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舊金山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法輪功學員再次應邀參加舊金

山老兵節遊行。站在觀禮台上

的美國軍團戰爭紀念委員會第

二副指揮官查爾斯﹒帕斯克

里安（Charles Paskerian）表

示，法輪功學員的參與讓他感

到非常自豪。「他們（法輪功

學員）來遊行，太好了，他們

演奏的樂曲很雄壯。」

　　當天上午十一點，在風景

秀麗的漁人碼頭附近舉行的舊

金山第一百零一屆老兵節遊行

（Veterans' Day Parade）， 除

了美國的海軍、陸軍、空軍，

也有各具特色的樂隊與旗隊。

其中，法輪功學員組成的美

西天國樂團演奏的《法輪大法

好》和《星條旗永不落》等樂曲

沁入人心，贏得了觀眾喝彩。

　　隊伍經過主席台時，主持

人介紹：「法輪大法的修煉原

則是真、善、忍，所有天國樂

團的成員都修煉法輪大法。天

國樂團的演奏把大法的美好展

現給大家。」

　　「法輪功學員的隊伍非常

棒，他們演奏得很精彩，我非

常高興在遊行中再次見到他

們。」共同主辦人、美國退伍

軍人協會第十五分會指揮官黃

國仁表示，「他們組織得非常

好、非常專業。」

　　 退 伍 軍 人 事 務 委 員 會

專 員 道 格 ﹒ 布 拉 德（Doug 

Bullard）也說：「這個樂團太

了不起了，非常專業，服裝也

非常專業，太完美了。」 

　　遊行開始前，當天國樂團

成員們在排練時，就有不少人

特地過來拍照觀看。參加老兵

節遊行的保羅﹒瓊斯（Paul 

Jones）很喜歡學員演奏的《星

條旗永不落》，他接過法輪功

真相小冊子說：「真、善、忍

原則，太美好了。」「我期待

著仔細閱讀這份資料。」 

　　參加遊行的退伍軍人羅恩

﹒圖森（Ron Tuason）表示，

他在新聞中聽說過法輪功，「作

為退伍軍人，我經常發脾氣，

感到壓抑，我需要練打坐。」

他認為法輪功很好，希望支持

法輪功，並很有興趣參加法輪

功網上教功班，他說：「非常

感謝法輪功學員來這裏參加遊

行。」

　　鮑勃（Bob）先生第一次

聽說法輪功，他說：「我知道

中國沒有人權，你想爭取人

權，中共當局就把你關起來，

非常邪惡。」  

　　傑（Jay）的父親是退伍

軍人，他很感自豪。談到法輪

功，他說：「我知道法輪功的

教導充滿神性內涵，有益於心

靈。我知道真、善、忍原則，

我支持你們、支持你們所做的

一切。」

　　當地木匠傑拉德﹒哈登

（Gerald Haden）知道法輪功

在中國受到迫害。他說：「中

共是個邪惡的政權，我們應該

清醒，中共現在把邪惡力量伸

向了世界各地。祝你們好運。」

　　 做 祕 書 職 務 的 克 萊 爾

（Clare）說：「真、善、忍非

常好，我完全支持這個原則，

對人要真誠、善良，這非常重

要。（中共的）迫害是完全不

對的，迫害不應該發生。」 

　　（明慧北歐記者站哥德堡

報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五

日，來自北歐四國的部分法輪

功學員，聚集在瑞典哥德堡的

文化中心哥塔廣場集會，向當

地各族裔民眾傳遞真、善、忍

福音和大法真相，同時聲援

四億華人退出中共邪黨的黨團

隊（三退）、選擇了美好的未

來。歐洲議會議員、瑞典前國

會議員、人權組織等政要到場

祝賀或發賀信表達支持。

　　在哥塔廣場的集會現場，

醒目的橫幅標語、法輪功學員

祥和的煉功場面以及喜慶的腰

鼓表演引來眾多民眾探詢並了

解真相。

　　 歐 盟 議 員 戴 維 ﹒ 萊 加

（David Lega）發來賀信聲援

四億人三退，並譴責中共迫害

法輪功以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罪行。

　　他表示，正與議會同僚們

一起推動以下提議：第一，

必須追究中共政權的責任；第

二，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團，調

查人員可以自由去中國調查中

國的器官移植行業；同時，要

行使自己的責任：敦促歐盟及

成員國盡最大努力阻止去中國

旅遊買賣來源不明的器官。

　　瑞典前國會議員漢斯﹒羅

森貝耶（Hans Rothenberg）在

集會中演講：「現在（中共）

這個獨裁政權已經把手伸向了

世界各方。我們每個國家、每

個人必須思考自己能做甚麼，

我們可以有些甚麼行動。」

　　「我們完全不能接受中共

（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活

摘器官這簡直太匪夷所思！但

正因如此，我們更需面對這個

議題。」他說，「未來社會將會

和平，東西方有更多的互動，

要想實現這個願景，大家需要

共同努力制止中共繼續作惡。」

　　瑞典關注中國人權的非

政府組織 ISHR 的代表彼得

（Peter）在集會中發言，他祝

賀四億中國人三退，勇敢地拋

棄了中共惡黨。他說：「這是

個大好事，預示著中共的解

體，這會讓更多中國人覺醒。」

　　「有很多西方人不明白，

我們瑞典人為甚麼要關注中國

人權。這是因為中共長期迫害

善良無辜的人，非法盜取活人

器官牟取暴利。而我們瑞典的

醫學生會安排去中國實習、學

習器官移植，但這是在犯罪。」 

法輪功參加老兵節遊行 主辦方自豪

北歐集會慶四億華人三退 政要支持

	■文 : 羅馬尼亞學員

　　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

日至二十五日，羅馬尼亞法

輪功學員在拜亞馬雷市（Baia 

Mare） 栗 子 節（Chestnut 

Festival）傳播真相。這是法

輪功學員第三次參加這個活

動。

　　學員們在演示功法時，

一位女士停下來觀看，久久

不願離開。她說她不想離開，

是因為在展位上感到寧靜、

放鬆。在學員解說下，她了

解了法輪功真相以及中共對

法輪功的迫害，然後她表示

也想學功，並購買了法輪大

法主要書籍《轉法輪》和《法

輪功》。

　　另一位女士說，她發現

展位的能量很強；而她一直

以來都在尋找一種修煉方

法。在了解到法輪功是性命

雙修的功法後，她對修煉法

輪功產生很大興趣，索取了

所有的資料，也購買了《轉法

輪》和《法輪功》。 

　　有不少年輕人前來了解

真相，還有多位年輕人現場

學功；他們學功後都表示感

覺很好，一位年輕人說他的

背痛毛病獲得了緩解。

　　還有四位七歲左右的孩

子對學煉法輪功很有興趣，

法輪功第二套功法「法輪樁

法」的四個抱輪動作都堅持

下來了，這讓他們的家長感

到很神奇。

　　一對母女接過傳單和紙

摺蓮花走過展位後又折返回

來，原來是五歲的女兒堅

持要問蓮花的意義與信息。

學員告訴她蓮花是純潔的象

徵，並詳細解釋了蓮花結上

提到的真、善、忍原則；她

非常專注地聽著。 

　　又一位母親帶著六歲的

男孩經過時，拿了一份真相

資料。小男孩對母親說，把

資料收好，有一天你可能會

用得著。

羅馬尼亞民眾學功 體驗寧靜祥和
	■文 : 巴西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巴西聖保羅 Joaquim Luiz de 

Brito 州立學校三個班級的學

生在當地法輪功學員的帶領下

學煉功法、分享初學功法的心

得，並了解中共迫害法輪功的

罪行。該校五年來每年都邀請

法輪功學員參加他們的和平文

化項目，學生們表示非常喜歡

法輪功的功法。

　　學生們通過法輪功真相展

板了解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

殘酷迫害，感到傷心和震驚，

紛紛想為抵制這場迫害做點甚

麼。學員們詳細向學生講述了

二十三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

對法輪功學員的持續迫害；並

解釋了中共政權為何迫害法輪

功，是因為法輪功是正法，道

德標準很高，真、善、忍對比

出了中共乖張暴戾的本性。

　　學員們也告訴年輕學生

們，法輪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

傳出後，人們普遍發現自己通

過修煉法輪功變得比原先健康

樂觀了，煉功人數猛增，短時

間內超過黨員人數，這使得中

共高層不安。

　　學煉功法時，學生們感受

不一：有的學生在煉功時感覺

精力充沛；有的感到能量的通

過，手和身體有麻的感覺；有

的學生感覺自己身體變輕，好

像漂浮在水中。一些學生馬上

就能夠雙盤。

　　學校一位協調人塔米雷斯

（Tamires）希望，通過法輪大

法修煉，能讓學生們更加專注

與平和。

巴西聖保羅學生喜愛法輪功

	■一 個 小

女孩從學員

手裏接過蓮

花，她的父

親在閱讀真

相資料。

	■法輪功學員組成的美西天國樂團參加舊金山第一百零一屆老兵節遊行。

	■部分法輪功學員在哥塔廣場集體煉功，向世人傳遞真善忍福音

和大法真相。

	■巴西 Joaquim Luiz de Brito
州立學校學生學習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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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這些年，因為大陸媒體不

再公開提法輪功，許多人以為

不再迫害了，或迫害減輕了。

殊不知，罪惡一直在持續，只

是從前臺移到了黑幕背後，對

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依舊邪惡、

肆無忌憚。

　　據不完全統計，僅在黑龍

江女子監獄，二零一九年至二

零二一年期間，至少有楊立

華、李桂月、劉亞芹、蘇雲

霞、趙春豔、李佩賢、孟紅、

王芳等多名法輪功學員因遭受

殘酷迫害含冤離世。

楊立華在監獄 
被活活打死

　　楊立華，女，黑龍江省孫

吳縣人。她因堅持修煉法輪

功，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年，二

零一八年二月被劫持到黑龍江

女子監獄；一年多的時間，於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被迫害

致死，年僅四十三歲。

　　楊立華的死因一直被獄方

隱瞞，真相幾經輾轉才傳出

來，她是被獄警指使的犯人活

活打死的。被發現時，她已經

停止了呼吸。

　　在黑龍江女子監獄，楊立

華拒絕穿囚服，拒絕勞役迫

害，拒絕「轉化」，因為她堅

信修煉法輪功、信仰真、善、

忍無罪。

　　楊立華被獄警指使的犯人

謾罵、羞辱、毒打、群毆、剝

奪睡眠、酷刑折磨，她被迫絕

食抗議迫害，卻招來更加殘酷

的迫害。

　　從二零一九年九月開始，

楊立華持續遭犯人組長矯麗

麗、犯人李玉娜、趙冬梅、魏

紅雲等人毒打，打得非常厲

害，監獄警察根本不管。

　　同年十一月五日，已經被

打得站不起來的楊立華，強挺

著，慢慢爬到床邊，挪上床。

她知道自己已經支撐不住了，

對同監室一個較善良的犯人

說：「我可能不行了。」這是她

生前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鄉親們眼中的那個熱情開

朗、愛說愛笑、年僅四十三歲

的楊立華就這樣在監獄被活活

打死了。在楊立華被打得不省

人事時，八監區大隊長索媛媛

到現場看了，還說她「裝死」。

詐騙犯佟金岩當時說「趕快送

醫院吧，人不行了」。這是

佟金岩臨死前兩、三天親口說

的，可以調八監區 602 監室的

監控錄像查看。佟金岩大概是

在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號至三

號去世的。

李桂月生前被送男監
遭毒打酷刑折磨

　　李桂月，女，一九六九年

出生，家住黑龍江省依蘭縣三

道崗鎮葦子溝村葦子溝屯。

一九九六年夏天，李桂月修煉

法輪大法後，所有疾病不治而

癒。她按照大法真、善、忍的

標準做好人，曾自掏腰包，義

務修路。

　　迫害發生後，二零零零年

冬天，李桂月去北京上訪，為

法輪功說句公道話，被非法勞

教一年，關在臭名昭著的萬家

勞教所。

　　李桂月遭強制洗腦、奴

役、關小號、酷刑折磨等，還

遭到令人髮指的迫害——被劫

持到男隊侮辱。

　　有一天，警察把時年三十

歲的李桂月單獨送進男監，被

兩個有良知的女警察發現後，

質問：「你們想幹啥（李桂月

是沒結婚的大姑娘）？你們把

她整這裡想幹啥？」連問了三

遍，才放回了李桂月。

　　遼寧馬三家勞教所曾將堅

持信仰的女法輪功學員關入男

犯牢房凌辱，案件震驚了世

界。但在中共流氓政權的統治

下，此惡行卻成為各地爭相

「學習」效仿的範例，萬家勞教

所只是其中之一。

　　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李桂月給世人講法輪功真相時

再遭中共警察綁架，被非法判

刑五年，在黑龍江女子監獄受

迫害。她每天遭毒打、謾罵以

及各種折磨。

　　二零二零年五月出獄時，

李桂月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全

身疼痛。她有時凌晨突然驚

醒，嚇得哆哆嗦嗦；有時自言

自語：「她們天天打我！天天

打我啊！」

　　二零二一年八月六日凌

晨，飽受摧殘的李桂月被中共

迫害離世，年僅五十二歲。

劉亞芹出獄五個月 
含冤離世

　　劉亞芹，女，一九五二年

出生，老家是黑龍江省鶴崗市

興安區。她曾患有結核性胸膜

炎、胸積水、腹膜炎、盆腔

炎、結腸癌，在病痛中熬煎掙

扎了十多年。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劉亞

芹有緣修煉了法輪大法，三個

月後，所有的病都好了，人也

變得熱情開朗。

　　中共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

功後，劉亞芹兩次遭非法判刑

共計七年，遭多種酷刑折磨，

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出獄僅五

個月，劉亞芹於二零二一年十

月三十一日含冤離世。

其他迫害案例簡述

　　◎蘇雲霞，哈爾濱市法輪

功學員，被道外區法院非法判

刑五年，在監獄遭受殘酷迫

害。她本應於二零二一年九月

六日出獄回家，可就在出獄前

兩天被迫害致死，時年六十七

歲。

　　◎趙春豔，雞西市恆山區

法輪功學員，遭受五年冤獄折

磨，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二

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她被家

人用 120 急救車接回家後，不

到十二天，於七月二十八日凌

晨含冤離世，終年六十五歲。

　　◎李佩賢，因向世人澄清

法輪功真相，二零一零年被中

共綁架入獄。她曾被獄警指使

的犯人按在床上，四肢拉抻，

用束縛帶捆綁。她經常被幾個

犯人抬起來往地上摔，差點被

摔死。李佩賢被迫害得肚子裡

長瘤，腹部腫大，雙腿嚴重浮

腫，於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三

日離世。

　　黑龍江省女子監獄是中共

迫害法輪功學員最慘烈的監獄

之一。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已

有三十一名法輪功學員因遭受

此監獄的殘酷迫害之後失去了

寶貴的生命，被迫害致傷的人

至少占被關押法輪功學員人數

的百分之九十。

黑龍江女監虐殺多名善良婦女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

報導）被非法關押在哈爾濱

呼蘭監獄的法輪功學員戴啟

鴻，經常遭獄方酷刑折磨，

最近更被獄警縱容的犯人毆

打致脾破裂，送醫院搶救，

被摘除了脾臟。

　　戴啟鴻原是牡丹江監獄

監區中隊長，為人善良，樂

於助人，是領導和同事公認

的好人，也是監獄生產車間

的業務骨幹。

　　戴啟鴻因堅持修煉大

法，於二零零八年、二零

一九年兩次被中共法院非法

判刑各五年，目前被非法關

押在呼蘭監獄十一監區。

　　今年九月，呼蘭監獄的

監獄長張玉成把每晚「監督

哨」單人崗，改為兩人一組

的雙人崗。

　　九月二十九日半夜，戴

啟鴻因為拒絕參加監督哨，

被同監舍犯人辱罵、暴打，

導致戴啟鴻胸腹部疼痛，大

小便失禁。

　　據悉，當夜犯人叫戴啟

鴻起來值班，被戴啟鴻拒

絕，犯人高風龍、張剛等就

把戴啟鴻從床上拽到地上，

用腳使勁踹戴啟鴻的胸部、

腹部，還用鞋底抽打他。

　　九月三十日上午在勞動

車間，戴啟鴻胸腹部疼痛加

劇，面色蒼白，並有休克症

狀。他被 120 急救車拉出監

獄外醫院搶救，經診斷為脾

破裂——失血性休克，遂做

了脾摘除手術。十月八日，

戴啟鴻被送回呼蘭監獄。

好警察戴啟鴻陷冤獄
被惡徒毆打致脾破裂 　　（明慧網通訊員河南報

導）河南省洛陽地區法輪功學

員孫耀亭，在遭受中共二十多

年迫害後，於二零二二年十月

十一日離世，終年六十三歲。

　　孫耀亭家住洛陽市偃師區

緱氏鎮孫坡村，一九九七年開

始修煉法輪大法，身心受益。

孫耀亭曾被中共非法勞教三

年，非法判刑兩次共十年半，

還多次被非法拘留，幾度被迫

害致奄奄一息。有一次，警察

為推卸責任，把命危的孫耀

亭抬到他家門口，不等家人出

來，警察就慌忙溜走。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

日，孫耀亭進京為法輪功上

訪，到天安門打出了「法輪大

法是正法」的橫幅，被北京警

察綁架到派出所毆打。孫耀亭

被帶回當地後，遭到非法抄

家、毆打、插牌遊街。因為被

打得太狠，他的腎嚴重受傷，

小便排出半斤多鮮血，昏迷不

省人事。

　　半個月後，孫耀亭被非法

勞教三年，在洛陽五股路勞教

所飽受酷刑和奴役迫害。孫耀

亭被非法關押期間，當地中共

惡人把他家的三輪車、摩托

車、電視機、縫紉機、沙發、

寫字檯等財物全部搶走。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下午，孫耀亭在寇店鎮發真相

資料時，被警察綁架到偃師市

公安局，遭警察毒打，昏死兩

個多小時。經醫生檢查，孫耀

亭的內臟被打壞，導致呼吸困

難、生命垂危。在這樣的情況

下，他還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五月五日，孫耀亭命危，拘留

所才把他連夜送回。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孫耀亭在家中遭中共警察

綁架。在偃師市看守所，他被

迫害致嘔血、胸悶、氣短、肺

疼，被確認是肺結核，有肺空

洞。有一天，三個人將孫耀亭

帶進看守所的一間小屋，宣布

他被判刑四年。孫耀亭當時喊

了一句「法輪大法好」。那三

人說，你喊一句，再加你一

年。這樣孫耀亭被非法判刑五

年。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他

被秘密劫持到新密男子監獄。

　　二零一四年六月份，孫耀

亭因參加集體學法（讀教人向

善的法輪功書籍），再次遭中

共警察綁架，後被非法判刑五

年半。

　　在河南省新密監獄，他由

於堅持信仰，拒絕「轉化」，

遭嚴重迫害；身體每況愈下，

於二零一六年下半年被保外就

醫。回家後，孫耀亭仍遭地方

政府人員多次上門騷擾，逼迫

簽字「轉化」。由於身心受到

嚴重摧殘，孫耀亭於二零二二

年十月十一日離世。

遭非法關押十三年半 孫耀亭含冤離世

	■楊立華在監獄被活活打死。

	■李桂月出獄時，被迫害得骨

瘦如柴，一年後離世。

	■中共酷刑示意圖： 電擊。

	■中共酷刑示意圖：背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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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遼寧大法弟子

　　 我 今 年 五 十 多 歲，

一九九九年三月開始修煉法輪

大法。當時是因為得了絕症，

任何方法都治不好的情況下來

學大法的。神奇的是，煉法輪

功三個月後，尿毒症就不治而

癒。現在把這段經歷寫出來證

實大法。

從腎炎到尿毒症

　　我二十四歲結婚檢查，查

出患有急性腎小球腎炎。但我

沒有不舒服的感覺，表面上也

看不出有病。過了一年又去檢

查，結果從急性腎小球腎炎轉

成了慢性腎小球腎炎。

　　誰都知道，不論患急性和

慢性腎炎，病人會出現水腫的

症狀。而我身體不腫，表面上

看就是正常人一個，只有化驗

單子能體現出血尿蛋白都是四

個 + 號。

　　當地頭號名醫看了我的各

種檢查報告後，上下打量我一

番，問我年紀輕輕怎麼就得了

這個病。他最後告訴我：這個

病在你身上所表現出來的一切

症狀，現在醫學上解釋不了，

歸納一下就是疑難雜症，治不

了，到哪都治不了。

　　我一聽眼淚就下來了，那

時我還不到二十六歲啊！怎麼

就完了呢？腦子裡一片空白，

不知怎麼辦。

　　到了二十七歲，我的病轉

成腎病綜合症。為了活下來，

我吃了不少名貴藥材，比如藏

紅花，冬蟲夏草等，可就是沒

有效果。後來聽說穴位注射有

療效，我也去試，還需要住院

治療。

　　我試過的所謂穴位治療，

就是每天早晚在後背脊椎兩側

穴位上注射魚腥草，從頸椎到

尾椎骨十二個穴位上。醫生把

魚腥草的藥水吸到針管裡，再

扎到穴位上，然後手不斷地抖

動。如果感到穴位的地方麻

了，就把藥水注射進這個穴位

裡；如果沒感覺麻手，就不斷

地在這個穴位上扎。那個感覺

現在都不能再想，就記得後背

脊椎兩側都扎爛了也不管用。

　　直到五個月後沒有錢了，

醫院就讓我透析，說是先做個

漏，就是把胳膊上的動脈和靜

脈連起來，每次透析時的針頭

都是小指頭粗，一頭一個扎進

血管，看著都嚇人，插進去時

別提多痛苦啦。另外，每個星

期透析三到四次也是花不少

錢，我沒有單位報銷，醫藥費

全部都是自己承擔，不長時間

手裡的錢都折騰光了，不得不

回家等著了。

　　回家後丈夫說：把房子賣

了吧。我說不行。因丈夫十幾

歲喪母， 二十幾歲喪父， 現在

就剩這個三十五平方米的房子

了，賣了房子也治不好這個

病，我要是死了，房子也沒

了，他可咋整，住哪呀。想想

心裏都滿是酸楚。

　　沒有錢了就找偏方，什麼

豬小肚（就是豬膀胱），買回

來烤著吃，前幾次感覺有點

用，可吃幾次就不行了，還有

尿騷味，都不知是怎麼嚼下去

的。後來聽說在瓦片上烤活的

繭蛹好用就又來試，結果和上

次一樣，還造了不少業。

　　到了我二十九歲的時候，

這個病轉成了尿毒症。

鄰居送寶書

　　我家一樓住的一位大姐煉

法輪功，她的父母親、大姐、

二姐都煉，她在家排行老三，

我叫她三姐。一九九九年三

月，三姐的母親給了我一本《法

輪功》，讓我回家看。當時我

受無神論影響也不怎麼信，但

礙於情面不好拒絕，所以就收

下了。

　　老阿姨告訴我看的時候一

定要把手洗乾淨，我用幾天功

夫看完《法輪功》。老阿姨又給

了我一本更厚的《轉法輪》，並

說這本書不用急著還，讓我每

天看一講。

　　我用九天時間讀完了全本

《轉法輪》。到了第十天，我

突然發現自己好像有點勁了，

讀書不怎麼累了，在家走來走

去也不是很累。我去三姐家還

書，三姐告訴我：「不用還，

你拿去看吧，看明白了你就知

道怎麼辦了。」兩個月後，我

把《轉法輪》請回來，從此真正

走入了修煉之門。

　　我開始每天讀法。因為身

體原因沒有事可以做，丈夫每

天下班回來洗衣做飯，我除了

生活能自理，剩下的就是喘

氣，其餘我都做不了，只要不

找丈夫吵架就行。所以我每天

能坐下來靜靜地讀法。讀法

後，心態平和了許多，自然也

不找丈夫吵架了。

　　一個多月後，我可以洗衣

服做家務了，甚至可以洗毛毯

了。那時我沒有多想，就知道

讀法。丈夫看到我的變化，挺

高興的。

學法煉功 身體康復

　　有一天早上，三姐在樓下

喊我，讓我和她一起去煉功，

丈夫一個勁地讓我去。但我自

己感覺站時間長了還是不太

行，所以挺打怵。

　　第二天早上五點，三姐又

在樓下喊我去煉功，我雖然打

怵，還是去了。到了煉功點，

煉第一套功法還行，煉第二套

功法頭前抱輪，我差點沒暈過

去，輔導員趕緊把我扶到一邊

坐下休息。

　　第三天早上，三姐又在樓

下喊我，就這樣我一天天堅持

下來。後來三姐每天領著我參

加學法小組，這樣我倆每天很

有規律地學法煉功，有時間就

去各個地方洪法。那時，到處

都能看到同修背著黃色的小書

包，看到同修都特別親。

　　不知不覺到了第二個月，

我都忘了自己是個病人，和三

姐一起，白天去洪法煉功，晚

上去同修家看師父講法錄像，

晚上回家就抄法。到晚上十一

點再睡，日子過得很充實。

　　再後來，我早上到煉功點

煉功，回家學完法後自己在家

煉。第二套功法，一個抱輪動

作能抱半個小時，四個動作抱

了兩個小時，病在不知不覺中

好了。後來想想尿毒症三個月

奇蹟般好了，抱輪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當時我也沒想治病啥的，

就是跟著老學員學法洪法，那

段時間真是幸福啊！每天就是

高興，逢人就說大法好。

祛病健身

修鍊三個月 尿毒症不治痊癒

	■文 : 沁雲

　　法輪功是以「真、善、

忍」為指導的佛家上乘性命雙

修功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

十三日在吉林長春首次傳出

後，以其提升道德、祛病健身

的神奇功效，迅速傳遍神州大

地，並弘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

和地區，上億人身心受益。

　　一九九八年，中國國家體

育總局組織北京、武漢、大連

及廣東省的醫學專家，對近三

萬五千名法輪功學員做了五次

醫學調查，調查顯示，法輪功

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高達 98%。

這些人修煉法輪功後，不但身

體健康、道德昇華，而且為單

位節約大量醫藥費，每年總計

約兩千多萬元。

　　信手拈來，法輪功拯救生

命的感人故事說不完，道不盡。

　　◎河北廊坊于會俠，被心

臟病、類風濕性關節炎、高血

壓、高血脂、頑固性失眠、偏

頭痛、痛經、貧血、慢性闌尾

炎、小腸痙攣、月子病、婦科

病等折磨得生不如死，三次寫

好遺書，想自殺了斷，最終捨

不下年幼的兒子。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日晚，她和親戚一起聽

法輪功師父講法磁帶一小時，

所有症狀不翼而飛。她從此走

進大法修煉，體會到了無病一

身輕的快樂。

　　 ◎ 吉 林 長 春 馬 秀 榮，

七十三歲，曾患心臟病、肝

病、支氣管哮喘、大腿麻木

等。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令她

終生難忘。那天她由別人攙著

去聽法輪功師父的講法錄音，

聽完後不但能自己走路，還能

跑了，回家快到站點時，跑著

趕上班車。迫害發生後，她被

中共非法勞教一次、非法判刑

八年，丈夫在重壓下離世。

　　◎山東壽光市退休教師湯

瑞琴，一九八七年春查出乳腺

癌後切除乳房，一九九四年切

除子宮，最後癌細胞擴散，不

得不離開教學崗位。一九九六

年新年剛過，法輪功學員給她

送來大法師父的《濟南講法錄

像》，她一口氣把四盤錄像看

完，奇蹟當場出現：肩窩裡的

腫瘤沒了！精神、身體都好

了！和正常人一樣又能工作

了！大法在她身上展現的神奇

在周圍傳得很廣，好多有緣人

因此走入法輪功修煉！

　　◎重慶墊江縣成德富，原

38 軍 114 師 442 團退伍軍人。

上世紀六十年代，參加天津海

河疏濬工程時，患上風濕性關

節炎。為御寒，喝滾燙的加了

辣椒的高粱米粥，燙壞了喉

嚨，並患嚴重肺炎。轉業後，

又因車禍造成頸椎、腰椎、腦

部受傷嚴重。他疾病纏身，四

處求醫問藥、練各種氣功，花

冤枉錢卻不見效。一九九八年

他有幸修煉法輪功，多年的疾

病全部痊癒。二零二零年三

月，七十五歲的成德富遭中共

警察綁架，同年六月被構陷到

重慶南川區法院。

　　◎湖南湘潭晚期癌症患者

鄧長庚，腎癌擴散到尿道、膀

胱，手術切除了尿道、膀胱和

一個腎後，確診只能再活一個

多月。一九九八年，他幸遇法

輪大法，躺在床上聽大法師父

的講法錄音、看講法錄像，七

天就能下地行走、煉功，身體

一天比一天好，紅光滿面。直

到二零一四年，兒子兒媳被中

共綁架、誣判，遭受極大精神

摧殘，次年三月悲憤離世，終

年七十多歲。

　　◎山東平度市古峴鎮喬戈

莊村王錫玉，六十九歲，生小

兒子時落下月子病：腰痛得不

敢翻身；用胳膊支撐身體導致

胳膊也痛；所有骨節都痛；還

有風濕性頭痛、神經衰弱；腿

粗腫。一九九八年，她看法輪

功師父的講法錄像，短短幾

天，腰、胳膊不痛了，腿消腫

了。她高興得見人就說：「是

大法救了我的命！」在中共迫

害下，王錫玉遭中共四次誣判

共十四年半，至今仍被關在山

東女子監獄。

　　 ◎ 甘 肅 金 昌 朱 蘭 秀，

一九五四年生，車禍後頭部嚴

重受損，疼得無法忍受，醫生

無能為力。聽了朋友介紹，去

看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

講法錄像，第四天，感到一身

輕，第九天能騎車到公園煉功

了。車禍後遺症完全消失，她

的淚水忍不住往下流，從此只

有一念：堅修法輪大法，把大

法福音帶給周圍的人。為此她

被中共非法拘留六次，抄家三

次，勞教兩年，誣判共四年

半，遭受種種酷刑折磨。

　　◎遼寧葫蘆島金麗鳳，

一九六二年生，大學畢業，

日、英文高材生，多次被評為

優秀教師。高齡產後腰椎出現

兩拇指寬的縫，下肢癱瘓，多

處求治無效。一九九九年三

月，由婆婆推著車帶著孩子，

兩個人架著，歇四次到了法輪

功煉功點；第二天歇了兩次；

第三天，她和正常人一樣，自

己走到了煉功點。修煉後，她

不但身體健康，思想也發生巨

大變化，學校沒人幹的髒活累

活她包下了。二零零二年二月

十二日（大年初一），金麗鳳

被中共迫害致死，年僅三十九

歲。（待續）

法輪功創造的醫學奇蹟（3）連載

	■迫害前長春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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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不如積德
	■作者：靜遠

　　如今貪官遍地，貪來的

錢財似乎幾輩子都花不完，

但到頭來往往是人算不如天

算。讓人不禁感嘆：世事紛

紜轉頭空，惟有積德行善，

才是利己利子孫的事情。

王中丞捨金 福蔭後人

　　明朝有位兩廣總督，叫

王中丞。有一天他清查庫

帑，有盈餘金三十四萬兩，

戶部已經開銷，沒有存帳；

在軍餉方面，也都發清，是

一筆無主可歸的公帑。乃因

國家久無戰爭，軍人數少而

餉多，日積月累，遂有此筆

大盈餘，誰也不能查究從何

而來，朝廷亦不知。

　　王中丞查到後，打算具

疏奏知朝廷。他的一位老友

勸他說：「公一塵不染，朝

野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銀

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國

庫。公有四子，可稍為之計

畫，報以三十萬兩，留四萬

兩分授四子。於公之忠介無

損也。」

　　王中丞聽了笑著說：「如

此有如孀居之婦，守三十年

節，一旦為兒孫計而改節，

不可惜嗎？」乃盡數奏報，

不留錙銖，人們稱讚王中丞

是位難得的真君子。

　　後來王中丞歷任郡守，

諸孫接連科舉大魁，一個接

一個地擔任清貴顯要的官

職，家道久興不衰。

布政使貪財 兒孫敗光

　　清朝紹興府有位布政

使，善於搜刮民脂民膏，貪

污積財數十萬；被免官回鄉

後，買了十萬畝良田，在郡

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經常

夢到祖父告訴他說：「你就

要遭到陰間的報應啦！」布

政使不相信祖父託夢所言。

　　他只有一個兒子一個孫

子，整天吃喝嫖賭，揮霍錢

財，結果都是短命而死。兒

孫死後不久，布政使就中風

癱瘓，此時家中的財產已經

全部敗光了。

　　他臨終時說：「我官做

到了布政使不能算小，田買

了十萬畝也不能算少，都是

在我手中置的，如今雙手空

空，家道衰落。這到底是什

麼道理啊！」此乃現報，況

且死後還有地獄，則更是可

畏的了。

　　王中丞堅守名節，不僅

一生富貴康寧，而且福蔭後

人；而這位布政使不擇手段

斂財，不僅自己遭了惡報而

且貽禍子孫。兩人心念不

同，結局相去天淵，獎善罰

惡，天理在衡量著一切。

善惡因果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這些年來，中共官場的自

殺現象不斷。就拿迫害法輪功

最嚴重省分之一的黑龍江省來

說，二零一八年以來，就有六

個地級市副市長跳樓、溺水、

自殺未遂等。

1原齊齊哈爾市副市

長、公安局局長高

德義溺水死亡

　　二零二一年八月十八日，

原齊齊哈爾市副市長、公安局

局長高德義溺水死亡。

　　高德義任職期間，多名法

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例如：

高德義曾任大興安嶺地區公安

局長，當地法輪功學員林國英

被迫害成植物人，後含冤離

世；齊齊哈爾市李惠豐遭十二

年冤獄，生前慘遭酷刑，被十

萬伏超高壓電棍電擊，二零二

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含冤離世，

年僅四十八歲。

2七臺河市副市長、

公安局長趙春波 
跳樓自殺而亡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

日上午八時四十分許，七臺河

市副市長、公安局長（原佳木

斯市公安局長）趙春波從家中

跳樓身亡。

　　趙春波一直積極迫害法輪

功，對法輪功學員的案件他都

是親自指揮、操縱迫害。由

此，一路竄至雙鴨山市任公安

局局長及市政法委副書記、七

臺河市公安局局長及市政法委

副書記等等。趙春波走到哪，

哪裡就成為迫害的重災區。

　　二零零九年九月二日，七

臺河公安警察將法輪功學員劉

術玲劫持到哈爾濱戒毒所。二

零一零年七月三日下午三點

多，劉術玲被身著制服的警察

綁在鐵椅子上，用電棍活活電

死，年僅五十四歲。死時，脖

子上有一圈黑色瘀血。

　　二零零八年三月四日至

十三日，七臺河市約有四十名

法輪功學員被警察非法抄家；

十四人被綁架。

　　趙春波迫害法輪功遭報，

自殺前一直被癌症病痛折磨。

3原齊齊哈爾副市

長、公安局長吳剛

跳樓，自殺未遂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初，原

齊齊哈爾市副市長、市公安局

局長吳剛（後調任省公安廳常

務副廳長）被監視居住後，自

殺未遂，後被羈押在北京。

　　多年來，吳剛不聽真相，

賣力迫害法輪功學員，並親自

上陣。法輪功學員李萍給吳剛

郵寄了真相信，據說吳剛收信

後大怒。在吳剛的操縱下，二

零一七年十月十八日，李萍遭

哈爾濱市香坊區國保大隊、建

築派出所警察綁架，後被非法

判刑兩年。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下

午三點鐘左右，省公安廳副廳

長吳剛、國保處副處長楊波勾

結大慶警察，指揮並綁架了大

慶市林甸縣一中教師冷秀霞與

王鳳臣夫婦、李連生與王坤夫

婦及艾教傑等五名法輪功學

員，並非法抄家。王鳳臣家價

值十多萬元的私家轎車被當作

所謂「作案工具」扣押。

　　五人被非法抓捕後，遭連

夜非法審訊。三位男性法輪功

學員遭刑訊逼供，其中李連生

的手指被酷刑折磨的嚴重彎曲

變形（把筆分別夾在手指縫裡

用力往一起捏），導致骨質增

生或骨折。

4鶴崗市原副市長 
李旭在自己辦公室

自殺而亡

　　二零二一年四月五日，鶴

崗市副市長李旭在自己辦公室

自殺而亡。當天，五十二歲的

李旭自行來到辦公室，此後再

未出現。失聯後，李旭的家人

開始尋找其蹤跡。四月七日，

在辦公室內發現李旭的遺體。

5大慶市政府副市長

馮忠宏跳樓身亡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九日晚

上十點多，大慶市副市長、時

年四十九歲的馮忠宏在其住

處（大慶市高新區祥閣花園小

區）跳樓身亡。大慶市是迫害

法輪功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6佳木斯市副市長 
梅振學跳樓身亡

　　二零一八年一月九日凌晨

兩點四十分，佳木斯市副市

長、五十五歲的梅振學跳樓身

亡。佳木斯也是迫害法輪功的

重災區。

黑龍江六個地級市副市長自殺

以史為鑒

九十九歲的母親起死回生
	■文 : 遼寧大法弟子

　　我母親今年九十九歲。在

母親八十來歲時，她得了低血

壓的病，打針、吃藥也不好

使，於是我就讓母親聽法輪大

法師父的講法錄音，並每天

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漸漸地她的低血壓好了，身體

很硬朗，精神頭也足，記憶力

可好了。全家人都很高興。

　　一次，我的雙胞胎弟弟在

母親家打架，她去拉架被撞

倒。結果，母親的大胯摔壞，

癱在床上已經八年了。開始姊

妹們輪班伺候，近三年都是我

照顧老人，這樣母親每天聽大

法師父的講法，並堅持念：「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今年十月，我姐姐來照顧

母親，姐姐信其他門，就讓母

親聽和念她的那些東西。沒幾

天母親突然得病了，三天三夜

沒休息好，說些話也聽不懂。

幾天后，母親在床上已經奄奄

一息，臉鼓鼓的、閉著眼睛、

張著嘴，喘著氣……親屬們都

來了。

　　我也趕到母親那兒，姐姐

不讓我靠近。我想：我是修大

法的，不動氣，我要證實法。

我對著母親喊：「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姐姐說：「你要給

媽念活了，全屋的人都學法輪

大法。」我沒跟姐姐爭辯，也

沒有責怪她，就是不停地對著

母親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同時找自己的錯，為什麼

會發生這樣的事？是自己沒有

盡心盡力照顧好母親，沒有做

到做事先考慮別人。

　　不一會兒，母親的嘴動一

下，舌頭也動了，我讓姐姐給

母親飲點水。然後母親眼睛睜

開了，還能說話了，說她去了

四個地方，那裡人山人海，哪

個地方也不要她。

　　全屋的人都高興得了不

得，都見證了法輪大法的神

奇，都喊「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姐姐也非常震驚，感

到大法的神奇。過了兩天，母

親和以前一樣了，九十九歲的

老人身體、精神都很好。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我是「八零後」，是家裏

的獨子。在我上大學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感到腹部劇痛，

到醫院檢查，醫生說是乙肝大

三陽， 基本屬於不治之症。我

哭了，家人也極其痛苦。

　　修煉法輪大法的母親對我

說，修大法吧，只有大法師父

能救你。我聽了母親的話，母

親就讓我聽大法師父的講法錄

音，並教我煉功。大概 7 天

後，疼痛的症狀就全消失了，

而且至今沒有犯過。我知道這

是大法師父救了我。就這樣，

我走進了法輪大法修煉。

　　我和妻子結婚三年，還沒

有孩子，全家人都著急。我雖

然修煉了法輪大法，但沒有很

好地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名、

利、情很重。妻子當時也看過

大法書，但只知道大法好，並

沒有走入修煉。我和妻子去醫

院檢查，發現我們倆生理上都

有嚴重的問題，懷孕的幾率很

小很小的，但抱著一點希望，

就買了很多藥。回家吃了一段

時間，也沒有效果。

　　我們商量做試管嬰兒，去

了醫院檢查和治療共三次。我

和妻子在家交流，我說：可能

是咱倆太執著了，把心放下

吧。在這過程中，我和妻子一

起學法煉功。再去第三次檢查

的時候，醫生說我妻子懷孕

了，當時我也挺高興。回到

家，把這個好事告訴了家人，

全家人都喜出望外，幾個月

後，妻子生了個女兒，過了幾

年，又生了個兒子。

　　我們全家人萬分感謝大法

和師父賜予的福報，更要珍惜

修煉的機緣，真正實修，同化

真、善、忍大法。

「八零後」的福報

高德義 溺水亡 趙春波 跳樓亡

馮忠宏 跳樓亡 吳剛 自殺未遂

梅振學 跳樓亡李旭 自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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