，

火熏賣貨人的眼睛。沈純良一

邊看著，一邊嬉笑。

　　旁邊忽然有一人說：「你

看到這些不但不生惻隱之

心，還要嬉笑以使事情惡化。

這緋衣人，就是你今日之盲妻

也。」

   這時夢醒了。沈純良遽把

夢境告訴盲妻：「奇異啊，冥

報之事，不是假的！你當初因

發怒而燒人眼睛，今生半生盲

報。我以一笑之故，而有今

日盲妻之累。一笑一怒之失，

都有如此報應。而那些幸災樂

禍，積惡如山的人呢？難道不

應為來生憂慮嗎？」

　　

一念惻隱心 
解除兒子疾病

　　上面講的是人無惻隱之

心招來的來世惡報，下面這個

故事正好相反。

　　乾隆二十五年，山東濰坊

有一個叫李福的人，四十歲

了，有一個五歲的孩子。李福

到京師打工，好不容易積攢了

二十兩銀子，正往老家趕路。

　　李福走夜路時，看到路旁

有一屋舍，燈光微露。因天氣

寒冷，他想借火生暖，順便想

吸口煙。只見屋內一老嫗正守

著躺在炕上的病兒，意境慘

然。李福上前詢問情況，老嫗

說：「我的孤孫今病危，醫生

說要用人參湯，計值二兩銀

子，苦於無力支付啊！」李福

毫不猶豫按數拿出銀兩幫助。

　　等李福回到家，看見兒

子瘦弱，大病初癒的樣子。

妻子說：「這孩兒得了不治之

症，某夜夢到祖母來了，給了

一碗人參湯喝，喝完後立刻

病癒了。」李福一問時間，正

好是他在途中取出銀兩給老

婦的時刻。李福再一看囊中，

二十兩銀子一分不少。哎，上

天的厚愛深不可測啊！

	■文：東北大法弟子口述

　　我的大姑姐年近七旬，她

是個勤勞、樸實的人。我修煉

法輪功，被邪黨非法關押迫

害，我的丈夫和孩子也承受了

很多痛苦。但大姑姐從不責怪

我，她很同情受迫害的法輪功

學員。

　　一次，大姑姐和兩個人結

伴去山裡採蘑菇。突然之間變

天了，電閃雷鳴，她們在大山

裡沒處躲藏。

　　更驚險的事發生了，一個

大火球圍著她們轉，如果被火

球擊中，後果不堪設想。一道

道閃電劃破天空，一聲聲驚雷

響在耳畔，那樣大的火球圍著

三人轉，似乎是來取命的。

　　兩個夥伴嚇得膽戰心

驚，感到凶多吉少。大火球圍

著她們轉了一會兒， 後終於

離開了。

　　一個夥伴激動地說：「咱

們三人當中，不知誰有福，是

神佛保護了我們。」大姑姐心

中暗想：誰有福？我有福，我

身上戴著大法弟子給的護身

符呢！

　　大姑姐雖然沒修煉法輪

功，但她知道真、善、忍好，

遇事能忍讓，道德水準也在不

斷昇華。

　　有一段時間，她在小吃部

打工，有人偷拿小吃部裡的東

西，她從來不拿、不佔便宜。

她明白不失不得的道理。

　　大姑姐夫有兄弟三人，他

是老大，父母去世，留下一處

樓房，還有近十萬元錢。分家

產時，大姑姐沒有要公婆的任

何遺產，都給了小叔子，而且

沒有任何怨言。

　　大姑姐以前對許多食物

都過敏，不能吃肉類、面食

等。她堅持誠心敬念「法輪大

法好，真善忍好」，再去醫院

檢查，醫生說，她的過敏症狀

消失了，現在啥都能吃了，一

家人都替她高興。

善惡因果

	■文 : 大 口述
江

　　我是鄉 生院大夫，講一

個發生在我家的真實的六道輪

的故事。

　　 菜站的領導經常找我開

藥，與我關 很好。那時 收

菜不給現金，全 ， 我

親 家八百元錢，親 找我幫

忙要錢。

　　我找到 菜站領導要錢，

當時沒有現金。領導告訴我一

個辦法：讓我把 據給值班的

馬海 ，他和我是一個大隊

的，來錢他先知道，支出來給

我就完事了，省得我總往這

跑。就這樣當著領導的面，我

把 據交給了馬海 ，馬海

滿口 應代辦。

　　等了很長時間，問了馬海

幾回，他都說沒來錢。後來

親 聽說來錢了，他們 有支

出來的。我和親 就一起去問

領導，領導說來錢了，馬海

先支出去的，沒給你嗎？

　　我又找到馬海 對證，馬

海 才說了實話：尹大夫啊，

大哥對不起你 ！錢早支出

了，讓我 錢輸光了，等我有

了錢還你。氣得我和他發了一

通火：這是親 的錢，又不是

我的，你賣房子也得給！可他

手中無錢，也沒有辦法。後來

多次要也沒給，親 不幹了，

沒辦法，我借錢還給了親 ，

那年代八百元是我二年的工

資。

　　馬海 上說還錢，可越

輸越多，三年也沒有還上。第

三年親 告訴我，馬海 要死

了， 都買了。我一聽心

半 ，完了！那也得去看看

哪。見到馬海 ，他就哭了，

說：「大哥對不起你 ，快死

了，今生這錢是還不上了，

來生做 做馬也得還你這

。」我一看這情況說啥也沒

用了，安 他說：大哥好好養

病吧，好了一點點還吧。不

他死了，錢也黃了。

　　我家養了一頭老母 ，要

下 了。一晚我似睡非睡間，

眼看一個人把大門推開就進來

了，我一看是馬海 ，心中明

明白白知道他是個死 ，就往

出推他說：你是死 不能來我

家！好 推了出去。天亮後跟

老伴兒說了這事。老伴兒說：

推出去就對了，不能讓死 進

門。第二天晚間它又來了，我

照樣把它推了出去。第三天

晚間它又來了，我往出推它，

它 出就往後院跑，我趕緊

它，眼看著它跑進 就不見

了。這時 正好生下來一頭腦

門帶著白花的 大的 。和

老伴兒說了經過，老伴兒說：

馬海 說做 做馬還 ，那它

是轉生 來還 了。

　　我把這事告訴了 鄰，他

們都說：那就把這 叫馬海

吧！後來滿 子的人都叫它馬

海 。這 長大後在 子裡老

是禍害人家的柴 ，鄰居們

就找我，我一喊：馬海 快回

來，它就跑回來了。在賣這頭

時，給錢多的、少的都有，

都沒有談 ， 後賣給了一個

正好給八百元的買主，就是馬

海 所 的錢數。

　　原來以為佛經中講的「六

道輪 ，因果報應」，只是勸

善的說法，經過親身的經歷，

確信六道輪 是真實的存在。

因果報應 轉牛還債

疾病與不幸根本上從何而來

電閃雷鳴火球圍著轉 大姑姐安然無恙

	■文：大陸大法弟子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

有人告訴我，國保隊長王某某

遭報，得了肝癌，住在人民醫

院肝病科。據說，公安局領導

要求對惡報這件事要保秘。

　　我和王某某打過多次交

道。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五

日，就是他帶著十八個警察，

開著五輛警車非法抄了我的

家，把十二間房子都翻了個

遍，搶走了兩萬多元現金和一

輛新買的汽車， 後把我的二

兒子和我綁架到派出所。

　　王某某又以放我回家為由

讓我女兒和二兒媳給他一萬元

錢。我嚴正地指出，他這是土

匪行為，並告訴女兒和二兒媳

不要上當。由於她們救父心

切，把家中僅有的四千元現金

給了他。他當場把我釋放了。

可是我的二兒子卻被關進了看

守所，並且遭酷刑迫害——用

三十多斤的大鐐纏著脖子又連

著手腳捆綁了一個月。

　　後來我和二兒子都被非法

判勞教一年半。我出來那天，

是王某某開著車去勞教所接我

並把我送回家的。路上，我一

直給他講真相，歷時約一百分

鐘。他似乎心有所動。

　　得知這位王某某患癌症住

院，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要

以 大的寬容心去救度眾生。

於是我決定去醫院告訴王某某

如何自救。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三日上

午九時許，我一進病房，王某

某一下認出是我，眼淚就奪眶

而出。我走到他跟前，跟他

說：「我是來看你的，盼你早

日康復。」說著就把一本真相

小冊子給了他，他哭著說：「晚

了，晚了，我不行了……」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下

半夜，王某某撇下了妻兒，在

極其痛苦的哀嚎中死去。時年

四十八歲。

臨終前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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