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功学员绘画作品：《偷盗村”变成“道德高尚村”》

作品取材于明慧网文章。湖北省武穴市，有个
住着数十户人家的垸子曾经偷盗之风盛行。1998
年，法轮功传进了这个小垸子，几乎家家都有人炼
法轮功，他们按“真善忍”的标准行事，带头勤俭
持家，依靠劳动致富。有位木匠收工时遗忘在路边
的电锯被屋主收好，并完璧归赵；垸里捡到的钱也
送回失主。重德行善、助人为乐在垸子蔚然成风，
该垸后来成了全镇闻名的“道德高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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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时节

冬至日是北半球一年中黑

夜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通

常在公历十二月二十一日至

二十三日之间，今年是十二月

二十二日。冬至过后，白昼开

始加长，黑夜逐渐缩短。“冬

至一阳生”，就在这天，阴气

渐消弱，阳气复返。因此冬至

是阴消阳长的关键节气。

很 多 人 听 过 “ 冬 至 大 过

年” 的说法。的确，在中国古

代，冬至不只是节气，而是非

常隆重的节日。

华夏民族人文始祖黄帝时

期，冬至就是新年的开始。中

国历史上最长的王朝——周

朝，也是把冬至定为新年第一

天。秦汉以后，冬至不再是新

年，但一切隆重仪式仍然保

留。冬至日，皇帝要率臣子举

行祭天大典，百姓则要祭祖。

冬至日还流传着一些饮食

传说和习俗，其中一个是吃红

豆驱疫疾。据南朝《荆楚岁时

记》记录 ：共工氏有个不争气

的儿子，在冬至日去世，变成

了疫鬼，危害人间。因它特别

畏惧红豆，所以人们就在冬至

日吃红豆来禳除疫疾。

这 个 习 俗 持 续 至 今， 比

如，冬至日，上海人要吃红豆

糯米饭，陕西一带的人要吃红

豆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的韩国，也保留冬至日吃红豆

粥的习俗。如今新冠疫情还在

持续，我们不妨在冬至日煮上

一锅热腾腾的红豆粥，也许真

有禳除疫疾的作用啦。

明慧期刊 
自费编印

敬请传阅

功德无量

金种子

明慧期刊  

第46期

目 录 金 CONTENTS

 �四季时节

冬至日驱疫习俗 ..................................1

 �乡里乡亲

邻里文化： 里仁为美 ............................2

下水救人 .............................................4

 �积善之家

一路风雨 终现彩虹 ..............................6

 �放眼世界

新、澳大游行 法轮功团体获头奖 .......12

保姆染疫亡 九旬老人无恙 ................14

 �善恶因果

江泽民是怎样祸害全中国的？ ...........16

江泽民死前最怕的事情......................20

 �古老智慧

北周武帝堕入地狱的启示 ..................22

 �心里有数

当代最大卖国贼 ................................24

庆江亡 ..............................................25

冬至日 冬至日 
驱疫习俗驱疫习俗



金种子www.minghui.org乡里乡亲

32

古语云 ：“里仁为美”，有
仁者居住的地方就是美好的地
方。下面讲三则古人邻里相处
的故事。

杨翥卖驴

明朝的杨翥（音同“祝”）
少年时父母双亡，家境清贫。
有一次，邻居丢失了一只鸡，
指桑骂槐地说是被杨家偷去
了。杨翥的家人气愤不过，想
找邻居理论。杨翥却说道 ：

“此处又不是我们一家姓杨，
怎知是骂我们，随他骂去吧！”

后来杨翥做了大官，仍然
保持仁厚忍让的美德。他担任
明朝礼部尚书时住在京城，生
活俭朴，平日上朝或外出都不
坐轿，而是骑驴代步。杨翥很
喜欢他的驴，上朝回家后，常
常亲自为驴梳理、喂料。杨翥
有个邻居晚年得子，十分欢
喜。可是这个孩子一听到杨家
的驴叫就哭个不停，眼见孩子

邻里文化：里仁为美邻里文化：里仁为美
日渐消瘦，邻居便将此事告知
杨翥。身为朝廷大官的杨翥，
二话没说就把驴卖了，从此外
出或上朝都靠步行。

司马徽让猪

司马徽是东汉名士，人称
水镜先生，以善于识拔贤才闻
名，曾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有
一次，邻居走失了一头猪，碰
巧和司马徽家的猪长得相似，
邻居就误认为司马家的猪是他
家的。司马徽并不争辩，说 ：
“是你的你就拿去。”邻居便
毫不客气地把猪赶回了家。过
了几天，邻居从别处找到了自
家的猪，惭愧地把司马家的猪
送回来。司马徽不但没责备
他，反而赞扬他懂道理、知错
能改。邻居听了十分感动。

于令仪感化小偷

曹州（今山东菏泽）于令
仪，为人忠厚，晚年家境富
裕。一天晚上，有人到他家行
盗，被抓个正着，一看原来是
邻居的儿子。

于 令 仪
问他为何当
小偷？那人
说是被贫穷
逼 的。 于 令
仪问他需要什么，
小偷说有一万钱就足以买食
物及衣服了。于令仪如数相
赠。小偷刚一走，于令仪又
把他叫回来，说 ：“你很贫穷，
却背着一万钱，恐怕夜里巡
逻的人会盘问你。”于令仪将
他留到天亮才打发他走。小
偷很惭愧，终成为良民。

于令仪的德行福及他的
子孙后代，他的儿子及侄子
都考中了进士，他家成为当
地的望族。

现代人很讲个性，凡事
喜欢争个高低，整个社会充
斥着暴戾之气。我们在邻里
相处时，如果能够学学古代
仁者风范，遇事为他人着想，
待人宽容忍让，不仅会使我
们生活的社区成为互助友爱
的美好之地，也会给自己及
子孙积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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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金莲（辽宁）

我家窗外是个公园，邻着
街道，里面有个很大的湖，四
周凸起中间深。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四日上
午十点左右，我忽然听到哭
声，往窗外一看，湖边站着一
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只
见她穿着浅白色棉袄，一头短
发，戴着眼镜，边哭边往湖里
走，哭得非常悲伤。

我一看，这不是要自杀
吗？疫情期间和疫情之前，这
里都发生过跳湖自杀的悲剧。
于是我对着窗外喊 ：“谁把她
拽上来！不能再往前走了！危
险！”没有人下去，我又喊 ：
“谁给打个报警电话！”有人
报了警。

中年妇女继续往湖里走。
这时，我头脑里突然想起了
李洪志师父（法轮功创始人）
的两句话 ：“自杀是有罪的”、

“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
是心性问题，要不怎么体现出
好人来？”我不能见死不救，
于是赶紧跑出家门，来到湖
边，下了台阶。

社区中心离我家不远，这
时，社区书记领人来了。

我挽起裤腿往水里走，感
到湖水冰凉刺骨，石子很滑，
差点摔倒。中年妇女看我径
直朝她走去，一直喊 ：“你别
过来！你别过来！”我到了
她跟前，抓住她的胳膊说 ：
“快回去！”我拽着她往回走，
可拽不动。她使劲哭，我劝
她 ：“有什么难事，跟大姐说
说，你不能轻生啊！你要坚强
点！”她就是不动。

我有点害怕，心想石子很
滑，我俩再拉拉扯扯的，还不
都倒水里啦！我对着湖岸喊 ：
“再下来一个人！”可是，没
有一个人下来。

下水救人下水救人
这时，我想起了救命的

九字真言，就对着她大声念 ：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师
父救救她。”我对着她反复念
了几遍，她不哭了，人变得理
智了。她对我说 ：“你快上去，
水太凉了，腿受不了，你快上
去。”我说 ：“你不上去，我怎
么上去？！”我一拽，她跟我
走了，我俩上岸了。

社区书记把她拉到台阶上
坐下。这时，警车也来了。我
的腿被湖水冻得通红，裤子也

湿了。
站在岸上的人和邻居都用

敬佩的目光看着我，邻居大姐
在四楼喊 ：“我给你点赞！你
真勇敢！” 一个老太太抓住我
的手，说：“你真好！你积大德
了！你家孩子肯定好！”邻居、
社区书记、还有派出所的警
察，他们都知道我炼法轮功。

慧眼识真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

的。真正的法轮功修炼人绝不会杀生、自杀或自焚。

二十二年前，中共江泽民集团炮制天安门自焚假新闻，

目的是抹黑法轮功，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这

一自焚假戏早已被国际社会和海内外民众戳穿。大家

冷静想一想，如果法轮功真像中共说的那样，早就没

有人炼了。怎么可能传播到世界一百多个国家 ? 而且

很多法轮功修炼者都是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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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静水（中国吉林）

我小的时候是个“假小
子”，想做的事一定要做。虽
然是女孩子，长得又瘦又小，
打架却从不怯场。我也喜欢看
书，《西游记》、《三国演义》、
《红楼梦》、《封神演义》等都
爱看，脑袋里时常会想一些问
题，比如 ：人为什么要死？人
死了去哪里？大人们说我尽想
一些没用的。

苦涩婚姻

我们当地的女孩一般二十
岁就嫁人了。我因多次相亲不
成，二十五岁还没出嫁。母亲
骂我挑剔，我便赌气说 ：“别
骂了，再有人提亲，我就答
应。不管是瘸子、瞎子，是个
男的就行。”

一九九三年，别人给我介

绍了驰（化名）。他一米八的
个头，当过兵，但没啥文化，
家里穷。三个月后，我不顾母
亲的反对，没要彩礼就和驰结
婚了。婆家是个大家庭，驰的
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已成
家，一个妹妹尚未结婚。

结婚后，我才知道驰没有
工作，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
有时还打架。我母亲给了我
四百元钱，婚后第二天就被驰
骗去输掉了。

不久，我怀孕了，想吃点
水果都很难。日子过得不顺
心，我俩说话就吵架，最后我
们商量后决定 ：好聚好散，孩
子出生后就离婚，生男孩留给
他，生女孩我带走。

一九九五年女儿一岁时，
我与驰决定去办离婚。可是就
在那个时候，驰被查出得了结

一路风雨 终现彩虹一路风雨 终现彩虹
我们这一大家子的苦辣酸甜

核病。从医院回来，驰就耷拉
脑袋了。这种情况下，我决定
先找工作上班，让驰治病，等
他病好了再离婚。

在邻居的帮助下，我找
到一个在批发商场卖鞋的工
作，每天工作时间很长，从早
上六点半到晚上五点半。为了
省钱，我不坐公交车，每天骑
着一辆旧单车去上班。冬天地
面上结冰，骑车容易摔倒，我

身上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
的。那时，我每个月挣六百元
工资，留一百元给自己吃中午
饭，剩下五百元都给了驰，让
他买自己喜欢吃的。这让驰很
感动。三年后，驰的结核病彻
底好了。

喜得大法  

一九九七年的一天，我从
一名同事那里看到《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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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看完后我跟她说 ：“这
书太好了，我也想炼法轮功。”
当晚下班后，我就去同事家看
法轮功师父的讲法录像，连续
看了九天，并学会了法轮功的
五套功法，还幸运地请到了法
轮功书籍。

修炼法轮功后，我从法中
明白了 ：德是个好东西，修炼
长功全靠它。打架、骂人、甚
至瞪人都会给人家德，所以我
得改掉这些坏毛病。

法中还要求 ：修炼人不能
杀生。自从修炼法轮功以后，
我就不吃活鱼，只吃冻鱼。

师父还讲了在各种环境、
各个阶层中如何做好人、如何
修炼提高自己。我悟到 ：作为
修炼人对谁都得好，不能看不
上别人 ；在家中要吃苦耐劳 ；
做生意要公平交易，不坑不
骗。别人对我不好，那是业力
轮报，是我以前对人家有过伤
害 ；病是业力所致，大业得大
病，小业得小病 ；做人的真正
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

法轮大法解开了我心中所

有的疑惑。修炼后，我完全变
了，不骂人、不打架了，每天
都很开心。同事问我是不是捡
到什么宝贝了，天天这么高
兴。我告诉她们 ：“我炼法轮
功了。这功可好了，让人身体
好，心情好，事事顺心。” 

我周围的一切也在变。婆
婆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驰当
上了村里的电工，开始顾家
了，时不时地买个碗买个盆。
他特别支持我修炼，可把我美
坏了。

还债实修

也有不美的时候。有一
次，我与驰正在吃饭呢，不知
怎么回事，他突然抬手就打了
我两个嘴巴子。我莫名其妙，
哭着跑了出去。

我知道修炼人要忍，师父
在《转法轮》中要求弟子“打
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心想，
这修炼也太难了，无缘无故挨
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怎
么办呢，回去也打他两下出出
气？不行啊！我还想一修到底

呢。我擦擦眼泪，又回屋里收
拾桌子。事后驰对我说，他也
不知道为什么打我。我突然悟
到，这是师父在考验我是否真
能做到“打不还手”，驰是在
帮我提高心性呢。

给我提高心性最多的人是
驰的二哥。婆婆有两亩菜地，
原打算给我和驰盖个小房，种
点菜过日子。可是，二哥天天
找婆婆要这块地，婆婆和我们
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他。

二哥想在地里多盖房子，
等拆迁时能多得补偿金。但他
没钱，便公开说 ：谁到他的地
里盖房，拆迁时赔偿费一家一
半。驰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在
那块地里盖了大棚、车库和房
子。可是真的拆迁时，二哥二
嫂一字不提当初的承诺，背着
我们办了手续，把钱拿到手就
搬走了。

我与驰都被气坏了！我知
道自己是修炼人，得放下这个
心，可几十万、上百万的钱真
是不容易放下！那些天，我心
里真是翻江倒海，剜心透骨般

地痛！可我还是劝驰 ：“不是
咱们的财，咱们不要了。只要
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
过了一年，我终于放下这颗
心。没有相欠，何来恩怨，欠
谁的债都得还啊！

姑嫂缘分

驰的妹妹心眼不坏，有正
义感 ；但性格泼辣，脾气极其
暴躁，翻脸比翻书还快。有一
天我放假，在家与婆婆唠嗑，
小姑子听错了，说我背后造她
的谣。婆婆给我作证，她不
信，爹长妈短地骂个不停。

小姑子说我 ：“你炼法轮
功不是讲真、善、忍吗？你得
忍，不忍你就是假的，你就白
修。” 她还找驰告我的状，让
驰修理我。骂够了，小姑子
又问我 ：“三嫂，你错没错？”
我笑着说 ：“错了，错了，不
该背后说人的。”她这才停火
消气。

小姑子与我们一起住了
二十年，我做得不好时，她会
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 ；我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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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时，她会说法轮功真好 ；我
遇到中共人员骚扰时，她会尽
全力保护我 ；我流离失所时，
她尽心尽力地替我照顾我们这
个大家庭。

一天晚上，两个警察着便
装，把车停在我家大门外，不
敲门，直接进院了。

小姑子在屋里看到了，大
声喊我公公 ：“爸！快点出去
把大门插上，咱家院里进贼
了，打死他们活该！”那两
人赶紧喊 ：“我们是派出所的
警察！”边喊边往门外跑。小
姑子喊道 ：“我还是公安局的
呢！你们两个鬼鬼祟祟，连
皮（警服）都不敢穿，晚上来
想干啥？这家是你们随便进的
吗？！别人怕你们，我们家可
不怕，以后不许来！”那两人
出了门，开车就跑了。

还有一次，派出所的人到
家里骚扰，正赶上我们一家人
吃饭。我起身借故上厕所，警
察紧跟在我身后。我对小姑子
使个眼色，她马上站起来，隔
在我和警察中间，陪他们说

话，山南海北地扯。等警察回
过神来，我早已经走远了。

当地一个有名的盲人算命
先生曾给小姑子卜过卦，关于
子女、婚姻、财运等都应验
了，唯独说她四十七岁“犯生
死”没有应验（她现在五十二
岁）。小姑子因为支持正义、
保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命运
已经被改变。

大法赐福

这些年驰的变化最大了，
身体特别好，不打架、不赌
博，有时还帮着我讲真相、劝
三退。他还找到一个看厂房的
清闲工作，离家近，工资不算
低。大家都说这活太好了，捡
钱都不用弯腰。

我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工作
了，她认真踏实，洁身自好。
父女俩都有自己的车。

我的家人们因为心里装
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并且保护大法弟子得了福报，
活得踏实、轻松、自在。一路
风雨，终现彩虹！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高德
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
导，包含五套缓、慢、圆的功
法动作。 

   教人向善   法轮功要求修炼
者在日常生活中， 遵循真、 

善、 忍原则，做诚实、 善良、
宽容的好人。

   使人健康  一九九八年，中
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全国做
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
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福益社会   一九九八年，中
国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经过数月的调查， 得出“法
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
一害”的结论。 

   洪传世界   法轮功已洪传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
法轮》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
言，在全球各地出版发行。
今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

法传世三十周年纪念日，全
球逾千名政要褒奖和赞扬
李洪志先生及法轮大法对
人类健康和福祉做出的杰
出贡献。

   如何入门   静心通读《转法
轮》，或者按顺序静心观看
（或听）李洪志老师的讲法
录像（或录音）。观看李老
师的教功录像学五套功法，
或者找法轮功学员教功。法
轮大法书籍和录像，中国大
陆民众可翻墙到 falundafa.

org 网站上免费阅读。

法轮功洪传世界百余国法轮功洪传世界百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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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参加旺阿雷市圣诞大游

行，赢得了一等奖和一千纽币奖金。市长

文斯 库克鲁洛（Vince Cocurullo）亲自

颁奖，他十分欣赏法轮功团体的表演。当

地民众赞扬真、善、忍理念，非常喜欢身

着中国古代唐装的法轮功天国乐团。

小图 ：二零二二年九

月十七日，澳洲法轮功

学员参加昆士兰图文巴

花卉嘉年华游行，获得

头奖。这是澳洲及整个

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社

区游行。图文巴市议员

James O'Shea 表示：“法

轮功学员传播真、善、

忍，真是太美好了！这是

一个如此重要的信息！”

新、澳大游行 新、澳大游行 
法轮功团体获头奖  法轮功团体获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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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饶娥（巴西）

我是一名针灸师。我有一
位巴西老朋友，叫玛利亚 苏
珊娜（Maria Suzana）。在新
冠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玛利
亚的保姆不幸染疫去世，而当
时九十五岁的玛利亚作为密切
接触者却安然无恙，成功地躲
过了瘟疫。

我和玛利亚二零零三年相
识。那时她的心脏先天功能
差，致使她全身血液循环不
好，腰和肌肉经常疼痛 ；她来
找我给她做针灸，缓解疼痛。
在接触中，我向她介绍法轮大
法，她很认同大法的理念。每
次我们见面和分手时，她都会
对我说 ：“法轮大法好！”

玛利亚结婚晚，没有子
女，丈夫已去世，她独自生
活。她的保姆说，她不喜欢太
多的人到她家拜访，可是她让
法轮功学员到她家，和她一起
学习《转法轮》。经过几个月

的时间，她和大家一起读完了
一遍《转法轮》。每次读完书，
玛利亚都心满意足地说 ：“这
本书说得太好了，很有深意。”
玛利亚的身体越来越硬朗，她
每年都独自出国旅游，直到
九十二岁才开始由亲属陪同她
旅行。至今她头脑清晰，思维
敏捷。

二零二零年三月，新冠病
毒开始在巴西蔓延。当时的形
势非常严峻，每天都有很多人
感染。有一天，玛利亚的保姆
在她家打扫卫生、煮饭， 跟她
有密切接触。

 █时年九十五岁的巴西老人玛利亚。

保姆染疫亡 九旬老人无恙保姆染疫亡 九旬老人无恙
第二天，保姆突然感到不

适，就去医院检查，被确诊感
染了新冠病毒，马上住院治
疗。没几天，保姆因为肺部百
分之七十充水而去世。作为密
接者的玛利亚却安然无恙。

玛利亚说 ：“我心里就是
认同真、善、忍，想起来就念
‘法轮大法好’。”她还经常告
诫亲朋好友要远离中共。她的
一个侄子是巴西有名的医生，
曾收到中共的邀请，请他和妻
子免费去中国旅行。玛利亚劝
侄子不要去。不知是碰巧还是
天意，她侄子突然生了一场
病，未能成行。

二零二一年一月，玛利亚
的心脏突发剧烈房颤并开始
心衰，非常危急。她马上被
送到医院，在抢救室里待了
十五天，最终转危为安，回到
家中。我去拜访她时，她说 ：
“我时刻都没有忘记‘法轮大
法好’，这次我能闯过危难，
肯定是有神在护佑我呢！”我
鼓励她继续念“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过了几天我再去看望她，
她已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了，
没有任何不适。她拿着我给
她送去的《明慧国际》杂志，
指着一张北京的天坛图片说 ：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苍天的
敬畏与感恩真是太重要了，现
在的人们都不懂得这些了，真
是悲哀呀！”这回玛利亚还郑
重地表示 ：“过些天，你来我
家教我炼法轮功。”

在这次大疫中，诚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帮助世界

各地很多不同族裔的染疫

患者恢复了健康，为什么

会有这样神奇的效果？中

国《黄帝内经》中说“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法

轮大法是高德佛家大法，

当人们诚心诵念九字真言

时，会与宇宙中的正能量

产生共振，从而增强免疫

力，抵御病毒。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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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清源

今天面对中共严苛的防疫
政策，残暴的维稳模式，很多
中国人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
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昨
天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
事，今天正在很多中国人身上
发生。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江泽

民！下面就来盘点一下江泽民
是怎样祸害全体中国人的。

全民数字监控

中国人曾短暂使用过谷歌
搜索，体验过推特和脸书 ；可
是今天，我们上不了外网。街
道、社区摄像头密布，黄码、
红码像电子镣铐，瞬间可以把

人锁死在原地，寸步难行。很
少人知道，这起源于江泽民对
法轮功学员的严密监控及屏蔽
互联网上流传的法轮功真相。
江泽民斥巨资让其长子江绵恒
建立网络防火墙，起名“金盾
工程”。从此，把全中国的网
络打造成一个局域网，隔开了
与国际互联网的沟通。

集中营、黑监狱

三年防疫，各地强拉人去
方舱医院的报道常见诸于网
络，把亲人强行分开，强制隔
离，让人在恶劣环境下自生自
灭，这很像是集中营。

有人以为，方舱是中共关
押新疆维族人经验的推广。殊
不知，新疆集中营是大规模关
押法轮功学员的翻版。二十一
世纪初，江泽民授意全国各地
扩建了大批劳教所、“法制学
习班”，用来关押上百万坚持
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
员。这里还有上百种惨绝人寰
的酷刑，没日没夜地做奴工，
剥夺人睡觉、上厕所等权利。

性虐待、关入精神病院

从新疆集中营逃出来的女
性，揭露出里面存在的强奸罪
恶震惊了世界。其实，江泽民
治下的中共，早就对法轮功女
学员这样干了。

不仅如此，中共江泽民集
团还发明了把性侵、性虐待作
为思想改造的一种手段 ：辽宁
马三家劳教所将 18 位女法轮
功学员投入男牢房，任众流氓
轮奸 ；作家杜斌所著的《阴道
昏迷》一书中，那些残忍到让
人不敢看下去的性暴力，都是
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
仰，放弃做好人！

近年来，向中共党魁画像
泼墨的女孩、敢言的乡村女教
师等被关入精神病院的事件引
起世人关注。

然而，法轮功学员被“精
神病”可不是个案，有近千名
之多。他们因为不放弃信仰，
被注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
直至精神崩溃，有的凄惨离开
了人世。

 █ 2022 年 11 月 27 日，在北京一场集会上，大批民众举白纸抗议中共。

江泽民是怎样祸害全中国的？江泽民是怎样祸害全中国的？



1918

善恶因果 金种子www.minghui.org

名副其实的警察国家

迫害最初几年，中共每年
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花费占到国
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迫害
完全是靠钱堆出来的。发展到
二零一二年，政法委系统拿到
的维稳经费超过了国防军费开
支。从那时起，中国一步步变
成警察国家。

黑帮治国 有冤无处诉

当初，很多人听信了中共
江泽民集团的抹黑宣传，公、
检、法、司更是沦为迫害工
具。结果，维系社会的法律、
秩序、道德都被破坏了，再没
有力量可以制约公权力作恶，
坏人无所顾忌，现在所有人都
正在承受这个恶果。

今天，拆迁户、讨薪农民
工、金融难民上访就被抓，有
冤无处诉，这开始于当年法轮
功学员上访时被各地公安截
访 ：只要一听说是法轮功，不
由分说塞进警车，投入监牢。

今天，维权律师、持不同

政见的公知被判“煽颠罪”、
“寻衅滋事”，因为之前就有
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枉法判
决，或关入劳教所、看守所。

今天，警察随意拦住路人

就翻包、查看手机，大白可以

闯入民宅抓人、打人，是因为

二十多年来，大陆公安对法轮

功学员一直在这么做。

今天，强拆佛像、十字
架，取消地下教会，正是迫害
法轮功信仰的衍伸。

今天，中共要清零“低
端人口”，清零“社会面” 染
疫者，而江泽民当初就誓言
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
只不过二十三年过去了，法轮
功不但没有被“清零”，还传
遍了全世界。

活摘器官

近年，大陆时常曝出大学
生、甚至中小学生突然失踪案
件，被怀疑是当作了活摘器官
的供体，背后存在着一个隐秘
的杀人机制、犯罪链条。

二零零六年，法轮功学员

在国际上第一次揭露出中共活
摘器官的恐怖罪恶，当时很多
人不敢相信。国际调查员以中
共官员的名义，打电话询问薄
熙来和前解放军卫生部长白书
忠，录音证据显示，薄熙来和
白书忠都说，活摘法轮功学员
的器官是江泽民下令干的。

在江泽民集团的推动下，
中共的军队、武警、政法系
统、“610”（专门迫害法轮功
的非法组织）、医疗系统和器
官黑中介，形成了活摘盗卖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一条龙，已经
产业化、市场化了。他们按需
杀人，牟取暴利，欲罢不能，
现在又把黑手伸向了学生和其
他民众。

社会整体道德大溃烂

当今的中国，贪官遍地，
酷吏横行，人心败坏，这都根
源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当年为了鼓励迫害者，警
察抓一个法轮功奖励多少钱，
告密者举报一个法轮功赏奖金
多少。迫害中最心狠手辣的警

察受到江泽民的亲自接见和奖
励。迫害最卖力、手上沾血最
多的官员爬到高位。好坏、是
非、善恶，一切都被有意颠
倒，这是魔鬼统治的逻辑。传
统的礼仪之邦，被中共和江泽
民变成了十恶毒世。

结语

江泽民是中共之恶的集大
成者，几乎当今中国社会的所
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江泽
民。中共已经把他对法轮功迫
害的模式，复制、推广到对付
新疆维族人、维权群体、异议
人士和疫情中的全中国民众。

恶贯满盈的江泽民死了，
终于开始了他形神全灭、在地
狱受永刑永罚的历程。

而今天，中共和江泽民互
相利用、迫害法轮功酿成的恶
果开始总爆发。整个中国就像
一座火山，全民反迫害的局面
正在出现，“白纸运动”就标
志着人心的觉醒和对中共愤怒
的爆发，天灭中共的脚步越来
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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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话说：“善恶到头终有

报”。江泽民虽然死了，但不

是一走了之，一了百了。死后

的 江泽民正在无间地狱的烈

火里煎熬，偿还他所干的千古

大罪——迫害法轮功。 这正

是江泽民死前最害怕的事情。

提出杀一批警察为自己洗罪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揭

秘，江泽民因发动迫害法轮功

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

起诉。早在二零零三年，海外

法轮功学员就在美国、比利

时、西班牙、台湾等地以群体

灭绝罪起诉江泽民。

江泽民出于极度惶恐，私

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

海外法轮功接触，提出要平反

法轮功。但江泽民不是真的悔

过认罪，而是想把责任推卸到

执行政策的人身上，效法文革

后杀一批警察以平民愤而转移

罪恶焦点，妄图以杀掉一批

“610” 人员、警察和监狱劳教

所警察来换取法轮功及正义人

士的不起诉。江泽民为自己洗

罪的计划被法轮功群体拒绝。

害怕下地狱 企图逃脱惩罚

中共在关于江泽民死亡的

通告中称其为 “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意思就是无神论者。

实际上，江泽民非常迷信，掌

权期间在北京曾经做了三件

事：给白洋淀灌水、加高天安

门旗杆、搬走天坛土山，目的

是想通过风水来为其权柄续

命，好不被清算。

二零零一年，香港杂志释

放消息说，江泽民自知血债累

累，难逃地狱惩罚，开始求地

藏王菩萨保佑，诚惶诚恐地在

家亲笔抄了一遍《地藏经》。

二零零四年六月五日，江泽民

一行人秘密到安徽九华山旃檀

林寺向地藏菩萨进香。

旃檀林寺描述最为具体的

死后刑罚场所之一就是无间地

狱，罪人下到里面后，“有被

狱卒用烧热的铁钉钉入人的百

节骨头，钉下去后自然会有火

生出来，焚烧到身体焦烂灰

烬；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

皮肉剥裂；也有插在刀山剑树

上……循环往返、永无停歇，

实在恐怖至极！”

死后定入无生之门

历史上北周武帝灭佛后身

染恶疾而死，堕入地狱受刑。

今天江泽民的罪恶罄竹难书，

所犯下的是万恶不赦的反人类

罪和群体灭绝罪，必将永坠地

狱，万劫不复。

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中共警察和官员们，为了自

己的未来赶紧收手。

 █海外法轮功学员经常举行大游行，将江泽民的罪恶告知天下。

江泽民死前 
最害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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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堕入地狱的启示

 ■文: 陆文

南北朝时代，公元 574

年，北周武帝宇文邕（音同
“拥”）扬言不怕下地狱，佛、
道齐灭，毁佛道经书、塑像，
令和尚道士还俗。公元 575

年，宇文邕亲征北齐，两年后
（公元 577 年）统一了北方。

灭北齐后，宇文邕又在原
北齐境内禁佛、道二教，夺寺
四万所为宅第，焚毁佛迹，强
迫三百万僧尼还俗，使北方佛
法几乎灭迹。次年（公元 578

年）六月北伐突厥，大军齐
至，武帝却暴病而亡，年仅
三十五岁。

北周灭佛，祸不止此！
十九岁的太子宇文赟（音 ：
晕）继位，残暴荒淫，二十二
岁病死。幼子继位，大权落于
其外祖父杨坚（隋朝开国皇
帝）之手。公元 581 年，杨坚

废北周，建隋朝。
隋朝开皇十一年（公元

598 年），大府寺丞赵文昌忽
然暴死，唯独心上稍微温暖。
家人不敢入殓，之后又活了。
赵文昌到了地狱，见到北周武 

帝宇文邕，身上带着三重钳锁， 

非常沉痛惨苦地问他 ：“你还
认识我吗？”赵文昌回答 ：“我
当年是您的侍卫官，日夜侍卫
着您。”

武帝说 ：“你既然是我的
旧臣，你是暂时到此，不久即
可回去。你回去后，替我对隋
文帝说 ：我原先的各种罪过都
快要偿还清了，只有锄灭佛法
这条罪恶，实在深重，偿还不
尽，至今未可赦免。希望隋文
帝为我做一些功德，我借此福
佑，方可得离地狱。”

后来，赵文昌就复活了。
他把北周武帝的境况和请求，

上奏给隋文帝。隋文帝下令，
教天下百姓交一点钱，为北周
武帝做功德，请僧侣诵念《金
刚般若经》，并设斋供养天下
僧侣三日。还命史官把这件事
写入隋朝的国史。（事见《法
苑珠林》）

且不论隋文帝教百姓出
钱，为北周武帝消罪，这样做
管不管用 ；但北周武帝锄灭佛
法，在地狱久久受罪，这是真
的 ；隋文帝敬信佛法，也是真
的 ；赵文昌在地狱所见所闻，
也是真的。因为隋文帝曾经教
人把这事写入隋史。

中共自建政以来，向全民
强制灌输无神论，诋毁佛道
神。从文化大革命砸庙毁佛
像，到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大
法修炼人，中共犯下的罪有多
大？这样看来，“天灭中共”
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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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江亡庆江亡
千年腐气成蛤精
末劫乱世披人形
六四鲜血染顶戴
迫害法徒恶满盈
贪腐治国权钱色
道德沦丧日无宁
今闻江鬼终断气
奔走相告鞭炮鸣

当代最大卖国贼当代最大卖国贼
海参崴、伯力、尼布楚、

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
东六十四屯……，祖先们给炎
黄子孙留下的这片肥沃土地，
如今却永远成了俄国领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
十日，江泽民在北京与来访的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定了中俄
边界线议定书，主动放弃索回
清末被俄国强占的大约 150 万
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东北
三省面积的总和或 41 个台湾
的面积！

江泽民出卖的中国北方领
土有几大块，一块是外兴安岭
以南、黑龙江以北 60 多万平
方公里的“外兴地区”；另一
块是乌苏里江以东的“乌东地
区”，有 40 万平方公里 ；还有
就是唐努乌梁海地区，有 17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贵州省面
积，一九五三年联合国大会
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以及
库页岛，有 7.64 万平方公里。

江泽民还将图们江出海口划给
俄国，封死了中国东北通往日
本海的出海口。

江泽民背着全国人民签定
的卖国条约，彻底否定了清朝
康熙年间中国官兵浴血奋战换
来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
蒋介石、毛泽东等都不承认的
中俄不平等条约。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江泽
民又将原本属于云南、广西的
老山、法卡山割让给了越南。
在中越战争中，有不少中国战
士战死在这里。

江泽民是当代名副其实的
最大卖国贼。

逾四亿中国人 
         三退保平安

三退是指在退党网站上（tuidang.org，中国大陆民众

可用封底的翻墙软件登陆）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废

除当初加入这些组织时发下的毒誓（为它“献身”）。这样

当上天惩罚中共时，您不会受牵连。用真名、化名、小名

退都有效，神看人心。至今超过 4.06 亿中国人三退保平

安。注意 ：超龄自动退或不交党费，都不算三退。免费三

退电话：001-416-361-9895 、 001-514-342-1023。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江泽民在

北京与叶利钦签署了卖国条约。

江的献媚丑态。



海外法轮功学员每年受邀参与当地的新年大游行，舞狮舞
龙表演是他们的保留节目之一，既为节日庆典增添欢乐热
闹的气氛，同时也与各国民众分享中国民俗和传统文化。
图为纽约西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狮舞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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