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網訊）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十日是國際人權日，

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勛爵

（Lord Alton）特別發布視頻，

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的罪行。他在視頻中說，下令

根除法輪功的是中共前頭目江

澤民，用江的話來說就是要

「不惜一切代價」，他還設立

六一零辦公室以執行其命令。

　　奧爾頓勛爵表示，這些都

是由著名英國律師傑弗里﹒

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KC）主持的中國獨立法庭發出

的嚴重指控。在看到證據後它

得出結論：活摘器官多年來一

直在中國大規模進行，而法輪

功修煉者一直是器官的來源之

一，而且可能是主要來源。

　　奧爾頓勛爵說明，《世界人

權宣言》第 18 條主張每個人都

有相信、不相信或改變信仰的

權利。「但這每天都在世界各

地被陽奉陰違，在中共更是如

此。」他說。

法輪功學員集會　 
籲制止中共迫害

　　人權日當天，法輪功學員

在倫敦中使館前面舉行集會，

呼籲制止中共對法輪功持續了

二十三年的迫害。學員們拉起

中英文橫幅表達訴求：「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停

止迫害輪功」「江澤民十大罪

狀」和「控訴前中國獨裁者江

澤民反人類罪」。

　　除了奧爾頓勛爵之外，還

有多位國會議員發函支持。

　　國會議員卡羅琳﹒諾克斯

（Caroline Nokes） 表 示：「法

輪功修煉者應繼續強調仍在中

國發生的侵犯人權行為。我會

向外交、聯邦和發展辦公室提

出你們的擔憂。」

　　國會議員埃莉﹒里夫斯

（Ellie Reeves） 表 示， 她 持

續關注人們在中國因宗教或信

仰而受到的迫害。她說：「在

不受歧視或暴力反對的情況下

實踐、改變或分享個人信仰或

信仰的自由是所有人都應享有

的一項人權。」她將繼續敦促

英國政府發出明確信息，「不

會容忍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行

為」。

　　國會議員伊恩﹒利維（Ian 

Levy）表示：「英國對法輪功

學員和其它團體在中國持續遭

受的迫害深感關切，他們經歷

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痛苦。」

　　 哈 靈（Havering） 地

區國會議員喬恩﹒克魯達斯

（Jonathan Cruddas）遺憾於十

日當天他不在倫敦而無法參加

活動，但他很想為法輪功學員

的活動送上支持。

法輪功之友主席： 
一善勝百惡

　　當天，歐洲法輪功之友主

席約翰﹒迪伊（John Dee）在

集會上發言說：「儘管面臨巨

大的迫害阻力，中國的修煉者

並沒有被嚇倒，中共也沒能影

響或減少法輪大法對世界的積

極影響，這一事實清楚表明迫

害很快就會結束。」

　　迪伊說：「這只是一個時

間問題，一善勝百惡。」

旅英作家： 
中共下場必定可恥

　　中國旅英作家馬健回憶，

他的一些法輪功朋友被迫害致

死，包括一位叫艾欣的女士。

他閉上眼睛說：「我想忘都忘

不了這個好人朋友……她很有

才華，是一個畫家，非常好的

人。我有時會和她的家人聯

絡。」

　　馬建表示，古今中外歷史

上的獨裁者和迫害基督教徒、

佛教徒的暴君，沒有哪個有好

下場，「中共的下場一定是可

恥可鄙的」。

	■文 : 加拿大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九

日下午，法輪功學員參加了加

拿大溫尼伯市（Winnipeg）

全年最盛大的花車遊行──

聖誕花車遊行，受到中西方民

眾的歡迎。

　　今年是法輪功學員第十

次參加這項遊行。儘管當天氣

溫低、體感溫度已達零下 25

攝氏度，但觀眾非常熱情。不

少家長領著孩子，攜帶椅子、

毛毯和熱巧克力到街邊「佔

據」最好的位置觀看。

　　法輪功學員今年的花車

主題是法輪大法最主要書籍

──《轉法輪》，以及真、善、

忍的理念。花車上一朵大蓮花

護持著《轉法輪》，旁邊還有

朵朵綻放的小蓮花。

　　來自卡爾加里、埃德蒙頓

和薩斯卡通的學員們，還組成

了腰鼓隊。隊員們朝氣蓬勃，

伴著《法輪大法好》的歌曲，

給民眾帶來平和與喜慶。人們

高興地伴隨著鼓點為他們鼓

掌喝彩。

媒體踴躍報導 

　　溫尼伯主要媒體 CTV 

News 和 CBC 都報導了法輪

功學員的腰鼓隊，包括一些自

媒體也在網絡上發布照片與

視頻。 

　　 寫 有 中 英 文「法 輪 大

法」、「世界需要真善忍」、

「法輪大法洪傳世界 30 周

年」等等的橫幅隊，所傳遞的

信息受到沿途中西方民眾的

歡迎。人們有的鼓掌，有的揮

手致意，有的高聲發出讚歎

「好漂亮」。

　　還有中國人雙手合十，喊

出：「法輪大法！」遊行結束

後並有熱情的觀眾過來拍著

學員的肩膀說：「做得真棒！」

英國政要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轉法輪》寶書花車巡行 中西民眾歡迎

	■文 : 波多黎各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和十三日，嬰兒潮世博會在聖

胡安市波多黎各會議中心舉

行。人們看到金色大字「法輪

大法是神聖的」標示的展位時

便停下腳步，聽取學員介紹法

輪功。兩天來，前來學煉法輪

功的人士多達數百位。

　　「我感受到了能量。我們

能再煉一次嗎？」一位年輕人

說。煉過第二遍之後，他高興

地微笑著點點頭說：「哇，我

不知道怎麼形容，我感覺到了

這種能量，我以前從未有過這

種感覺，我感到精力充沛。」

他閱讀了真相小冊子，不敢相

信這麼好的功法是免費提供給

所有人的。他真誠地握著學員

的手表示感謝。

　　之後，他帶了一位同事過

來。這位女士學功時臉上洋溢

著喜悅。她表示無法用語言表

達自己的感受，她不停地感謝

學員，並詢問煉功點信息。

　　一位老年人學功後說：「我

都快飄在空中了。我感到很放

鬆、平靜。真是太好了，我不

知道怎麼感謝你們。我在哪裏

可以學到這個功法？」一位祖

母嘗試後希望女兒和孫子也

學，大家學煉後，都表示學功

讓他們感到平靜。一位體育教

師說他試過太極拳，但是法輪

功不一樣，煉完後感覺很好。

　　「我出了一場嚴重的車

禍，」一位男士說，「我的脖子

和背部都打上了鋼針。我竟能

移動手臂學功真是太棒了，我

感到寧靜，並且我的背部、肩

膀和脖子裏有能量在流動。謝

謝你的小冊子，謝謝。」 

	■英國多位政

要聲援法輪功

學員反迫害。

上排左起：國

會議員埃莉﹒

里 夫 斯（Ellie 
R e e v e s）、

伊 恩 ﹒ 利 維

（Ian Levy）、

喬恩﹒克魯達

斯（Jonathan 
C r u d d a s）；
下 排 左 起：

英 國 上 議 院

議 員 奧 爾 頓

勛 爵（Lord 
Alton）、 國

會 議 員 卡 羅

琳 ﹒ 諾 克

斯（Carol ine 
Nokes）。

波多黎各民眾 
踴躍學煉法輪功

　　（明慧記者何平斯德哥爾

摩報導）二零二二年自進入

冬季以來，每個週五的下午，

法輪功學員都在瑞典國會大廈

旁的錢幣廣場向民眾介紹法輪

功、講述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群

體滅絕迫害的事實真相，並徵

集反迫害簽名。

　　現場醒目的橫幅、真相展

板，以及學員們寧靜祥和的煉

功場面，吸引著來來往往的人

們駐足，了解真相、簽字支

持。還有不少人表示對功法很

感興趣。

　　「我叫柯斯汀（Kerstin），

上週六在音樂廳旁遇到你們

時，我就簽過名了。我很同

情、支持你們，活摘器官這太

恐怖了，真是不可思議！中

共（活摘器官）是在殺人、

這是神不允許的！你們做得非

常對！」她告訴學員，法輪功

平靜、祥和，而且還是免費教

功，令她很驚喜。

　　「我對學煉氣功非常感興

趣，但還從來沒聽說過有不花

錢的。如此美好的功法我一定

要試試。」接著，她詳細打聽

了市中心附近煉功點。「我一

定要去煉功點面對面學功，有

一個能量場很重要。」 

　　一個週五的下午，來自

哈薩克斯坦的年輕人亞歷山

大（Alexander）徑直走來，

二話不說拿起筆就簽字支持法

輪功。當學員問他是否了解中

共一直在迫害法輪功學員時，

他大聲地用中文說：「我在美

國時就已經了解（法輪功真

相），中共針對法輪功迫害的

手段太殘忍了，我非常非常支

持你們！」

　　「中共是世界上最邪惡、

最野蠻的獨裁政權。」亞歷山

大的中文講得非常好，他還

高興地收下了一本《九評共產

黨》，想進一步了解中共所幹

的壞事。

　　亞歷山大很讚佩法輪功

學員二十多年來的堅持：「你

們堅持不懈地在這裏揭露中共

的罪行，讓更多人都能像我一

樣，不再相信中共了。它甚麼

事（活摘器官）都幹得出來、

太邪惡了。你們做的事情很了

不起，我當然要支持！」  

瑞典民眾明真相 支持反迫害
	■明白了真相

的人們簽字支

持法輪功學員

反迫害。

	■法輪功學員今年的花車主題是法輪大法最主要書籍──《轉

法輪》，以及真、善、忍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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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文：一言

　　目前中國大陸的疫情仍

在嚴重發展當中。經過三年

多疫情，越來越多的人知道

共產黨員和親共人士是高危

人群。其實從其他角度判斷，

買賣法輪功學員器官者，以

及為了官位和鈔票而跟隨江

澤民迫害法輪功的大小犯罪

分子，也是高危人群。

　　比如，有些人的所謂「高

壽」和「康復」，是喪心病

狂、殺人害命、用錢買命換

來的。這種人，無論他們苟

延到什麼年齡，無論他們身

處什麼環境，瘟神都可以隨

時讓他們命赴黃泉，因為瘟

疫毒株的傳播方式是人力無

法控制的。買來的器官在疫

情中衰竭或造成身體免疫系

統停擺，原因不是器官不好，

而是受體參與殺害法輪功修

煉者而造業太大所致。

　　至於參與活摘法輪功學

員器官的那些醫生們，他們

誤以為「不賺白不賺」。可

真相是，誰幹誰犯罪，錢財

拿命換。操刀活摘器官的醫

生，是一群喪心病狂、禽獸

不如的罪犯，所以早就排在

惡報的名單上了，就看神決

定什麼時候將其緝拿。

　　現在中共嚴控死亡證

書，不許寫真實的死亡原因，

這種掩蓋能障人耳目，卻無

法阻擋瘟神奪命。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天網在收！

疫情高危人群：參與活摘器官者

　　（明慧網通訊員上海報

導）上海寶山區法輪功學員蔣

林英女士，因拒絕放棄真善忍

信仰，二零二二年九月被上海

市靜安區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寶山區看守

所被迫害致死。她去世的那

天，看守所死活不讓家屬去探

視。

　　蔣林英原是常州武進華洋

紡織廠職工，家住上海市寶山

區泗塘一村。她原來有重度哮

喘，長期躺在家中。一九九七

年二月，蔣林英開始修煉法輪

功，不知不覺中身體變好，哮

喘不發作了。

　　中共瘋狂迫害法輪功後，

蔣林英因為堅持信仰、說真

話，曾被中共非法勞教一次、

非法判刑三次（分別為三年

半、五年，四年），累計被非

法關押十年。

　　在獄中，蔣林英遭受了打

毒針（破壞腦神經的藥物）、

暴打、罰站、罰坐、不准上廁

所、餓肚子等各種折磨。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

日，中共上海寶山區泗塘派出

所警察、居委會共五人闖到蔣

林英家中，威脅她在上海進口

博覽會期間待在家中，不准出

去：「如果想照顧老母親就規

規矩矩待在家裏，否則就去監

獄裡過日子。」

　　二零二一年二月三日，寶

山區警察再次闖到蔣林英家，

逼迫她簽字放棄信仰法輪大

法。蔣林英拒絕簽字，警察將

她綁架，並非法抄家，搶劫走

電腦、大法書籍等私人財物以

及 274 張真相幣（幣值 2900

多元）。

　　蔣林英長期照顧年邁的母

親，她被綁架後沒多久，老母

親就離世了。

　　此後，寶山區國保警察開

始羅列罪名，找到蔣家附近的

超市、小賣場，問最近有沒有

收到真相幣，找到四個超市賣

菜的所謂證人，稱蔣林英在一

月底二月初在買菜時使用了真

相幣。二零二一年三月九日，

蔣林英被非法批捕。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六

日，蔣林英在看守所突然發哮

喘病，到第三天全身發熱，咳

嗽很厲害。四月二日，看守所

獄警帶蔣林英去附近醫院檢

查，醫生診斷是哮喘引發的肺

炎，每天要打吊針。

　　二零二一年五月初，蔣林

英被警察構陷到寶山區檢察

院。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蔣

林英被上海市靜安區法院非法

判刑四年，她隨後提起上訴。

這是蔣林英第三次遭中共冤

判。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下午，蔣林英的丈夫接到

寶山區看守所的電話（021-

28959537），說蔣林英病重已送

醫院。蔣林英的丈夫追問她得

了什麼病，送去了哪個醫院。

看守所的人卻說無可奉告，不

讓家屬去探望。

　　不久看守所人員（手機號

碼 18100051158）又通知家屬，

說醫生已開出蔣林英的病危通

知，呼吸有衰竭性傾向。

　　家屬心急如焚，可看守所

還是不讓家屬探望，只是說把

這個情況通知到家屬就完了。

家屬十分氣憤：「人是在你們

看守所出的事，你們要全力搶

救。」

　　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十點

二十九分，看守所人員（手機

號碼 18100051158）再次電話

家屬，說蔣林英已去世。

　　（明慧網通訊員湖南報

導）湖南省冷水江鋼鐵總廠退

休職工、法輪功學員劉而禮，

十八次遭中共綁架，多次被非

法勞教和判刑，遭受酷刑折

磨。老人出獄後又被非法剝奪

了養老金，最終於二零二三年

一月二日含冤離世，終年 81

歲。

　　就在他離世前的一個多

月，十多名中共人員人非法闖

入他家，要把他帶走；看到他

躺在病床上，下地都很困難才

作罷。

　　劉而禮曾因工傷嚴重傷

殘，左手三個指頭都斷了。修

煉法輪功之前，他是個重病

人，一九九七年病了四個半

月，一九九八年病了七個半

月，但查不出是什麼病。那時

的他呼吸困難，吃不下東西，

渾身無力，走路困難。

　　一九九八年八月，劉而禮

的妻子聽到法輪功治病健身效

果很神奇，就讓他去試試。結

果一煉真的效果好，劉而禮一

身疾病不翼而飛，原本全白的

頭髮也開始長出黑發。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澤

民團伙瘋狂迫害法輪功後，劉

而禮十八次遭中共人員綁架，

多次被非法勞教和判刑。他在

長沙新開鋪勞教所遭受過毒打

和電刑折磨；在湖南網嶺監獄

坐了三年半冤獄，遭受酷刑迫

害，身體受到嚴重摧殘。

　　二零一八年七月， 77 歲的

劉而禮出獄回到家中，又被中

共扣發養老金，並繼續受到騷

擾和監視。老人的身體一直沒

有康復，最終於二零二三年一

月二日含冤離世。

上海蔣林英平安夜被迫害致死

十八次被中共綁架 
湖南劉而禮含冤離世

	■上 海 法

輪功學員蔣

林英被中共

三次非法判

刑，坐了十

餘年冤獄，

於去年十二

月二十四日

在非法關押

期間含冤離

世。圖為海

外法輪功學

員手捧被迫

害致死的大

陸 同 修 遺

照，要求中

共立即停止

迫害。

	■文 : 李良善

　　我是七零後，小時候常聽

大人說一九九九年人類要有大

災難，很多人會死去。那時由

於年齡小，對死亡沒什麼概

念，因此也不害怕。長大一點

的時候，知道了唐山大地震的

慘況，所以就害怕大災難的到

來。媽媽安慰我說：天塌大家

死，不要怕。

　　一九九六年年底，我姐送

給我們家族每家一本書，書名

叫《轉法輪》（法輪功的主要書

籍），並告訴我們都要看這本

書，做個好人就會躲過災難。

後來才得知我姐不僅把書送給

了我們，就連她的左鄰右舍、

朋友和熟悉的居委會主任都送

了，住在隔壁單元的我同學的

姥爺家也得到一本。姥爺是教

師，看過書後說：這本書寫得

好，深入淺出，有沒有文化的

都能看懂。

　　我姐煉法輪功後，很快全

家搬到了另一座城市，她的心

胸也變得越來越寬闊，超出了

我們的想像，因為兩年後她把

自己在老家住的樓房給了有房

住的小叔子（姐夫的弟弟）。

那時小叔子家住的是平房，條

件不怎麼好，偷偷住在我姐在

老家的樓房裡。我姐發現後就

把房子讓給小叔子了。她說，

大法師父要求修煉人要為別人

著想。

　　一九九九年沒有發生人們

認知的大災難，但是那一年，

中共和江澤民集團開始迫害法

輪功，還逼著中國人對法輪功

問題表態。我家親人們都不相

信共產黨的宣傳，因為我們都

看過《轉法輪》，知道共產黨是

在造謠。

　　然而，對於我們家族來

說， 大 災 難 真 的 降 臨 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的一天，姐夫

突然打電話給我爸，說我姐丟

了，沒人看孩子了。爸爸立刻

叫上我趕往機場。等候飛機

時，我和爸爸上牙打下牙，一

直在哆嗦。不是冷，是因為不

知道我姐的死活。

　　迫害中，我姐被迫離婚，

回到了老家。後來她被非法關

到勞教所，差點死在裡面。我

去看過她多次，由此知道了共

產黨的殘暴。

　　我同學中大部分都是有一

定社會地位的，相聚時我也不

隱瞞他們，說我姐是修煉法輪

功的，共產黨對法輪功可狠

了。沒想到他們都不相信，

說：「不能吧，不是春風化雨

嗎？」我說：「都是我親眼看到

的，還帶我外甥去過那裡，做

了見最後一面的準備。」聽了

我的話，同學們不吱聲了。我

知道不能怪他們，如果我沒有

親身經歷這些，也不會相信的。

　　我曾問過我姐，當初為啥

要每家送一本《轉法輪》？我

姐說，剛學法輪功時，她看到

師父講過這樣的法：「咱們也

沒有什麼可隱晦的，唯一存在

的可能在將來要淘汰一批人，

那些很不好的人，可能要在一

種強大的疾病中被淘汰，這是

可能的。」

　　在我姐眼裡，誰都是好

人，那時她想不明白「很不好

的人」會是什麼樣？於是就希

望我們都知道好人的標準，從

而躲過被淘汰的命運。

　　看到那些迫害法輪功學

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運

作鏈條，我不知道有多少「很

不好的人」在其中。現在爆發

的瘟疫不是無緣無故，應該

就是在淘汰「很不好的人」

吧。這些人的不幸也應該是從

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的，來自

於共產黨污蔑法輪功的謊言。

我姐說，謊言能吞噬良知、增

加仇恨，而仇恨會使人失去理

智，從而容易受共產黨的誘惑

去做惡。

　　瘟疫還在繼續，法輪功學

員還在講真相救人。願中國人

民都能珍惜現在的時間，去了

解法輪功真相，退出共產黨組

織，做個順天行的人。這次瘟

疫中我也「陽」了，但幾天就

好了，我知道瘟疫不會要我的

命，因為我是順天意的人。

「在一種強大的疾病中被淘汰」—— 我眼中的大瘟疫

	■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中共惡人，隨時會遭惡報與

老天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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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記者鄭岩綜合報導

　　中國疫苗的有效率一直被

中共宣傳為 77% 甚至更高。可

是，中國新一波疫情遠比其他

國家來得嚴重。中國疫苗與出

乎意料的眾多「奧米克戎」重

症和死亡是否有關？

　　2022 年 2 月香港大學公布

的數據顯示，中國疫苗有效率

開始只有 20%、36%，半年後

降低到 1%、8% ！有些業內人

士看到，這 1%、8% 其實也是

美化後的數據，因為根據現有

的大數據分析，不打疫苗的發

病率為 3.33%；打 2 針疫苗的

發病率為 4.43%。換句話說，

中國疫苗促進感染、促進重

症，促成更多死亡，不容掉以

輕心。

疫苗的ADE效應

　　「科興疫苗」與「國藥疫

苗」的研發公司均位於北京，

分別為「科興生物」與中國

國有企業「國藥集團」。據

稱兩家公司均採用滅活病毒

（Inactivated virus，又稱不活

化病毒）來誘導產生可以抗擊

新冠病毒的抗體。

　　2020 年那波疫情爆發以

來，中共一直迴避提及疫苗的

ADE 效應，並掩蓋因注射疫苗

而猝死的案例、打壓當事人家

屬。

　　什麼是疫苗的ADE效應？

通 俗 地 說，ADE(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指

「抗體依賴增強」，即病毒毒

性的增強。接種疫苗注射後，

人體內產生的抗體不但未能消

滅病毒，反而被病毒俘獲和裹

挾，為病毒進入人體細胞開

路，造成病毒暢行無阻。一旦

發現 ADE 效應，疫苗的施打

必須立即停止，免得繼續火上

澆油。

　　在中國，高官家庭不敢接

種國產疫苗，而是暗中用特供

的歐美疫苗。同時，中國百姓

逾 80% 已接種了國產疫苗，

很多人迫於生活不得不接受注

射，也有很多人習慣於政府宣

傳、缺乏獨立思考。

接種中國疫苗後猝死

　　英國廣播公司（BBC）

2021 年 7 月的一篇報導曾透

露，中國的兩大新冠疫苗當時

已成為一些負面新聞的中心，

因為在一些接種中國「科興疫

苗」與「國藥疫苗」的國家，

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出現

攀升勢頭，甚至還出現死亡病

例。報導說，這兩種疫苗均在

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國家，例如

亞洲、南美洲及非洲部分地區

共近100個國家得到普遍使用。

　　2021 年，在中共的「友好

鄰國」吉爾吉斯斯坦，4 月份

網民們曾熱議，該國 39 歲的

外交部領事司副司長沙基羅夫

（Bakhtiyar Shakirov ）接種中

國疫苗後突然死亡。

　　不久，中共的另一「親密

戰友」巴基斯坦也出現類似案

例。胡沙布市（Khushab）的

名叫默罕默德（Malik Imtiaz 

Mahmood）的一名高級警司在

執行任務時突然倒地猝死，且

視頻在當地社交媒體熱傳。當

地媒體「The Namal」6 月 13

日）播放了這段視頻，只說這

名警官死於心臟病突發。但有

人在社交媒體上爆料說，該警

官之前身體一向健康，死亡前

大約兩周（5 月 31 日）剛剛接

種了第二劑中國疫苗。

　　以卡塔爾首都多哈為基地

的國際電視媒體半島新聞臺 3

月 17 日稱，儘管智利為相當

部分人口注射了疫苗，加護病

房卻出現人滿為患，引發公共

衛生危機。塞巴斯蒂安 - 厄加

特博士（Ugarte）說，該國 70

歲以上的病人幾乎死光了，其

中絕大部分都已接種了疫苗。

　　中國大陸也頻頻發生注射

國產疫苗猝死案例。 2022 年，

一段視頻顯示，在中國某地疫

苗施打現場，有人突然倒下，

工作人員不讓人拍攝。

　　2022 年 3 月底，「希望之

聲」接到爆料，遼寧省大連莊

河市桂雲花鄉嶺西村村民、43

歲的王大軍，於接種疫苗當天

死亡。家屬向官方討要說法，

遭到官方威脅。 

祛病健身

中國疫苗可能促成更多重症和死亡

	■文 : 揚帆 遼寧大法弟子

　　二零二二年年底，大陸疫

情爆發，相繼傳來朋友同事的

親人去世的消息。姐夫是某大

學教授，四天走了八名同事；

丈夫的單位有三個同事的親戚

去世；我們小區每天早上都有

放炮的（（當地出殯風俗）。

我們感到時間的緊迫，作為法

輪大法弟子要抓緊救人，叫世

人了解真相、知道避難的良

方——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和「三退保平安」。

　　利用元旦放假，我和丈夫

到他的親戚家拜訪。聽表嫂說

表妹復陽，症狀很嚴重。從表

嫂家出來，我們帶著禮物直奔

表妹家。敲開門，表妹戴著口

罩，不敢讓我們進屋，怕傳染

我們。在我們的堅持下，她才

讓我們進屋，讓我們坐在房間

一邊，她坐另一邊。得知她和

女兒、丈夫都陽了，她沒好利

索又出去，結果復陽，現在很

難受。

　　我們告訴她：中醫認為人

得病是「邪氣入侵」，念「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能增加

正能量，把邪氣趕走。

　　我們還講了為什麼中共迫

害法輪功：因為法輪功傳出僅

七年，煉功人數遠遠超過中共

黨員人數。看到千百萬人發自

內心地尊敬法輪功師父，江澤

民出於妒嫉發動對法輪功的迫

害。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沒

有一條法律說法輪功是邪教，

公安部和國務院認定的十四種

邪教裡面沒有法輪功，法輪功

在中國是合法的。

　　中共和江澤民集團為了給

迫害法輪功找藉口，自編自

導了破綻百出的天安門自焚事

件。如果自焚能圓滿，找個山

溝自焚得了，為什麼要跑到天

安門去「自焚」呢？中共幹盡

壞事，上天要懲罰它，所以會

有天災、瘟疫等發生。

　　疫情面前人人一樣，有錢

有權不照樣死嗎？現在掙多少

錢不重要，全家人平平安安度

過疫情最重要。誠心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是最好的

辦法，不用花一分錢，而且安

全。我們還講了藏字石上的

「中國共產黨亡」是天意的顯

現，是上天要滅共產黨，所以

要三退保平安。表妹說，以前

有人給他們做了三退。臨走時

我們給表妹留下了真相 U 盤和

護身符。

　　我們是星期一晚上去表妹

家的，星期五表妹就發來信息

說：「我好了。祝你們全家好。

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我

當時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感恩

師父的救度。

表妹「復陽」　
念九字真言四天痊癒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白肺」是一個醫學術

語，是指一種中度或重度的

肺炎感染疾病，在 X 光或

CT 檢查下的表現，肺部顯影

呈一大片的白色狀而得名。

「白肺」表現為肺部纖維化，

是世界性醫療難題，是不可

逆的，死亡率比腫瘤還高，

目前還沒有辦法治癒，只能

用藥控制。當肺纖維化發展

到一定階段會出現呼吸衰

竭，會有生命危險。

　　中國疫情大規模爆發，

死亡激增。大量「白肺」病

例不斷出現。有專家表示，

「重症的白肺患者，死亡率很

高」，且「要想讓肺恢復到本

來乾乾淨淨的狀態，是比較

難的，絕大部分患者會留下

肺部纖維化的後遺症」。

　　但是有一些肺炎重症

者，他們幸運地遇到了法輪

大法，只通過修煉法輪大法

或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絕處逢生。

白肺近五成　 
大法顯神威

　　銀菊是一位法輪功學

員。二零一八年春，銀菊的

弟弟建安得了急性肺病，開

始時只感到身體無力，後突

然發起燒來，只好去縣醫院

看病。醫生給建安拍了肺部

片子，說沒事。但只隔了一

天，建安就出現了呼吸困難、

憋悶等現象。再拍片子，肺

部已達 30% 白肺現象，立即

急診住院，第二天又轉到市

傳染病醫院。這時白肺已達

40% ～ 50%。經化驗發現他

感染了多種細菌。

　　醫生說之前有過兩例，

人都去世了。現在沒有好的

治療辦法，每天給他用一些

消炎、激素之類的藥，維持

著生命，每天花費 1600 元，

也不見好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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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好借錢治病。醫生建議進重

症監護室，使用呼吸機，建

安堅持沒去。

　　銀菊去看望弟弟時，弟

弟建安近 190cm 的個子蜷縮

在床上，人很消瘦。為了能

喘上氣來，24 小時不間斷地

吸氧，還要將氧氣的壓力升

到最高。修煉法輪大法的銀

菊對弟弟說：「你學法輪大法

吧，只有大法師父能救你。」

　　銀菊又給弟弟講了好多

學煉法輪功後身體康復的例

子，建安表示也要學大法。

銀菊幫弟弟請來《轉法輪》，

有時間讓弟媳給弟弟念《轉法

輪》，並叮嚀弟弟常常誠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建安在治療中，激素用

量已超出正常許多倍，對身

體產生了副作用。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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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上不來氣兒了。

在他還有一點思維意識的時

候，想到了法輪功師父，便

求師父救救他，瞬間他感到

很舒服。自此身體的狀態也

漸漸好轉，第三天就出院了。

醫生也覺得不可思議。

　　回家後，他天天咳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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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肺部纖維化是

很難治癒的。建安和親朋見

證了法輪大法的超常與神奇。

雙肺纖維化 
死而復生的奇蹟

　　下面是另一位法輪功學

員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

　　一九九六年四月八日我

開始修煉法輪功。二零零三

年五月立夏那天，我換穿薄

底鞋後，開始咳嗽，兩個月

後未好轉。七月十二日，女

兒來看我，給我剝了兩個荔

枝，吃完後我就開始全身發

抖，體溫由 36 度升到 39 度，

當時就昏迷了。女兒叫來急

救車，把我送到縣中醫學院

救治，沒有好轉，第二天持

續高燒 40 度，人仍在昏迷

中。後轉去省醫院急診室，

經 CT 確診為白肺，雙肺纖

維化，心電圖為直線，腎衰、

心臟二尖瓣、三尖瓣不閉合，

血液返流，血糖為 19.8，診

斷為重症肺炎（即老百姓所

說的大葉肺炎）。此病死亡率

很高。醫生已經診斷我不治

了，讓兒女們回去準備後事。

　　但住院第五天，我睜開

眼，甦醒過來。醫生覺的太

不可思議了！太神奇了！我

知道是大法師父給我淨化了

身體，我才得以死而復生的。

　　我現在年已九旬，學法

時，只要光線充足，可以不

戴老花鏡。我也學會了用電

腦。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多

次體現。希望世人能記住：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這

是度過大劫的法寶。

肺炎重症者絕處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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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一言

　　疫苗是個爭論性很大的問

題，很多人說它既能減少染

疫、防止重症，同時又不是完

全有效，還有不明的副作用。

好處與壞處，哪一個更大，是

許多人在爭論的一個焦點。也

有很多人不參與爭論，但卻在

觀察身邊的事實。有位大學畢

業一年多的西人女生說，我家

只有我媽媽打了疫苗，結果也

只有她感染了新冠，發燒，身

體疼痛，在家休息；後來她把

病毒傳染給了我的父親；而

我，沒打疫苗，也沒被傳染。

　　近日有美國媒體發文，說

要暫停疫苗加強針，對現有數

據進行分析，看到底是好處多

還是壞處多。

醫院內外 兩個世界

　　在很多中國人眼裡，中國

大陸現在是「一個國家，兩個

世界」，即，如果眼睛在醫院，

會覺得疫情嚴重得不得了；如

果在大街上，發現車水馬龍，

景點人山人海，鬧市人頭攢

動，一切似乎恢復了正常。

　　共產黨想的是，讓老百姓

自生自滅兩三個月，就算死亡

幾百萬上千萬人，也對社會沒

有什麼人人驚心的震盪。目前

中國有近 10 億人感染，就算有

1000 萬人死亡，死亡率也就是

1%，所以很多大陸人現在很樂

觀。海外媒體著眼在醫院，覺

得大陸疫情嚴重；可當他們轉

眼看街頭、鬧市、景點，中國

到處人山人海的，又覺得中國

人生活好像恢復了正常。

　　然而，這些恰好是中共給

海外設置的迷障，和給中國人

多年洗腦的成效。

如何看人命 人口多少

　　在人命問題上，中國人的

眼睛重點得放在看家人、看親

友和身邊熟識的人，因為比看

電視、看路人更容易得到貨真

價實的信息。為什麼這麼說

呢？

　　中國人口多，死一個小百

分比的「路人」，人眼很難看

出來。

　　例如，「公私合營」和「土

改」，死了多少業主和鄉紳，

幾十年過去了，很多人仍渾然

不覺。「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

死了幾千萬人，北京街頭看不

出來。「文革」死了多少「臭老

九」、「走資派」、「叛徒」、

「反革命」，報紙上看不出來。

二零零三年，薩斯讓中國死了

多少人，上海街頭看不出來。

江澤民下令放開手活摘器官，

殺死了多少法輪功修煉者，醫

院知道，醫生知道，而老百姓

渾然不覺，直到自家的孩子失

蹤了，才開始拚命打聽。

　　又如，文革後多少出盡風

頭的肇事者被拉去邊疆槍斃，

世人渾然不覺，因為大街上多

一個陌生人少一個陌生人沒人

在意；政府機關的辦公樓裡，

當權者走了一波又來一批，走

的那波如何了結的，事不關

己，人們不會過多地去在意。

眼前大瘟疫的迷障

　　再說眼前的大瘟疫，死了

多少人，死因是什麼，從死亡

證書上看不出來，甚至連很多

死者的家屬都覺得死了也正

常、死了就死了，火化、銷掉

戶口，活人的日子繼續過。

　　對整個中國來說，中共搞

運動整死數百萬幾千萬人，都

是全國人口的一個小百分比；

死多少人，剩下的人都是大百

分比。七十九年以來，每一個

殘酷無情的非正常死亡率，都

未改變「中國是人口大國」的

事實。陌生人的生死，民眾無

法知曉真正的信息，知曉了也

做不了什麼，時間長了也就習

慣了，成了中共洗腦的「馴服

羔羊」、「忠實受眾」。

　　人的命，連個數字都不

是。自己的命，只有一條。活

著才能做活著的人想做和該做

的事、愛自己想愛和該愛的

人，而死了，真的就什麼都沒

有了、灰飛煙滅了嗎？千百年

來，世界上各民族都相信天堂

和地獄，要求自己做一個善良

的好人，對家庭和社會負責。

即使到今天，世界上相信天堂

和地獄的人所佔比例依然不

低。一九四九年以後開始上學

和四九年以後才出生的中國

人，真的都不相信天堂和地獄

的存在嗎？

　　中國古老的智慧，認為瘟

疫是社會整體的業力太大所

致，瘟神不誤傷無辜，也不會

漏過誰。疫苗和死亡的真相，

眾人有著難以排除的心結和迷

障，因為科學有很多局限，商

家有很多利益，現在的中國人

有很多被中共灌輸的觀念。

　　疫情中的迷障，是中國人

百年迷障的延續。

善惡因果

　　（明慧網通訊員 合報

導）中國新年即將到來之際，

中國國內網絡世界流行一句讓

人 的話：全中國的兒女都

在「和死神搶父母」。

： 
死人多 可

　　黑龍江哈爾 現在醫院各

科室都住滿了新冠病毒陽性患

者，現在醫院不管啥科，收

治的都是呼吸道疾病的陽性

患者， 有病根本就住不進去醫

院，找各種 道人都住不進

去。一位哈爾 人士說，親人

於二零二零年 天去世，在哈

爾 殯 館西華 辦理相關手

續時，西華 裡面的工作人員

都說很 ，他們都覺得死的

人太多了，不可思議。

海死 人  
的10

　　上海企業家、旅美訪民胡

力任一月十四日 文說，他

天跟上海朋友 天，發現朋友

的母親和他的父親同一天去

世，但是按排 ，朋友母親的

火化時間為本月二十九號，比

他父親的火化時間 後了 16

天。他 算說，原殯 館每天

8 小時的火化時間改為 24 小

時，原為 4 天左右的 體處理

時間延長至 16 天以上，目前

上海死亡人數是正常時期的 12

倍以上，每天死亡人數 至

少突破 4000（正常為 350）。

　　胡力任在 特上寫道，「目

前上海寶山碼頭政府徵用的海

冷鏈 ，已經放置了來自上

海市區的 8000 體。上海

市政府還在加緊建設大量的焚

項目， 計 容至日處理

體 2000 能力。到 天（一

月十三日）夜間為止，死者

家屬領取 灰最長時間為三個

月。」

 

一  
近 人死

　　武 地區消息人士說：「元

旦前後我們小區就死了二十幾

人，其中有我的親戚、街 。

然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但

平時看上去身體都還好……。

我們院子裡死的就有好幾個，

都是中共黨員。其中一個去世

的老人，一個女 是警察、一

個女 是國安。 銷戶口時派

出所說，武 沒有疫情，要寫

是老死的。我對他們說：那肺

白了是怎麼回事？這不是睜著

眼睛說 話嗎？！」

 

大學 員 集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日，十天內雲

南大學連續六位教授去世，均

為中共邪黨黨員。 平，雲

南大學馬克思主 學院教授，

十二月三十日去世，68 歲。

王克 ，女，退休前為雲南大

學地 物理系教工第二黨支部

書記， 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世。

朝 ，雲南大學原副處級

檢監察員，十二月三十一日去

世； 元器，化學科學與工

學院 士生導師，十二月

二十一日去世； 明 ，雲南

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 士生導

師，十二月二十八日去世。

　　二零二三年新年前後，位

於北京的中國石油大學至少有

七名教授病亡，包括該 原黨

委書記華澤 ，原石油工 系

教授劉希聖，原地科系教授

增 ，原基 科學系教授陸慶

邦，原石油化工學部教授

等人。

 

多 中 死

　　媒體報導了多名中共警察

死亡，最大的 58 歲，最小的

年僅 37 歲。 省公安廳

林公安局黨委委員、副局長、

二級高級警長 曉 ，於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因病

死亡，終年 58 歲。江 省常州

市公安局天寧分局 特警大隊

二級警長陸曉 突發心臟病，

於十二月二十一日死亡，年僅

50 歲。河南省周口市西華縣公

安局西夏 派出所指導員葉敬

才於十二月三十一日突發疾病

死亡，年僅 41 歲。雲南省楚

族自治州楚 市公安局刑

大隊四級警長 維雲於二零

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因病死亡，

年僅 37 歲。

窗  家 病

　　廣西桂林灌陽縣是一個

的山區小縣城，路上行人

少，一點不像過年，而往年這

時街上非常熱鬧，到處 著

人。從一個米 老 那裡得

知，他父親（70 歲左右）感染

新冠病毒好了之後幾天，因為

出了 ，洗了熱水 就變為重

症，到醫院搶救，檢查發現肺

全白了，本地沒有能力救治，

讓送去桂林醫治，家人不同

意，知道去桂林說不定就在路

上死了，就不去。

　　灌陽民族中學發生過有學

生上體育 倒地死去。據悉，

那裡醫院重症室每天要死四、

五個老人。

　　有一家人躲在 村家裏避

疫，有一天氣溫高開 透氣，

結果一家人全發病。

化 作

　　河南一縣級市的一家火

場員工透露，現在每天火化

160 遺體，而在新冠大流行

前火化量只有 30 ～ 40 。一

名殯 工作人員說，他比平時

三倍，並將其 於新冠。

《華盛頓 報》報導，重慶市江

南殯 館的接待員 述了工人

如何分成三 倒，使殯 館可

以全天 24 小時運作的情景，

「從我上 到下 ，大廳裡全

是安排火 的人。」在 州省

省會 陽的景雲山殯 館，一

名接待員對《華盛頓 報》記者

說，在二零二二年十二月最後

兩周，他們每天處理多達 250

遺體。存 空間已滿，焚化

每天 24 小時運行。

 

　　自由亞洲電臺一月十三日

報導說，河北石家莊一位不願

名的醫生證實，包括北京、

山東、四 等地許多患者，在

首次感染新冠康復後一個月就

出現「二次感染」，而且症狀

明顯。

　　中國工 院院士、中醫內

科專家張伯禮 早接受《科

日報》採訪時說，提醒民眾小

心「二次感染」，指相較於早

期變 株，奧密克戎毒株可能

引發更多的突破性感染和重複

感染。

　　張伯禮強調，也有少數研

報告，與僅感染過一次的患

者相比，再次感染的患者出現

並發症的風險更高，包括肺

部、心血管、糖 病、 道

和神經系統等並發症。

疫情之謎：百年迷障的延續

中國各地疫亡人數不計其數
	■ 2 0 2 2 年

12月20日，

北京一家殯

儀館外的景

象。

	■ 2023 年 1
月 3 日， 上

海醫院擠滿

了大批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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