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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慧 网 】 66 岁 的 阮 东

（Dong Nguyen）先生是美国德州

的一位越南裔中医师。在 2020 年

感染新冠病毒，在死亡降临的那一

刻，他找到了抗疫良方得以生还。 

2020 年 8 月 3 日，阮东出开

始发烧，咳嗽一整夜。他判断自己

染上了中共病毒。 

8 月 4 日早上，阮东到医院确

诊染上中共病毒，住院隔离。他处

于昏迷状态，呼吸急促，且不停地

咳嗽，全身无力。医生给他静脉注

射抗生素，口服其它药，症状没有

缓解。血糖却升到了 420，血压值

分别是 160/120（一般人的正常值

在 120/80 左右）。5 日他挂上呼

吸机，送入了重症病房。 

8 月 7 日，阮东的病情进一步

恶化。他决定回家自行隔离，那时

他已经完全无法行走了。回家后仍

然不停地咳嗽，呼吸率只有 10%。

在得知另一医师友人已染疫去世

后，他拿起笔来

给夫人留遗嘱。

当时他已经连呼

吸的力气都没有

了。 

这时候，他

想起了一位法轮

功医师朋友教过

他法轮功。他与

这位法轮功医生沟通后，不再吃

药，自己在床上炼法轮功的第五

套功法——静坐。随后他的呼吸

率达 50%，摘掉了呼吸机，不再咳

嗽了，血糖降为 135，不再发烧

了。8 月 10 日，阮东站起来炼法

轮功的其它几套功法。奇迹来

了，咳嗽消退了，呼吸率增加到

85％，血压值和血糖值稳定了。

还难得睡了一个好觉。 

他说：“我感到了生命的重

生”，他在心中深深地感谢法轮

功李老师，感谢法轮大法。◇ 

Dong Nguyen 
 

图：2022 年 7 月 10 日，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千人齐聚美国曼哈顿华
埠，举行盛大游行，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法轮功也称法轮
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今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 5700
项。全世界唯有中共统治下的大陆残酷迫害法轮功信仰者。 

【明慧网】法轮功创始人李

洪志先生 2020 年 3 月在《理

性》一文中警示：“其实瘟疫本

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

力大了而来的。”“但是目前

“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

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而来

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

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作为世人如何才能趋吉避

凶？李洪志先生在文章中说：

“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

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

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

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

待。”李洪志先生指出：“人应

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

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

法，这才是灵丹妙药。” 

可以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 

(www.tuidang.org）以真名或化

名声明“三退”。如果您无法翻

墙，可在公共场合写下或贴上

“三退”声明，抛弃邪党，因为

神佛看人心。诚心敬念“法轮大

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

会得到神佛的护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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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玉没死，就骗孙广玉的哥哥孙广

清说有一些事情要核实一下，让她

跟他们去一下，孙广玉不同意，她

女儿也不同意（女儿在上学，汤志

亮来是吃饭时间）。汤志亮向她女

儿保证说在她放学之前就回来。并

且向她哥哥保证，说当天就让她回

来。他们说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随后把孙广玉送到了看守所，被非

法劳教两年。 

在江苏句东劳教所期间孙广

玉受到非人的折磨，两次抽血，并

且每个炼法轮功的人都编了号，孙

广玉问警察：为什么只有我们炼法

轮功的人抽血，其他的劳教人员不

抽血？她们一直不回答。有一位炼

功人不愿去抽血，劳教所派了六、

七个吸毒和其他劳教人员把她绑架

抬到劳教医院（回来后才知是找器

官配行） 。肉体精神受到极大的

摧残，大半个月时间，孙广玉从原

来的 130 斤急速瘦到 105 斤（孙广

玉 169 的身高），头发也全白了。 

二零零七年二月孙广玉回到

家，因不放弃信仰，十月又把孙广

玉被非法关押到凤凰井洗脑班。 

二零零八年奥运会期间，又

以“为了保证奥运会的正常举办”

等莫名其妙的理由，国保大队长王

荣带领警察四、五个人又把她从店

里非法关押到洗脑班，丈夫因承受

不了压力提出与孙广玉离婚（当时

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孙广玉后

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双重的打击使孙广玉的身体

和精神的承受达到了极限，身体非

常虚弱，送到劳教所一个多月，胃

出血使她几乎昏迷，血压只有低

压、没有高压，随时都有生命危

险。劳教所怕承担责任让孙广玉保

外就医。 

二零一零年，孙广玉又被绑

架到白马洗脑班，她绝食抗议，非

法关押十八天后被放回家。◇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江苏报道）二零二三年一月五日，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法轮功学员孙

广王、潘成英被警察绑架。因孙广

王身体出现状况，现已回家。潘成

英现还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 

一月五日，十几个警察闯到

孙广玉家非法抄家，当时孙广玉本

人不在家。她回家时，家被非法抄

了。警察非法抄走私人物品（大法

书籍、打印机、救人的真相资料、

几千元真相币等）。之后，孙广玉

被绑架到永阳派出所。那天同时被

绑架的还有法轮功学员潘成英。 

永阳派出所警察将孙广王、

潘成英送到南京市看守所，想继续

迫害，因孙广王身体出现状况，看

守所拒收，现孙广玉已回家。潘成

英现还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 

潘成英被迫害的经历： 
潘成英于一九九八年修炼法

轮功后，她的顽症—头痛不翼而

飞，她按照师父真、善、忍的要求

尽量做好，家庭和睦，工作顺利。 

二零零七年十月，潘成英被

南京市溧水区的国保大队警察綁

架，国保大队和 610 的人员到家非

法抄家，把她绑架至溧水的岔路口

洗脑班，并且非法到她家里抄家，

潘成英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她后来被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天。 

二零零九年三月，潘成英被

绑架到洗脑班，家被抄。她被关了

两个多月之后，被非法判劳动教养

一年。 

在潘成英被非法劳教期间，

她的工作单位（南京市溧水区第一

初级中学）也被取消了一切评优资

格，名誉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潘成

英被溧水县国保大队、和 610 的人

员绑架到白马洗脑班，之后到她家

里非法抄家，抄走了电脑、手机等

一些私人物品。共被非法关押五十

四天。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在溧

水东屏高铁，铁路上的警察查身份

证时将潘成英非法拦截，非法扣留

了她的电脑，转给溧水国保大队和

永阳派出所，他们又去搜她家。电

脑也不肯还给她。潘成英的行动一

直受到非法限制。 

孙广玉被迫害的经历 
孙广玉，女，一九六三年十

月十五日出生，于一九九七年开始

修炼法轮功。她是做建材生意的，

修炼大法后，按照师父“真、善、

忍”的要求尽量做好，不进假货，

不坑害客户，童叟无欺，原来火爆

的脾气也变的平和了，家庭和睦

了，事业顺利了，大家都愿意到她

店里买东西，都说她是个好人。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起，由江泽民一手发起了全面公开

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

修炼者之后，因孙广玉坚持信仰法

轮 功 ， 多 次 遭 到 江 泽 民 非 法 

“610”组织指使“国保大队”，

绑架十几次、劳教两次。 

一九九九年七月，孙广玉带

着十岁女儿甜甜去江苏省委省政府

去上访，被非法关押一天一夜后，

紧接着就被非法关押在溧水县（后

改为溧水区）东芦中学一星期，过

了几天（具体时间已记不清）又被

非法关押在溧水民兵训练基地，并

且每人需要交伙食费 100 元。 

因孙广玉不放弃信仰真、

善、忍，二零零一年又被非法关押

在中山水库八十一天。在非法关押

期间 24 小时不准出房间。几天几

夜不许睡觉，精神和肉体遭到极大

地摧残。 

二零零五年五月，因孙广玉

不放弃信仰，溧水“国保大队”派

人一直跟踪、监视十几天。孙广玉

骑着摩托车行驶在路上他们用轿车

堵路，把孙广玉当街架到凤凰井洗

脑班。在洗脑班，主任杜建平和国

保大队队长汤志亮对她非法提审，

强迫放弃信仰。孙广玉被折磨得几

乎精神崩溃、突然昏倒。恶人怕承

担责任，通知家人去医院接她。一

星期后，汤志亮及 610 人员知道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