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何平斯德哥爾

摩報導）十一月十九日下午，

瑞典部分法輪功學員頂著漫天

鵝毛大雪，伴隨悠揚的煉功音

樂，在首都斯德哥爾摩音樂廳

旁邊演示法輪功五套功法。寧

靜祥和的場面，吸引著過往路

人關注的目光。

「中共的殘暴 
比寒冬更令人心寒」

　　一位穿著短袖衫的中年男

士匆忙經過時，被揭露中共活

摘器官的真相展板吸引，停住

了腳步。他在寒風中靜靜地、

很專注地聽學員講真相。學員

關心地詢問：「穿得太少是否

很冷？」他卻反覆地說：「沒有

關係，繼續講。」

　　這位先生迅速簽名反迫

害，表示他絲毫不介意天氣的

寒冷，但中共的殘暴讓他心

寒。「我是第一次聽到中共政

府竟然做出如此駭人聽聞的事

情，活摘自己國民的器官，這

簡直太令人震驚。」他並十分

敬佩學員廣傳真相的付出。

「法輪功這麼好 
可能就是我要尋找的」

　　當天，展板剛擺放好，一

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姑娘似乎就

等著學員的到來。

　　「甚麼是法輪功？為甚麼

這麼祥和的功法遭到迫害？」

她問。了解詳情後她毫不猶豫

就簽名反迫害。姑娘去過中

國，正在大學裡學中文，當她

聽說現在有網上免費法輪功教

學後，特別高興。

　　來自意大利、葡萄牙的兩

位女士都得到了母語的真相傳

單。葡萄牙女士驚嘆道：「啊！

連我們這麼小的國家都有人在

煉法輪功、太好了！」她們說，

法輪功的平靜、祥和，給這寒

冷的冬天帶來無限美好，將聯

繫本國的煉功點學煉法輪功。

　　「我本人一直對佛家的修

煉充滿了好奇，也一直都在關

注尋找這方面的信息。」另一

位年輕人得知法輪功是高德大

法，教人按照真、善、忍標準

修煉自己做好人後，很興奮。

他說：「這功法這麼好，可能

就是我要找的、我也要試試。」

「瑞雪兆豐年 
心中充滿陽光和希望」

　　 法 輪 功 學 員 奧 爾 加

（Olga）於二零一四年修煉後

身心健康，皮膚細嫩光滑，很

難看出她已是古稀之年的退休

老人。在大法修煉中受益的

她，無論酷暑寒冬都積極參加

當地的講真相活動。

   「看到這麼惡劣的天氣，還

有人來了解真相，並主動簽字

支持我們反迫害，我很高興！

今天的雪真的很大，我們每個

人看起來像是個雪人似的，這

就是冬天嘛！」奧爾加笑著說。

　　學員詹妮說：「今天看到

很多人頂風冒雪地停下來聽真

相、觀看展板，了解情況後又

過來簽字支持反迫害時，我心

中有一種瑞雪兆豐年的感覺，

充滿了陽光和希望，非常高

興！」她希望更多的人都來了

解真相，平安度過亂世劫難，

擁有一個美好光明的未來。

	■文：愛爾蘭法輪功學員

　　十月二十二日，愛爾蘭部

分法輪功學員再次來到首都都

柏林市中心鬧區，向來自世界

各地的遊客以及愛爾蘭民眾介

紹法輪大法的美好，同時揭露

中共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

害及活摘器官的暴行。

　　酷刑圖片上表現出的殘忍

野蠻與學員祥和優美的煉功動

作形成鮮明對比，吸引著過往

行人駐足觀看與拍照。來到海

外的華人更是對學員的勇氣和

堅持表示敬佩。

　　一位中國女士到愛爾蘭短

暫出差，她對學員說自己走過

許多國家都能看到法輪功學員

的身影。學員告訴她全世界

一百多個國家地區都有法輪功

修煉者，如果法輪功真像中共

汙衊的那樣，怎麼可能受到各

國民眾喜愛呢？她連連點頭表

示贊同。談及「三退」（退出

中共黨、團、隊組織），她爽

快地同意用化名退出曾加入過

的共青團，並對法輪功學員表

示感謝：「你們辛苦了！」

　　另一位來自武漢的年輕女

子是碩士畢業生，今年剛開始

在愛爾蘭工作。她談起了自己

在國內了解真相的經歷。在武

漢因疫情封城期間，她偶然收

到了一個真相視頻，那是她第

一次聽聞中共在活體摘取法輪

功學員的器官牟取暴利。視頻

裏的種種證據令她震驚不已，

她說自己是哭著看完短片的。

過後她立即去單位撤回了剛提

出的入黨申請，也向父母講述

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

　　還有一位移民愛爾蘭二十

多年的李女士是附近公司的財

務人員。她對學員表示自己很

早就看清了中共，也從來不用

微信。她說現在的她已經明白

了，中國的任何災難都是中共

造成的，它才是中國人苦難

的根源，「中共真的不是好東

西！」李女士表示兒時曾戴過

紅領巾，並幽默地說那就像

「脖子上帶著個上吊繩」，她很

樂意「徹底地把它退掉」。

　　史蒂芬（Stephen）是一

名醫生，他在市中心一家醫院

工作。他表示一直在關注中共

對法輪功修煉團體的迫害。五

年前，他正是從這裏了解到中

共的活摘暴行。身為醫生，他

感到責無旁貸，隨即寫信給選

區議員，議員回函說已經將信

轉交給愛爾蘭外交部長西蒙﹒

科文尼（Simon Coveney）。部

長在隨後的回信中告訴他，愛

爾蘭政府與其它歐洲國家一直

在密切關注此事。

　　 來 自 土 耳 其 的 海 德

（Heyder）在經過時毫不猶豫

地在徵簽表上寫下名字，他說

自己對中共抹黑迫害法輪功的

事實一清二楚，因為「當你意

識到自己也可能成為下一個迫

害目標時，你就不會再對暴行

視而不見。」

風雪難擋 瑞典民眾結緣聞真相

愛爾蘭法輪功學員傳真相 民眾敬佩支持

　　（明慧澳洲昆士蘭記者站

報導）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七

日，澳洲昆士蘭圖文巴舉行了

第七十三屆花卉嘉年華盛大慶

典。法輪功學員再度組隊前來

參加花車遊行活動，並且榮獲

了頭等獎。

　　這項遊行是澳洲及整個南

半球歷史 悠久的社區遊行，

也是昆士蘭規模 大的社區遊

行，展現著各個民族不同風

格、豐富多彩的文化。

　　由澳洲天國樂團、舞龍

隊、腰鼓隊和鑼鼓隊等組成的

法輪功遊行隊伍陣容壯觀，充

滿活力。天國樂團的演奏能量

充沛，旋律雄壯有力，為當地

民眾帶來了《法輪大法好》、

《佛恩聖樂》等樂曲。此外，大

法小弟子身穿中國各朝代民族

服飾，手持展板傳遞著「法輪

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

忍」的信息。

　　「還有另一個從我記事起

就參加遊行的團體──澳洲法

輪大法學會昆士蘭分會，」

解說員在法輪大法團體經過時

說，「法輪功是一種古老的精

神修煉，是以慈悲和寬容等永

恆的普世原則為基礎，實踐著

真、善、忍原則。」他並詳細

介紹了天國樂團與舞龍隊及幼

獅隊等。  

　　圖文巴市議員、圖文巴環

境與社區委員會主席、花節

發言人詹姆斯﹒奧謝（James 

O'Shea）對法輪功的遊行隊伍

讚譽有加，他說：「法輪功團

體太精彩了！他們總是呈現如

此壯觀美好、色彩絢麗、令人

難以置信的遊行隊伍，因此榮

獲頭等獎。」

　　奧謝議員認為法輪功團體

所傳遞的真、善、忍理念非常

重要：「這是如此重要的信息！

如果社區民眾在生活中都能踐

行真、善、忍原則，慈悲和互

助的能量將充滿我們的社區。

在這次活動中，法輪功團體能

傳播如此重要的信息，真是太

美好了！」

　　在慶祝活動中，學員並向

當地民眾和遊客講真相並徵集

反迫害的簽名，並獲得眾多民

眾的響應。人們紛紛簽名並表

示：「中共不是好東西，應該

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我

支持你們解體中共。」「中共

非常邪惡，我要簽名。謝謝你

們，祝你好運！」 

	■文 : 聖地亞哥學員

　　十月九日，美國加

州聖地亞哥法輪功學員

在當地巴博亞文化公園

（Balboa Park）舉辦了第

二次「戶外式」真善忍畫

展和講真相活動。

　　金秋的聖地亞哥，氣

候宜人，景色迷人，公園

內來自世界各地的遊人川

流不息。當天眾多遊客駐

足觀畫，凝神良久而動

容。感到震驚的人們紛紛

詢問：為甚麼中共要迫害

法輪功？迫害善良的人

們？我們能為你們做些甚

麼？當他們明白真相後，

在兩次畫展中，共有近千

名民眾簽名支持法輪功反

迫害。

　　他們當中有來自不同

國家和地區的學生、學者， 

有不同族裔和膚色的商

人，有不同年齡前來觀光

的遊客，也有一家大小同

來遊玩的當地市民和政府

部門工作人員；大家都共

同表達了對中共邪惡的憤

慨，認為應該停止迫害法

輪功，必須解體中共。

　　在看到法輪功舒緩、

祥和、優美的功法演示

後，不少遊人現場主動學

習法輪功的五套功法；也

有的人詢問義務教功點的

聯繫電話，還有遊客立即

購買了法輪大法書籍，想

回去認真閱讀學習。

美國聖地亞哥 
戶外真善忍畫展

遊客學煉法輪功

	■法 輪 功

遊行隊伍由

澳 洲 天 國

樂團、舞龍

隊、腰鼓隊

和鑼鼓隊等

組成，陣容

壯觀，充滿

活力。

	■瑞典學員

頂風冒雪在

斯德哥爾摩

音樂廳旁舉

辦講真相活

動，明白了

真相的人主

動簽名支持

法輪功學員

反迫害。

	■愛爾蘭部

分法輪功學

員在都柏林

市中心傳真

相， 民 眾 給

予支持。

澳洲市議員：在花節上傳播真善忍太好了

	■：遊客了解中共迫害法

輪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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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哈爾濱骨外科醫生、法

輪功學員李立壯二零二二年

二至五月期間，在黑龍江呼

蘭監獄遭多名警察及犯人毆

打、電棍電擊、噴辣椒水、

針扎、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

等酷刑折磨。同時被非法關

押迫害的還有法輪功學員李

長柱。

　　參與迫害的獄警有：集

訓監區監區長張建、教導員

夏明、獄警耿洪濤、獄警呂

雲磊、錢姓獄警、尹姓獄警；

在獄警縱容下，犯人陳明飛、

武建佳、羅彥君、宋飛、李

萬龍、蘆寶祥、李國棟、王

慶坤等也參與了對李立壯的

迫害。

不收紅包的好醫生

　　李立壯一九七三年出

生，一九九五年大學畢業後，

成為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

一醫院骨外科醫生。同年七

月，李立壯開始學煉法輪功，

不僅多種疾病不翼而飛，而

且道德升華，身心都發生了

巨大變化。作為一名醫生，

他按真、善、忍的標準要求

自己，從來不收患者紅包，

而且還熱心幫助患者。有一

次，一位農村患者沒錢配血

做手術，他自己拿出 1400 元

為患者配血做手術。

　　就是這樣一位好醫生，

僅僅因為去北京上訪，替法

輪功說句公道話，二零零零

年十二月被中共綁架，隨後

被非法勞教兩年。

　　二零零二年七月非法勞

教期間，李立壯又被中共冤

判四年。

　　二零二零年四月，大慶

市龍南分局公安在哈爾濱蹲

坑、跟蹤，再次綁架了李立

壯，二零二一年末，中共法

院以李立壯電話簿中存有八

萬多個電話號碼和四名警察

接聽過真相電話為由，枉判

李立壯十年八個月重刑。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報導）付

貴華入冤獄不到兩個月，於去

年被中共獄警謀殺。自古以

來，人命關天，殺人償命，這

是天理。凶手必須要嚴懲。

　　吉林省長春市法輪功學員

付貴華、于健莉母女，因堅持

信仰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七年

半和七年，於二零二一年五月

二十七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

監獄八監區。母女倆因拒絕

「轉化」一直被嚴管迫害，付貴

華於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被迫害致死，年僅五十五歲。

　　付貴華入獄不足兩月就遭

虐殺，監獄不主動追究凶手，

反而惡意串通兇犯掩蓋罪惡，

對外聲稱是「正常死亡」。監

獄不給家屬診斷書，不讓看監

控錄像，不讓見遺體，又想瞞

天過海，謊稱「因消化道出血

經搶救無效死亡，系因病正常

死亡」，欲將殘忍的謀殺案掩

蓋過去。

　　付貴華入獄前經過了嚴格

的身體檢查，說明她是符合健

康標準的，五十多天被強制

「轉化」迫害得失去生命，監獄

怎麼敢說是「正常死亡」？

冤死前遭「渴刑」

　　付貴華是七月二十五日離

世，當時正值盛夏，汗液大量

蒸發，人正需要補充大量水

分，監獄為逼迫她「轉化」，

竟不給她水喝，用殘忍的「渴

刑」想逼迫她屈服。

　　付貴華被關在 310 監室期

間，獄警隊長錢偉指使犯人鄭

丹、李健、郭麗華折磨她。郭

麗華每天強迫付貴華坐小凳，

超過十二小時，付貴華的臀部

被硌得出血、流膿。

　　七月的長春天氣特別熱，

郭麗華使用「渴刑」折磨付貴

華，每天不給付貴華喝水，渴

得付貴華連飯都嚥不下去了，

才給她一碗底兒水，只能潤一

下嗓子。付貴華是否因長期脫

水而死？獄警聲稱「死亡原因

是消化道出血」。付貴華被渴

得連飯都嚥不下去，她是否被

監獄野蠻灌食而致死亡？

獄警、犯人共同作案

　　付貴華在 310 監室被關了

四十三天，獄警隊長錢偉又把

付貴華關到 311「攻堅監室」，

並指使 311 監室犯人呂金淼虐

待付貴華，不讓她睡覺，不讓

喝水。僅僅三天，付貴華就被

迫害致死。付貴華被虐死的那

天晚上一點鐘多點，參加輪班

迫害的「少年犯」紀可心還炫

耀說：「我一個半小時都沒讓

付貴華閉一下眼睛。」三點多，

付貴華被抬出去了。

　　眾所周知，連續睡眠不

足，人就會意識不清、頭痛欲

裂，身體各項代謝功能紊亂，

直至器官衰竭。

　　機器用久了都需要休息、

保養，不然會磨損的厲害甚至

冒煙，嚴重減少使用壽命，何

況人的血肉之軀呢？而付貴華

整日整夜被罰坐小凳，不讓休

息，不讓閉眼，這樣乾熬著，

獄方是否想過她會心血被熬

干、心力衰竭而死？或者就因

為她不「轉化」影響了監獄的

「轉化率」，所以警察故意將她

虐殺、草菅人命？那麼，311

室是「攻堅監室」還是「殺人

滅口監室」？

　　無論是上面哪種情況，付

貴華之死都是一起蓄意謀殺

案，從被指使的涉事犯人到涉

案警察，再到監區隊長及獄

長，都是殺人凶手和幫凶。監

獄急著想火化遺體，銷毀證

據，正是其心虛的表現，妄圖

逃避追究。

　　二十多年來，多少善良

的法輪功學員活活被打爛內

臟、戳破食道，被嗆死、餓

死，被毒打致腦出血、心肺出

血致死，監獄就給一個「正常

死亡」通知單了事。被獄警唆

使的犯人沒有被追究甚至還減

刑出獄，主使的警察、獄長沒

有被追責反而獲上級獎勵、升

職，這是多麼黑暗與邪惡。

　　我們不能再姑息罪惡，縱

容惡人肆意虐殺好人，請知情

者提供更多吉林女子監獄的犯

罪證據，曝光和制止迫害；呼

籲各界正義人士伸出援手，協

助家屬將此案檢舉、控告到監

獄的上級各公檢法與政府紀檢

部門，要求異地調查，嚴懲凶

手，還冤死的付貴華一個公道。

付貴華之死是蓄意謀殺 須嚴懲凶手

　　（明慧網通訊員山西報

導）山西太原法輪功學員羅

保俊二零一八年六月被中共綁

架、構陷，非法判刑五年。二

零一九年六月，羅保俊被劫持

到山西省晉中監獄，二零二一

年四月在監獄含冤離世。

　　羅保俊，男，六十多歲，

家住太原市濱河東路長風街附

近的中行宿舍。他一個人居

住，妻子已去世。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五

日，羅保俊等八名法輪功學員

在一起讀書學法時，被太原市

迎澤公安分局綁架。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日，太

原市迎澤區法院非法對羅保俊

等九名法輪功學員非法開庭。

九人平均年齡 60 多歲，多數

是老太太，出庭時全部被強制

戴著手銬、腳鐐。

　　律師當庭指出，公安警察

偽造證人，在沒開具搜查令、

逮捕令的情況下進行非法抄家

及綁架，所有「證據」都是後

補的，整個過程都是非法的，

整個案件都是在構陷。

　　可是，法官不顧法律和事

實，還是將羅保俊等八名法輪

功學員非法判刑一至十年，並

勒索罰款。其中羅保俊（62

歲）被非法判刑五年，被勒索

罰金兩萬元。

　　二零二一年四月，羅保俊

在山西晉中監獄被迫害離世。

請知情者補充詳情。

　　從二零二零九月中旬開

始，晉中監獄搞所謂的信仰

「清零」，對所有法輪功學員進

行殘酷迫害，企圖強迫他們放

棄修煉。

　　迫害手段包括：罰站、面

壁、吊空拷打、關禁閉；每頓

飯只給吃一個饅頭，連自己購

買的食品都被扣押沒收；寫了

所謂的「保證書」還不算，還

強逼法輪功學員罵大法，完全

是流氓的做派，非常邪惡。

羅保俊被山西晉中監獄迫害離世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廣東三水勞教所包括男所

和女所（又稱三水婦女勞教

所），曾經是廣東省非法關押

法輪功學員的地方。無論男所

和女所，對堅持信仰法輪大法

的學員，勞教所人員都在他們

的飯中下藥，摧殘法輪功學員。

　　在三水婦女勞教所，據一

個在飯堂打飯的婦女說，所有

法輪功學員的飯裡都是下了藥

的。在男所，也有多個實例，

證明三水勞教所以藥物迫害法

輪功學員。

吳先金飯中被下藥

　　二零零四年，法輪功學員

吳先金被非法關押在三水勞教

所。因他絕食、喊「法輪大法

好」抵制迫害，在警察看來他

「鬧」得很厲害。專管迫害法輪

功的邱姓大隊長（梅州人）用

膠布給吳先金封嘴後，將他送

進二分所的禁閉室。

　　期間，勞教所一個姓溫的

幹事親自進禁閉室送飯，有一

盤飯，黃豆、豬肉多一些，其

中一個夾控想端來吃，溫幹事

制止他，示意這盤飯留給吳先

金吃。不久，吳先金飯後腹

瀉，原本年輕健壯的身體，感

到虛脫，體內精力充沛的東

西流失了，幹活搬東西力不從

心。一個姓楊的幹事看到吳先

金說，現在「安靜」很多了（意

即藥物起作用了）。

　　二零零七年二月，吳先金

從三水勞教所出來後，背個背

包走路都吃力。三個月後，他

又被綁架到安徽南湖勞教所折

磨了兩年，人瘦得皮包骨，體

重不到九十斤。二零一一年，

吳先金再次被中共綁架到三水

勞教所非法勞教。

黃偉被下藥被打毒針

致精神失常含冤離世

　　二零一一年，一個叫黃偉

的法輪功學員對信仰很堅定、

不「轉化」，被三水勞教所中

隊長郭保思（梅州人，汕頭大

學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畢業）

視為眼中釘。因「轉化」不了

黃偉，郭很沒面子，又沒有獎

金。郭給勞教人員開會時，造

謠說黃偉是精神病。而普通勞

教人員提起黃偉都很佩服，說

他面對「轉化攻堅」的狂風暴

雨，十二級颱風都不動。

　　「夾控」人員互相談論，

說郭保思在黃偉飯中下藥。當

時，所有不「轉化」的法輪功

學員都被單獨關押在一個房

間，不能自己去飯堂打飯，由

「夾控」人員去打飯。郭保思讓

「夾控」人員把飯端進辦公室，

夾控親眼看到，郭保思往黃偉

的飯菜中下藥。

　　黃偉被非法關在三水勞教

所時，無人過問，也沒有親人

探望、存錢，連買日用品的錢

都沒有。這種無人關心的人，

是邪惡首先考慮下手的對象。

　　在獲釋回家前十天左右，

黃偉被獄警郭忠強行打了一支

不明藥物的針；當他走出勞教

所時，人骨瘦如柴，而且精神

失常。出來不到兩個星期，黃

偉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凌晨離世，年僅四十四歲。

廣東勞教所迫害手段：飯中下藥  打毒針

	■法輪功學員付貴華去年被吉林省女子監獄迫害致死。

	■酷 刑 演

示：打毒針

（注射不明

藥物）。

骨外科醫生李立壯遭獄警電棍電擊

	■法輪功學員李立壯在呼

蘭監獄遭獄警毆打、電棍電

擊、噴辣椒等酷刑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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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 : 歸真 （中國大陸）

　

　　二零一八年春，銀菊的弟

弟建安得了一種急性肺病，開

始時只感到身體無力，吃了幾

副中藥後突然發起燒來，只好

去縣醫院看病。

白肺現象接近五成

　　醫生給建安照了肺部片

子，說沒有事。但只隔了一

天，建安出現呼吸困難、憋悶

現象。醫生又給照了片子，說

肺部出現了 30% 的白肺現象

（纖維化、壞死），立即急診

住院。第二天縣醫院就讓轉到

市傳染病醫院，因為經檢查後

發現，他是一個愛滋病毒攜帶

者，並伴有細菌感染。

　　到市傳染病醫院後，白肺

現象已達 40% ～ 50%，加壓

吸氧、心電監護全用上了。經

化驗發現他感染了三種細菌。

他問醫生，像他這樣的病人有

幾例。醫生告訴他，在他之前

有過兩例，都已經走了（指去

世了）。醫生沒有好的治療辦

法，每天給他用一些消炎藥、

激素之類的維持著生命。

　　醫生建議他進 ICU（重症

監護室）使用呼吸機，他堅

持沒去。當時醫生給他用了三

種抗生素，其中一種進口抗生

素，每天一次就得花費 1600

元。另外還有氧氣、心電監護

及各種藥物等，很快醫藥費就

高達 10 萬元，家人已經是在

借錢給他治療了。醫生對家屬

講了病情的嚴重程度，讓他們

有思想準備。

危難時大法救了他

　　銀菊去看望弟弟時，看到

建安近 190cm 的個子蜷縮在床

上，人消瘦了很多。為了能喘

上氣來，建安 24 小時不間斷

地吸氧，還要將氧氣的壓力升

到 高，身體側臥蜷縮著，說

話也是斷斷續續的。銀菊對弟

弟說：「你學法輪大法吧，只

有大法師父能救你。」

　　以前銀菊多次給弟弟講過

真相，建安也親眼目睹了姐姐

和母親修煉大法後的神奇變

化：母親沒有上過學，可是自

從煉了法輪功，《轉法輪》全部

能念下來。而姐姐曾患類風濕

病，骨節已經變形，每年需要

住院兩、三次，學煉法輪大法

兩周後，病就好了。所以建安

知道法輪大法好。

　　銀菊又給弟弟講了好多學

大法後身體康復的例子，建安

當時就表示也要學大法。銀菊

幫弟弟請來了《轉法輪》。有時

間建安就讓妻子給他念《轉法

輪》，或聽師父的講法錄音。

　　自從學大法後，建安感受

到了能量場的存在，感受到身

體有了些力氣。當他能站起來

時，他就煉法輪功第一套功

法。能站時間長一些了，他就

多煉功。

　　在建安治病用藥中，激素

已經是超出正常用量的幾倍

了，給他身體帶來了副作用。

一次，在夜間十二點用完激素

後，他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

憋得很厲害，就要上不來氣

了。在他還有一點點思維意識

的時候，他想到了法輪功師

父，求師父救救他。這時，他

看到師父站在蓮花寶座上，飄

來了，金光閃閃的，師父拿了

一片蓮花瓣送到他的胸前，他

立刻感到舒服了。他接著告訴

家人：「我好了，是師父救了

我，我要出院回家。」

　　醫生感到不可思議，還以

為是他們的治療方法起了作用

呢，就給他做了 CT，一個大

大的圓形白肺還在。但是身體

狀態好了很多，第三天就出院

回家了。回家後，他天天排出

大量的濃痰，一個月後回醫院

複查，肺部片子基本正常，幾

個月後他就能正常工作了。

　　在二零一九年冬天出現武

漢新冠肺炎後，建安曾經對我

說：這新冠肺炎的症狀怎麼和

我去年的肺炎症狀一樣呢。我

一下想起來，剛剛出現新冠肺

炎時，人們都不知道如何治

療，用什麼藥物能夠治療。記

得有專家曾經說過，治療愛滋

病的藥物能夠治療新冠肺炎。

　　作為一個愛滋病毒攜帶

者，建安感染上三種細菌，按

正常的治療方法是很難治癒

的；而且肺部已經纖維化，是

很難再恢復正常的。建安見證

了法輪大法的超常與神奇，並

深深感恩大法師父。

　　現在新冠病毒還在肆虐，

希望世人明白真相，平安度過

疫劫。( 為保護當事人，文中

名字用的是化名 )

急性肺炎患者痊癒 見證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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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沒路的人 
有路了！」

　　黑龍江哈爾濱馬淑華，

六十九歲。修煉法輪功之前疾

病纏身：生孩子後刮宮把子宮

刮漏；來例假要到醫院引流，

痛得她和手術床一起抖；遺傳

的魚鱗病，皮膚乾裂脫落，夏

天也穿著線衣褲；臉熱得像大

紅布，卻沒一滴汗；後又患膽

囊炎，臉蠟黃，身體像被一把

長刀扎透了一般疼。

　　由於從小受無神論毒害，

日子難捱就怨恨別人，婆媳冷

戰，妯娌不和，夫妻幹仗，令

她更痛苦。

　　後來馬淑華有緣遇上法輪

功，看《轉法輪》一整夜，她

流了一整夜淚：我這沒路的人

有路了！人生困惑給解開了，

今天的痛苦是過去做壞事的結

果，不怨別人。做好人，返本

歸真，才是生命的目的和意

義。隨著她修煉的深入，身體

開始好轉：膽區不疼了；黃臉

白了；身上長了一層黑疙瘩，

褪去之後能出汗了，皮膚細嫩

了；腰直了；來例假不痛、不

用去醫院引流了。她還做到了

法輪功要求的「打不還手，罵

不還口」。

　　丈夫看到她的變化，也修

煉法輪功，煙酒都戒了，家庭

和睦。

胃癱患者起死回生

　　河北霸州市石油物探局職

工李文紅，一九九九年患慢性

胃炎，出現抑鬱症。隨著抑鬱

加重，胃功能逐漸減退， 後

癱瘓失去動力，不能進食。此

病世界罕見。她奔走於北京各

大醫院，曾在協和醫院消化科

胃腸動力首席專家醫治多年無

果， 後鼻飼，把胃管直接插

到小腸灌營養液維持生命；她

又求治於北京各大中醫院依然

無果，宣武中醫院副院長、消

化科主任魏韋對他的學生說：

她跟美國死去的著名歌星卡倫

．卡朋特患的是同樣的病。十

幾年裡，醫院下了多次病危通

知；疾病折磨得她身體消瘦，

內臟逐漸衰竭，尿失禁，三十

多歲的人看起來就像七、八十

歲。為保命，她賴在醫院。二

零一三年，再次被攆出醫院。

　　回家後，因她還有嚴重的

抑鬱症，朋友怕她想不開，天

天去陪她。然而之後，在家等

死的她通過修煉法輪功，起死

回生，所有的病都好了，不但

完全恢復了健康，而且容光煥

發、步履輕盈，還沒花一分

錢！朋友很驚訝。給她治療過

的北京寬街中醫院消化科翟主

任也很驚訝，「李文紅還活著

嗎？」「她是怎麼好的？」朋友

告訴他是煉法輪功好的，翟大

夫說「真是神了……」

 

人生終點時得法重生

    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婦女潤

香，五十三歲。二零一零年，

她右腎患癌，切除；二零一二

年，左乳患乳腺癌，切除；二

零一五年初，到北京治療心包

積液和胸腔積液，查出癌細胞

擴散，生命只剩下兩個月到一

年。藥物副作用折磨得她瘦了

三十多斤，積液仍控制不住；

第二次檢查，肺部也出現病變。

　　絕望中潤香聽從姐姐的建

議，走入法輪大法修煉。

　　學煉法輪功第一天，她能

平躺睡覺（由於積液，五個

月來只能坐著睡覺），吸了半

年的氧可以不吸了；第二天，

困擾她數月的劇烈咳嗽緩解了

好多；一週後，身體出現巨大

變化：有了精神和食欲，走路

和上樓不累不喘，能正常與人

說話交流；第十一天，化療脫

掉的頭髮長出了新髮；第四十

天，整個人精氣神大變樣，沒

人看出她是剛從死亡線上爬回

來的人。

　　二零一五年八月，她懷著

無以言表的激動心情，寫下了

自己修煉法輪功四十天的親身

體會，發給明慧網。她說：「我

不知道自己多大的造化，竟然

能夠在我人生 後的日子得法

重生。」（待續）

法輪功創造的醫學奇蹟（4）連載

	■迫害前河北唐山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場面。

　　（大陸來稿）我的一

個親戚得了血液病，在青

島山大醫院（即青島大學

醫學院附屬醫院）都沒有

治好，家人已經在談論給

她準備後事了。

　　這位親戚托我丈夫幫

忙，找個好大夫給看看。

正好我丈夫同事的兒子在

血液科當主任，醫術上也

有一定的名望。

　　開始時，親戚的丈夫

很有信心，說：「這個主

任看得很仔細，很認真，

說不定能治好。」結果親

戚住院九天後，病情並沒

有減輕。醫生告訴她，到

北京去治吧。

　　她丈夫無可奈何，到

北京能治好嗎？一個農村

家庭，醫藥費也負擔不

起。當時她的血紅素只有

1.8 克，臉色灰青。

　　看她丈夫無奈的樣

子，我對親戚說：「你學

法輪功吧，法輪功祛病健

身有奇效」，我還給她講

了我煉功後身體的變化。

她同意了，我送她一本《轉

法輪》。

　　她回家七、八天後，

來電話說，她的血紅素升

到了八克，接近正常。一

個多月後，我們去看她，

見她臉色白裡透紅，人也

胖了，一桌子菜全是她做

的。她從一個病入膏肓的

人變成了一個正常人，全

家人都非常高興。

生命到了盡頭　

讀《轉法輪》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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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宋官之妻 
疫死後復活

	■文 : 魏仁

　　北宋時期有個叫張慶的

人，官任右軍巡院，掌管司

法。張慶喜讀佛經，經常虔誠

地念誦，每每死刑犯受刑前

後，張慶為其齋素，並且為死

刑犯念誦佛經整整一個月。他

還經常親手洗刷犯人的囚具。

　　景佑四年，京師大疫。張

慶的妻子袁氏染疫而死，三天

了仍未下葬。沒想到，三天

後，袁氏突然醒過來了。家裏

人很是驚訝。袁氏告訴家人，

她看見一白衣人，身材修長，

面目端嚴，對她說：「你丈夫

一輩子行善，積陰德甚多，子

孫當中會有興旺者。你還沒有

孩子，到這來（陰間）幹什麼

呀？」話音未落，白衣人手提

袁氏的腳，把她拋出來。袁氏

就醒過來了。

　　第二年袁氏生了個兒子，

取名叫亨。亨出生三日後，有

個道士對張慶說：「你原本是

沒有子嗣後代的，今日遊方你

家門外，聽到有嬰兒聲，難道

是你的孩子嗎？」張慶就把妻

子染疫身亡三日復活的事，如

實告訴了道士。道士感歎地

說：「人行善，功德無量啊。

今日聽這嬰兒聲，驚訝你不但

有子嗣，又驚喜你子孫中金榜

題名者要相繼而出。你當守住

節操，等待驗證吧。」

　　張慶享年八十三，無疾而

終。他的兒子亨後來任武官，

官至六品。享有六子，元豊五

年一同金榜題名。亨的兩個孫

子後來也金榜題名。當時的士

大夫們爭相傳頌張慶家的事。

天祐善人，果不虛言呀。（出

自《為政善報事類》，元朝葉留

所著）

　　（明慧網通訊員江 報

導）據中國大陸消息，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江

省無錫市中級法院對原中央

「610 辦公室」副主任 受

5464 萬 元的案子進行一 宣

判，對 判處有期 刑十四

年，並處罰金五百萬元。

的下場，也是他參與迫害法輪

功的因果報應。

　　 ，男，一九五七年三

月出生，二零一五年八月至二

零二一年三月任中央 治委委

員、中央政法委網 情應對

和依法處置協調小組組長，中

央 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

組辦公室（即中共中央 610 辦

公室）副主任等職。

　　 在中央「610」辦公

室副主任職位上，死心 地地

行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滅絕

政 ，直接參與指 中國大陸

的政法委、「610」、公檢法司

等系 人員對法輪功的殘酷迫

害。

　　據明慧網不完全 計，二

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一年中國大

陸法輪功學員至少有 6667 人

被非法判刑，4 萬多人遭綁架，

640 人被迫害致死，被

勒索人民 3970 萬元，美金

10.8 萬元。這是明慧網突破中

共封 得到的數據，很多迫害

案例沒有曝光出來。

　　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

員，他們生前普遍有過在中共

看守所、勞教所、監獄、洗腦

班等場所被中共惡警、壞人酷

刑折磨，有的被注 不明藥

物，有的遭受勞 迫害，有的

長期被中共社區人員、派出所

警察騷擾迫害，有的 被中共

活摘器官……

　　中共以「依法治國」「依

治國」「打黑除惡」為 子，

行江澤民的對法輪功學員的

滅絕政 。政法委、「610」、

公檢法司人員不斷 造人間

案。

「610」成死

　　從二零一三年起，從中央

到地方，「610」官員紛紛落馬，

或遭各種形式的 運，包括自

殺、 死等，「610」因此被稱

為死亡職位。這也應了中國的

老話：善惡到頭終有報。

　　第一個 臺的是參與 造

天安門自 假案的李東生。李

東生曾任中央電視臺副臺長、

中央「610 辦公室」主任、公安

部副部長。他於二零一三年底

落馬，後被判刑 15 年。

　　原中央「610」 主任 政

華、國保總頭目孫力軍被判死

緩。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二

日，前司法部長、「610 辦公

室」頭目 政華，被判處死

刑、緩期二年 行。

　　 政華曾任公安部副部

長、中央「610 辦公室」主任、

司法部長等職。據明慧網數據

計， 政華任司法部長、黨

組副書記期間，1816 名法輪

功學員被非法判刑。據《中共

酷刑虐殺法輪功學員調查報

告》，迫害致死案例涉及全國

122 個監獄。

　　同時，原公安部副部長、

國保總頭目孫力軍，也被判死

緩。孫力軍曾任中央「610 辦

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國內安

全保衛局局長、公安部副部長

等職，主管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成立的獨立王國

「610」，像多 骨 一樣，

一張一張地 下了。接著中央

政法委書記、中共中央法輪功

問題領導小組組長周永康被

抓，政法官員紛紛被調查、下

馬。

　　現在輪到 了。中央

「610」辦公室從成立的第一天

起，就一直在 狂指 對法輪

佛法的迫害。作為該組織的副

主任， 在任上的每一天都

要對這場迫害負上罪責。因此

表面他因 落馬，實際上是

惡有惡報天理的 顯。

原中央610高官遭報獲刑14年

以史為鑒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父親如今一百零一歲

了，精神矍鑠，耳聰目明，

生活能夠自理。院裡好多人

都羨慕他，問他是怎麼保養

的，請教有什麼長壽秘訣？

誠直教師 桃李滿天下

　　父親是退休教師，一輩

子熱心教書，桃李滿天下。

他忠誠正直，不善交際，從

不求人，也不巴結領導，但

對學生卻非常愛護。

　　那時父親每月工資七十

多元，母親是國企的工程

師，每月工資才三、四十元。

父母親除了養活我們兄妹五

個，每月還要寄錢給老家的

父母，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可是對於那些好學上進、家

境困難的學生，特別是家鄉

的子弟，父親經常給予經濟

上的幫助。父親晚年的時候，

有個學生，也是他後來的同

事去世較早，妻子沒工作，

兒子又下了崗，生活困難，

父親連續幾年在年前給他家

寄去五百元到一千元，好讓

他們能夠過年。

暮年三退 身心舒暢

　　我是父親 小的女兒，

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法輪大

法。因不放棄「真、善、忍」

信仰，屢遭中共迫害，被非

法勞教、冤判十二年，工作

失去，家庭破散。我從監獄

回來後，無處安身，就和老

父親在一起生活，這時母親

已經去世。

　　父親怕我再遭邪黨迫

害，對我看得比較緊。我給

父親講真相，他不樂意聽，

也不做三退。其實，父親對

法輪功早就有正面的認識。

那年他和母親到監獄去看

我，對監區女警說：「據我所

知，世界上其他國家都是讓

煉法輪功的。」

　　我讓同修安裝了設備，

可以收看新唐人電視節目。

一開始父親還沒覺得有什麼

特別之處，漸漸地，他發現

新唐人講的事情都是真實

的，與中共央視編造的那些

假大空的謊言截然不同。父

親天天看新唐人，特別是每

天的禁聞，一期不落地看。

他對中共的本質有了透徹的

認識，愉快地做了「三退」

（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並且給自己起了個很有氣魄

的化名。

　　父親的生命煥發了新的

生機，身體更健康，心情更

舒暢，有時還一個人輕輕地

唱起歌來。他希望自己能夠

看到中共解體的那一天，雖

然他一生滴酒不沾，卻對我

說：「共產黨垮臺的時候，我

要喝酒慶祝！」

　　父親擔心自己百年之

後，我的生活沒有著落，給

我存了一筆錢。一生不求人

的他，還托人給我找了一個

在校園內做清潔工的事兒，

月薪千元。每天定時給學生

上課的兩個大教室開門，打

掃一層樓的衛生，用不了多

少工夫，也不耽誤我講真相。

　　清潔工的差事我只做了

兩年，就因學校的緣故不幹

了。父親也沒再為這事著急，

因為他覺得為我存的那筆錢

越來越多，而且他身體好好

的，會給我繼續存下去。

保護女兒 理直氣壯

　　在中共邪惡的信仰「清

零」（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修

煉）行動中，我被便衣跟蹤。

去年二月初的一天，家裏突

然闖進來好幾個警察非法抄

家。正在睡覺的老父親被吵

醒了，他起來一看是警察到

家裏了，喝問道：你們幹什

麼？！警察想到他房裡去搜

查，父親走到書桌前一拍桌

子：想幹什麼？這是我的東

西！

　　警察轉頭看到父親衣帽

架上的真相掛曆，摘了下來；

看見一個「真善忍」掛墜，

又要摘。父親靠近那個警察

的臉，同時抓住掛墜：「你幹

嗎？怎麼和土匪一樣？！」警

察就沒敢動。

　　另一個警察腳踏在我的

床上，翻找櫃子裡的東西。

父親一看他居然敢踩著女兒

的床翻東西，拿起枴杖就打

那警察的腿，打得他趕快下

來了。有個抄家的警察，

坐在父親平時坐的椅子上休

息，父親瞪著眼直視著他說：

「還坐那兒？！」嚇得他趕緊

站起來。

　　又來了一個穿便衣的國

保隊長，我問他：「貴姓？」

他搪塞，支支吾吾地不說。

老 父 親 也 問：「你 尊 姓 大

名？」他迴避不敢說。父親一

再拿紙筆遞給他：「留下你的

大名！」他哪裡敢留啊，弄得

灰頭土臉的，十分狼狽。

　　警察搶走了我的大法

書、真相資料、電腦和印表

機，但沒敢帶我走，而且以

後也沒再來騷擾。父親叫我

和他去老家住了一段時間。

回來後，我又逐步購買了設

備，繼續做著自己該做的事。

百歲華誕 師生相聚

　　去年五月，是父親的百

歲華誕。他第一屆的學生，

都已是省城的廳局級退休幹

部，年紀也七八十歲了。他

們專門為父親寫了祝壽詞，

找省裡書法家寫了，裱好，

帶著定做的生日蛋糕和高檔

水果，跑來給他祝壽。

　　已是耄耋之年的學生

們，回憶起老師當年愛護學

生的歷歷往事，都感慨不已。

其中一人說，他當年求學時，

母親早逝，身上衣服陳舊單

薄，老師送給他衣物。可是

父親對這事早就不記得了，

他覺得幫助貧困學生是自己

份內的事，義不容辭。

　　師生相聚，其樂融融，

把父親前些時候遭惡警抄家

的鬱悶，一掃而光。

積德延壽 五世同堂

　　老父親現在已是五世同

堂，下面的兒女、孫子、曾

孫、玄孫加起來，都有二十

多口人，他成了當地名副其

實的老壽星。兒孫們日子過

得都不錯，過年過節都來看

望他。

　　我心裏明白，這是因為

父親一生樂善好施資助學

生，保護了我這個修煉大法

的女兒，退出了中共的邪惡

組織，積下了福德，神給他

延長了壽命。

　　在人世間，老父親就像

一棵大樹，為我遮擋著風雨，

讓我居有定所、衣食無憂地

走在修煉與救人的道路上。

百歲父親的長壽秘訣

	■原中共中

央「610」辦

公室副主任

彭波最近被

判刑 14 年。

「610」 是 迫

害法輪功的

元凶江澤民

于 1999 年 6
月 10 日下令

成立的專門

迫害法輪功

的法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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