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亦清採訪報

導 ） 新 喀 里 多 尼 亞（New 

Caledonia）人口三十萬，坐

落南太平洋，風景優美，是法

國的海外屬地之一。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聖誕節假期，十五位新西蘭法

輪功學員來到這裡發現，新喀

里多尼亞人民都非常友好、善

良，他們認同真、善、忍理

念，感恩有機會學習法輪大法。

　　當地一家電台還向聽眾介

紹了法輪大法，並鼓勵人們去

教功點學煉。

華人了解真相  
敬佩法輪功

　　馮先生來自中國廣西北

海，已在新喀里多尼亞生活了

二十多年。他在公園看見法輪

功學員們在煉功，黃色的 T 恤

上的中文「法輪大法好」讓他

眼前一亮。

　　「中共的專制我都很了

解，我不相信中共。我有個堂

叔，因為學習了法輪功被迫

害，所以我了解真相，我也喜

歡真、善、忍。」他熱情地對

學員說，「我的家鄉很美，可

是我不喜歡中共，中共專制、

（老百姓）沒有人權。」

　　臨走時，馮先生決定退出

曾經加入的少先隊，遠離中

共，拋棄中共。

　　林先生來自山東，已移民

新喀里多尼亞三年。他說：「面

對這次疫情，他們（中共）對

生命的漠視表現得淋漓盡致。

中共的媒體都是睜眼說瞎話，

我都不看的。」

　　他接著說：「中共活摘法

輪功學員器官，太邪惡！他們

還試圖混淆黨和國家的概念。

海外華人都愛國，眷戀故鄉。

中共試圖宣揚他們代表中國，

其實他們篡奪了政權，是叛國

者……海外華人看微信，他們

就用微信給華人洗腦。」

　　林先生還由衷地說：「很

多法輪功學員都是處級、局級

幹部，他們非常堅定，堅守自

己的信仰，不妥協、不放棄，

我佩服！」

人們擁抱真善忍理念

　　以色列夫婦拉莫（Ram）

和阿達爾（Adar）來新喀里多

尼亞旅遊，兩人得知在市中心

公園可以學習法輪功後，特地

過來學煉。

　　「我總是思慮過多，很想

放鬆，這個功法讓我感覺很放

鬆，非常好。」阿達爾表示，

真、善、忍理念非常好，「想

要有健康的身體，首先要有正

確的思想，因為一切都有著內

在聯繫。」學習法輪功讓她感

到「回歸自我」。

　　拉莫知道中共鎮壓法輪

功、迫害學員的真相，他說：

「中國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中共為所欲為，沒有民主。」

　　維奧萊特（Violette）的

丈夫在前不久染疫去世，她非

常悲痛，心情十分低落，一直

盼望能學習冥想打坐，來放鬆

心情。學習法輪大法不但免

費，而且能量場很強，所以在

得知幼兒園有教功時，她來回

步行三個小時前來學煉。

　　「這套功法有療癒作用、

能讓人放鬆，今後我還要繼續

學煉，讓自己變得更好、更健

康。」她表示，真、善、忍的

價值觀正是她所需要的，「我

感謝有這樣的機會學習法輪

功，我真希望我們這裏也有煉

功點。」

　　拜克（Philippe Bak）和

嬸嬸古丁（Roselle Guedin）

在購物中心遇見法輪功學員在

派發介紹傳單，立即表示他們

想學。打聽到學員們的住宿旅

館後，兩人晚上趕到旅館來學

煉法輪功。

　　「由於我從事金融工作，

每天感到壓力很大。」拜克表

示，醫生建議他學煉能讓身心

放鬆的功法。當晚，拜克學煉

法輪功後說：「感覺身體很輕

鬆，非常平和，真是太感謝有

這麼好的功法了。」

　　拜克說嬸嬸古丁心地善

良，幫助他克服挫折、走過困

境。「今天和嬸嬸一起學法輪

功，我們真是很幸運。」

　　古丁在一旁點頭說：「是

的，真、善、忍是我一生都在

追尋的理念。我剛才學功時，

感覺思想完全融入在功中，沒

有一點雜念，非常舒服、祥

和。」

	■文 : 美國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三

日，美國知名電台主持人瑞克

﹒詹森（Rick Jensen）在德

拉華州 WDEL 電台做專題節

目，主題為「倖存者講述中共

政府奴役無辜公民並摘取其器

官以牟取利益」。

　　曾被評為「美國 100 位

有影響力脫口秀主持人」之一

的詹森，在節目開始時向觀眾

介紹：「中共政府正在抓捕和

平、無辜的修煉者，把他們關

進奴隸勞改營裏，摘取他們的

器官，並出售這些器官為中共

政府牟利。法輪功就是我所說

的這個平和的佛家修煉者（群

體）。」

　　「我看到有很長的刀子切

口，用黑線縫在一起，從他的

喉嚨一直到胸前……」現居紐

約、37 歲的韓雨在節目中回

憶，她的父親韓俊清因堅持修

煉法輪功被中共抓捕，僅三個

月即被迫害致死。之後中共當

局強行火化她父親的遺體，疑

掩蓋活摘器官罪行。

　　韓俊清去世的兩年後，二

零零六年，中共祕密大規模從

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罪行被

揭露出來，這個被稱為「這個

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迄今

仍在繼續。

　　節目後半部分，費城臨

床心理學家、醫生反對活摘

器官組織（DAFOH）董事會

成員傑西卡﹒羅素（Jessica 

Russo）醫生表示，中共前黨

魁江澤民是下令迫害法輪功和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元凶。

他 近病亡，但「所有關於他

死亡的文章中，我能看到的只

有一兩行有關法輪功的迫害。

這真的是一個恥辱，因為這是

中國 大的被迫害群體。」

　　「為甚麼沒有大量的國際

憤慨和對中共的製裁？」主持

人詹森替聽眾們提出疑問。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人

們對這個問題的關注是如此之

少。這是因為我們（國際社

會）在中國有投資。我們與

中國有貿易往來。」羅素醫生

表示。

　　羅素醫生說，醫生反對活

摘器官組織一直致力於與立法

者合作，推動制止中共對法輪

功修煉群體的活摘器官罪行，

「我們在眾議院和參議院有三

個法案。有一個『停止強行摘

取器官法案』在眾議院傳閱，

參議院也有相應的法案。」這

些法案的通過將確保制裁任何

被確定為參與強迫摘取器官的

人。 「它將限制濫用，它將確

保我們的政府在移植領域不與

中共勾結。」 

新喀里多尼亞民眾歡迎真善忍

美電台做專題節目 講述中共活摘器官牟利

	■二 零 二 二 年

聖誕節假期間，

十五位新西蘭法

輪功學員來到新

喀里多尼亞後發

現，當地人民友

好 善 良， 認 同

真、 善、 忍 理

念，許多人感恩

有機會學習法輪

大法。

	■文 : 愛爾蘭法輪功學員

　　克里斯蒂安（Kristian）

在簽名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輪

功後，希望了解更多關於法輪

大法的信息。聽到學員介紹是

按照真、善、忍為準則來修

煉時，他脫口而出：這是「全

人類的事」「與人們的文化背

景、所在的國家沒有關係」。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八

日，法輪功學員來到愛爾蘭首

都都柏林市中心繁華的商業大

街上，向人們傳遞大法的美好

及迫害的真相。一些民眾感

動地說：「在這樣寒冷的天氣

裏，你們依然在這裏，謝謝

你們。」「你們做的是一件很

有意義的事情。」許多人在了

解到中共依然暴力打壓這個平

和的修煉團體後，深感震驚，

表示要將信息傳遞給身邊的親

友。

　　普拉泰克（Prateek）曾

在媒體上讀到中共殘酷迫害信

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報

導，「實在是太恐怖了！」他不

住地重複這句話。他贊同法輪

功真、善、忍的準則與人類的

本性相連，「在我看來，這是

一種功法，也是一種生活的方

式，無論是誰想要按照這個準

則來做，都應該被允許，政府

不能通過鎮壓的手段強行阻止

民眾這樣做。」

　　談起中共的控制與迫害，

曾多次去中國旅遊的布賴恩

（Brian）和莎拉（Sarah）夫婦

表示，每次前往，他們都覺得

中共對中國人的控制比上一次

來到這美麗國家時更嚴密了。 

愛爾蘭民眾：

真善忍是

全人類的事

　　（明慧記者德祥德國紐倫

堡報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十日國際人權日，法輪功學員

在德國紐倫堡集會，揭露中

共二十三年來對法輪功學員的

迫害，以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罪行。德國國會議員菲利

瑟爾致函聲援法輪功學員反迫

害。

　　紐倫堡是德國巴伐利亞州

第二大城市，以二戰後舉行對

納粹戰犯的紐倫堡審判而著

稱。來自紐倫堡的德國國會議

員菲利瑟爾（CSU，Michael 

Frieser）為這次活動發來支

持信，信中說：「德國和歐洲

不能在這種持續的、中共希望

能掩蓋的罪行面前閉上眼睛。

通過經濟上靠攏以保護人權這

種方式，已被證明只是一種錯

誤的願望。我們必須直接而堅

決地要求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

和其它被迫害的群體。」

　　紐倫堡人權辦公室主

任 密 籐 胡 貝 爾（Martina 

Mittenhuber）也為當天的集

會發來支持信。在信中，她

說：「中共必須對摘取法輪功

學員器官的指控做出回應，獨

立觀察家必須能夠自由接觸到

中國監獄和拘禁設施，以對指

控能開展調查活動。」

　　出席者中，還有來自德

國巴登符騰堡州譚海姆市

（Tannheim）的市長翁哈斯

（Thomas Wonhas）伉儷，他

們為發言人的演講鼓掌。翁哈

斯從學員那裏了解法輪功及中

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後表示，法

輪功學員傳播真相很重要。

法輪功紐倫堡集會 國會議員致函聲援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法輪功學員在德國紐倫

堡集會，揭露中共二十三年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以及活摘

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二 零 二 二 年

十二月十三日，

美 國 知 名 電 台

主 持 人 瑞 克 ﹒

詹 森 在 德 拉 華

州 WDEL 電台做

專題節目，講述

中共活摘器官牟

利。（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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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 : 英國大法弟子

　　我因為常年耳朵背，和生

活在一起多年的兒媳交流，都

需要用到紙和筆。四十年前，

北京耳鼻喉研究所就診斷我的

耳背是「藥物中毒」，根本治

不好。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九日早

晨，我剛起床，走到洗手間，

聽到孫女說問候的話，這次聽

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我以

為她剛從外地來，說話嗓門

大，我也沒有太在意。過了一

會兒，兒媳也說了一句話，我

暗想：這一次怎麼也聽得這麼

清楚？我試著重複家人們說的

話，發現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我於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

法輪功。修煉之前，患有嚴重

心臟病、骨質增生、婦科病、

失眠、健忘症等十多種疾病。

得法不久，奇蹟就開始在我身

上展現。

　　記得第一天煉完功，當晚

很容易就睡著了，一直睡到大

天亮，也沒做夢。起床後頭腦

十分清醒，這是多年久違了的

事。接下來，我感到走路一身

輕，上樓上多高也不累。大法

書上說到的現象，我幾乎都體

驗到了，包括老年婦女來例假

的情況。

　　一月十九日恢復聽力的那

一刻，我熱淚盈眶。我告訴兒

子、媳婦、孫子，這是慈悲的

大法師父給我拿掉了障礙聽力

的病業，我能面對面向世人講

真相了！當天下午學法時，我

不用戴眼鏡也能看得清楚，這

是另一個驚喜。

　　我全家六口人見證了大法

的神奇。前天（一月十七日）

外甥女來看我，只能湊近我的

耳朵交流幾句；昨天家人和我

交流時，說話須大聲再加上手

勢；今天外甥來看我，卻能面

對面交流，沒有任何障礙。

　　家人們都不敢相信這是真

的。這真是昨天今日兩重天。

如果不是親身經歷，誰能相信

呢？就算是打針，吃藥，都還

得有個過程呢！全家人都感謝

大法的恩典，表達不盡對大法

師父的感恩。我的家人都相信

大法，做了「三退」，通過這

次神跡展現，他們更堅定了對

大法的正信。

	■文 : 潔淨 （中國吉林）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四

日，在外地工作的丈夫感到身

體不適，吃藥不見效果，後來

發展到全身浮腫，住進醫院。

醫生會診，說丈夫的情況特

別嚴重，心臟腫大，射血量

20%，嚴重心衰導致五臟全部

受損，還有三高。醫生說翻個

身人都有可能過去，還建議換

心臟。當時我因為修煉法輪功

遭迫害，被迫離家在外。

　　丈夫是工程師，一直支持

我修煉法輪功。尤其是二零

一九年，那天我沒在家，四個

警察到我家非法抄家，並在我

家蹲坑一天，企圖綁架我。警

察連哄帶嚇，要我丈夫說出我

在哪，派出所所長說：「我們

休息的警察都叫來了，拘留她

十二天就回來。」

　　警察又恐嚇說，如果不配

合他們，就叫我們家破人亡，

還說要天天到我兒子單位騷

擾，叫兒子上不了班。我兒子

也是工程師，父子倆都是單位

的骨幹。丈夫不為所動，被警

察綁架到派出所，關押了 14

個小時。期間警察給他戴上手

銬，關閉攝像頭，強迫他蹲

下、站起，逼他說出我上哪

了，說出與哪位同修聯繫。丈

夫不配合他們，手腕被手銬勒

出血，疼痛、麻木半年多。

　　丈夫住院期間，兒子陪

護。我要陪丈夫，丈夫堅決不

同意我去，他說：「你來要出

事，不是你惦記我了，而是我

惦記你了。」我用和丈夫聯繫

的專用手機，每天給丈夫或兒

子打一次電話，打完電話把電

池拿掉，通話時求神佛保護。

我囑咐丈夫、兒子誠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並告訴

丈夫：「七分精神三分病」，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把

病魔看小，把自己看高大」。

丈夫欣然接受。

　　我又囑咐兒子：「你爸身

體會很快好的，百善孝為先，

好好照顧你爸爸，給你爸爸

勤洗腳、擦身，現在你就是咱

家的頂樑柱了，放下錢財和工

作，你爸爸的身體是 重要

的。咱家的事你來做主。」兒

子照顧他爸特別用心，一日三

餐換樣買，給他爸買舒適得體

的衣服，照顧得無微不至。兒

子從前大事小事都沒遇到過，

用兒子的話說人生比較平順。

丈夫告訴我，兒子變了。我

說：「通過你這次魔難，咱家

壞事變成好事了。」

　　我丈夫的精神狀態特別

好，病情大有好轉，腫大的心

臟逐漸變小。醫生說：「你這

是醫學界的奇蹟，像你這樣的

沒有能活下來的，你撿了一條

命。」

　　這所醫院確診不了病因，

需要去省城大醫院確診。到

十二月初，丈夫才住進省城

大醫院做核磁共振、血管造

影，十二月中旬，確診為「冠

狀心肌缺血粥狀動脈硬化心

肌病」，其中一條血管堵塞

99%，需做搭橋手術。他自己

沒感受到那麼嚴重，大夫說像

他這種症狀，坐著都得氣喘。

　　手術那天，我又囑咐丈

夫、兒子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我也念，同修也幫

著念。我堅信只有大法師父能

救我丈夫，我求師父救他，心

裏特別踏實。結果手術特別成

功。大夫說：「你走遍全國也

沒人敢給你做這種手術的。」

我知道，這都是大法師父的護

佑和救度！

　　丈夫住院一個半月回到家

中。幾個月過去，丈夫的身體

恢復得特別好。二零二二年三

月三日，他脖子上戴著真、

善、忍護身符，踏上南去的火

車，上班工作了。

醫生：「你這是醫學界的奇蹟」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自中共去年十二月突然放

開防疫以來，全國各地醫院爆

滿，殯葬系統崩潰。法輪功創

始人李洪志大師一月十五日揭

示，三年多來中共一直在掩蓋

疫情，中國的疫情已經死了 4

億人。

　　目前中共還在極力掩蓋疫

情死亡人數。下面是大陸各地

民眾講述了發生在自己身邊的

疫情和死亡情況。

山東：一個村一年內

五六十人去世

　　山東一個普通村子一年死

了五、六十人。一位山東人士

告訴明慧網說：今年年前回老

家，家中老人告訴我，前幾天

有人統計過，村裡一年死了

五十多個人，近幾天又死了十

多人。說是死的人都有基礎

病，而且不是一個一個地死，

一般是死一個再跟上一個。也

就是一兩天內死兩個人，大家

都感覺很奇怪。

　　他說，死的人從五十多歲

到八、九十歲不等。算起來，

平均六、七天就死一個人。村

裡年輕人大多都在外面打工，

死了這麼多人，百分之八、

九十的人都不知道。要不是回

老家，老人說起來，他也沒想

到村裡一年會死這麼多人，真

的是觸目驚心。

　　這位山東人士還說：「我

也算了一下，我們這個大家庭

從疫情開始後，接連死了四位

老人。如果不是疫情，他們會

活得更久一些，其中一位是年

前剛過世，感染了新冠。人死

了還不讓聲張，偷偷辦了喪

事，親朋好友都沒有通知。」

吉林：一個樓道兩星期

內十幾人去世

　　現居俄羅斯的華人柳女士

說，她的一位親戚在吉林省公

主嶺市住了兩個星期，他住的

那個樓道裡（公寓裡連接房屋

幾個單元的走廊）在這兩個星

期內死掉了十幾人。她說：「就

那兩個星期啊，十幾個人啊就

抬出去了。挺可怕的。」

     吉林省農安縣燒鍋鎮明佳

小區的一位女士說：「長春中

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那段時間爆

滿，死老多人了，過年那兩天

還死呢，一天得死一、兩個，

不敢出門，怕看到棺材。」明

佳小區緊挨長春中醫藥大學附

屬醫院。

河北：火葬要送禮

　　家住河北省石家莊市的企

業家張芷瑞（化名）女士接受

大紀元採訪時說，現在燒人必

須走後門托關係送禮。大的火

葬場送 6000 元（人民幣）的

禮品，小的 4000 元（人民幣）

禮品。她說：「現在都沒有儀

式。燒一個人四十分鐘到一個

小時。二十四小時燒。大概三

個（火化）爐子。（屍體）放

在樓道裡等著燒。周邊共有

七八個火葬場，每個火葬場每

天都在排隊燒人，有後門才能

（馬上）燒，沒後門一個星期

以後才能燒。死了人燒不了。」 

湖北：農村很多靈堂

　　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協會網

站一月二十七日刊文指出，在

前往湖北省農村的沿途，看到

了很多用帳篷搭起的靈堂。許

多農村老人因疫情過世，連做

法事的道士都忙不過來。

殯儀館配備警力

　　大紀元獲得中共國務院聯

防聯控機制綜合組一月十日發

出的一份內部文件，該文件

提到，「濟南市公安、民政部

門在殯儀館配備警力人力，

二十四小時輪崗值班」， 並推

廣這種做法。中共嚴控火葬場

的原因之一，是為了瞞住染疫

死亡數據。

中共瞞染疫死亡數據 大陸民眾述身邊疫情
大陸疫情專欄

失聰四十年重獲聽力

	■ 2022 年

1 2 月 2 0
日，中國北

京，一位市

民在火葬場

捧 著 骨 灰

盒。

　　（中國大陸來稿）我妹

妹不久前感染了新冠，肺

部三分之一轉白肺，送醫

院急診室時昏迷，又無法

住院就診，急得兒女哭泣。

　　妹妹清醒一點後，想

起我平時不斷告訴她急難

時一定要誠心敬念九字真

言：「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她就不斷地念，不斷

地念。她現在恢復得很好。

　　兒女們告訴她，當時

她所在的急診室，五分鐘

內就死了三個人。她感恩

大法師父救度之恩！

念九字真言　

新冠白肺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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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二零二三年一月份又獲知，

有 15 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共迫

害中含冤離世。其中，黑龍江

省 2 人；吉林省 2 人；河北

省 3 人；山東省 2 人；遼寧

省 1 人；安徽省 1 人；湖北省

1 人；湖南省 1 人；北京市 1

人；上海市 1 人。

　　信息採集時間：二零二三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三年一月

三十一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

沒有發表的迫害致死案例。截

至二零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中國大陸已經有 4904 名法輪

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1. 長春 31 歲姜勇被枉

判八年半　冤獄期間

被迫害致死

　　姜勇，男，31 歲，吉林省

長春市法輪功學員。二零二一

年六月底，姜勇遭公安綁架、

構陷，被非法判刑八年半。在

吉林公主嶺監獄，姜勇被迫害

致生命垂危，家屬多次要求保

外就醫，但有關部門相互推諉

不管。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三

日（大年初二），姜勇在長春

市公安醫院含冤離世，年僅 31

歲。

2. 武漢市宗明女士被

洗腦班迫害致死

　　宗明，女，59 歲，湖北省

武漢市法輪功學員。二零二二

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宗明等八

名法輪功學員被武漢市礄口漢

水橋街派出所警察綁架。

　　 八 個 多 月 後（十 二 月

二十六日），武漢礄口區額頭

灣洗腦班通知宗明的家人，把

她接回家。此時宗明已經被迫

害得骨瘦如柴，滿頭黑發變成

了滿頭白發，說話都困難。二

零二三年元旦，家人把宗明送

醫院救治，醫院拒收，宗明當

天在醫院急診室離世。

　

3. 上海蔣林英女士平

安夜被迫害致死

　　蔣林英，女，年近 70 歲，

上海市寶山區法輪功學員。二

零二二年九月八日被上海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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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所拒絕家屬去探視。

　　蔣林英曾被中共非法勞教

一次，被非法判刑兩次（分別

為三年半、五年），累計被非

法關押十年。在獄中遭受打毒

針（破壞腦神經）、暴打、罰

站、罰坐、不准上廁所、餓肚

子等各種折磨。

4. 河北賴志強坐七年

冤獄 出獄前被冀東監

獄迫害致死

　　賴志強，50 多歲，河北

省唐山市法輪功學員。賴志強

遭受近七年的冤獄迫害，在即

將期滿出獄、家人盼著他回家

時，卻等來他離世的噩耗。二

零二三年一月三日上午八點，

賴志強妻子接到冀東監獄通

知：賴志強已死。

　　家人趕到監獄，獄方卻要

求交一千塊錢才讓見。第二天

家屬見到遺體，看到賴志強已

經幾乎不足一米，臉變形不成

人樣。四、五個警察拽著賴志

強的妻子，不讓近前，不讓

摸，不讓換壽衣。家人要求帶

遺體回家，獄方不同意，還騙

賴志強的女兒簽字，匆忙將遺

體火化。

　　

5. 十八次被綁架迫害

湖南81歲劉而禮含冤

離世

　　劉而禮，湖南省冷水江市

法輪功學員。他先後十八次遭

中共警察、「610」人員綁架，

被非法拘留八次，非法勞教四

次，共五年。劉而禮 73 歲時，

還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零一八年七月出獄後，

老人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太好，

又被中共非法扣發養老金，且

常年受到騷擾、監視，身心遭

受多重打擊。劉而禮於零二三

年一月二日含冤離世，終年 81

歲。老人離世前一個多月，中

共人員十多人非法闖入他家，

想把他帶走，看到他躺在病床

上，下地都很困難，才作罷。

　　

6. 曾遭酷刑折磨　 
河北崔秀珍含冤離世

　　崔秀珍，女，河北省深

澤縣北白莊村法輪功學員。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瘋狂迫害

法輪功後，她為了給大法說句

公道話，多次被中共非法關押

和酷刑折磨，還被勒索錢財一

萬八千元。

　　崔秀珍在中共勞教所、看

守所曾遭受電、打、擰、撒辣

椒、燒腳、擰乳房等流氓手段

殘酷迫害，九死一生。迫害導

致她後來小腦萎縮、癱瘓失

語，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含

冤離世，終年 80 歲。

　　

7.修大法三天絕症消失

北京秦靜遭迫害離世

　　秦靜，北京市崇文區法輪

功學員。二零一零年十月，秦

靜在北京東郊黏貼「法輪大法

好」不乾膠時，被北京市朝陽

區高碑店派出所綁架，後被非

法勞教兩年。二零一五年十月

底，秦靜依法控告迫害元兇江

澤民。此後，中共鎮政府及派

出所警察上門騷擾不斷，在紅

色恐怖高壓下，秦靜於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離世，

終年 64 歲。

　　

8. 佳木斯市王玉芳遭

迫害離世

　　王玉芳，佳木斯市法輪功

學員。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

迫害法輪功以來，她多次被騷

擾，六次被中共人員綁架，曾

被非法勞教、判刑。在佳木斯

看守所被注射藥物導致癱瘓，

一度失去記憶。二零二二年九

月二十八日早上，王玉芳離

世，年僅 59 歲。

　　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王

玉芳向 高檢察院和 高法院

控告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

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責。

　　

9. 屢遭迫害 
山東申亮華含冤離世

　　申亮華，山東省聊城市冠

縣桑阿鎮法輪功學員。累次遭

受中共迫害，二次被非法勞教

迫害，三顆門牙被打掉。申亮

華回家後，經常被騷擾。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申亮華

含冤離世。

　　申亮華離世二十八天後，

桑阿鎮兩中共人員還讓村支書

領著又去騷擾申亮華家，家人

告訴他們申亮華已經不在了，

他們才說：「以後不來了。」

10. 遭中共 13 年冤獄

迫害　山東于春強含

冤離世

　　于春強，66 歲，山東省

萊陽市譚格莊鎮西河北村法輪

功學員。二零零八年，于春強

被當地中共法院非法秘密判刑

十三年。在山東省監獄被迫害

至出現糖尿病、高血壓、腦溢

血等症狀。于春強二零二零年

九月二十日出獄後，仍經常遭

中共人員騷擾，身體無法恢

復。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

于春強含冤去世。

　　

11. 遭合肥看守所打毒

針　彭玉信含冤離世

　　彭玉信，安徽省合肥市蜀

山區統計新村法輪功學員。多

次被中共綁架、非法關押，二

零一一年被非法判刑四年，並

被迫失去公職。二零二零年四

月末五月初，又被警察綁架，

之後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在合

肥市看守所被注射不知名針劑

後，彭玉信一度喪失語言功

能，出獄後一直無法恢復健

康。二零二二年八月中旬，彭

玉信含冤去世，年僅 55 歲。

　　

12. 被枉判七年 遼寧

翟永池遭迫害致死

　　翟永池，遼寧葫蘆島市綏

中縣法輪功學員。二零一七年

五月十四日，翟永池在家中被

綏中公安局國保大隊警察和電

廠公安處人員聯合綁架、非法

關押、構陷。六月二十六日被

綏中縣法院非法庭審，被非法

判刑七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十七日，翟永池被瀋陽第一監

獄迫害致死，終年 69 歲。

　　

13. 河北 80 歲何振恆

在迫害中離世

　　何振恆，河北省泊頭市交

河鎮西關村法輪功學員。曾經

多次被綁架、非法關押。二零

二二年一年內，交河鎮警察就

多次到何振恆家騷擾、威逼他

本人和家屬們簽字不煉法輪功

等等。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四

日，公安局以「保外就醫」到

期為藉口，騷擾何振恆。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

日，何振恆老人在邪惡的高壓

迫害中離世，終年 80 歲。何振

恆離世後，當地派出所警察還

要求他家屬開個死亡證明「結

案」。

　　

14. 吉林孟豔遭多年迫

害離世

　　孟豔，女，吉林省松原市

乾安縣法輪功學員。她多次遭

中共非法抓捕，兩次被非法勞

教，二零一五年八月，因依法

控告江澤民，被縣國保大隊綁

架，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吉林

省女子監獄遭受「坐小板凳」

酷刑等迫害，身心遭受了嚴重

摧殘。

　　出獄回家後，又受到社保

局非法剋扣退休工資的經濟迫

害及不斷的騷擾，致使孟豔的

身體每況愈下。二零二二年十

月八日，孟豔含冤離世，終年

74 歲。

　　

15. 屢遭殘酷迫害 
大慶朱秀敏含冤離世

　　朱秀敏，黑龍江省大慶市

法輪功學員。屢遭中共迫害，

先後五次被綁架、非法關押，

曾被非法判刑七年，歷經各種

酷刑折磨。二零一七年三月

二十一日早上，朱秀敏隨丈夫

回齊齊哈爾市看望公婆，順便

到朋友劉明英家串門，被屋裡

蹲坑的齊齊哈爾市公安局、龍

沙分局國保警察綁架。朱秀敏

已懷有身孕被放回家，朱秀敏

的丈夫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二零年三月，朱秀敏

的丈夫結束冤獄回到家中，一

家人還沒能團圓幾天，朱秀敏

終因身心承受到極限，於二零

二二年七月含冤離世，剛剛五

歲的孩子永遠失去了媽媽！

 

中共正在遭上天清算

　　法輪大法是佛法修煉，中

共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

甚至將其虐殺！其罪大如天，

所有罪惡都得償還。據明慧網

不完全統計，至今，至少有 2

萬 2813 人因參與迫害法輪功

遭了惡報。

　　中國正在爆發的疫情海

嘯，除了大批中共官員和中共

名人專家密集病亡，也有許多

中青年警察病亡。天滅中共已

經開始，希望大家了解真相，

站好隊，做好選擇。參與過迫

害法輪功的人要抓緊贖罪，彌

補和挽回損失，不要當中共的

陪葬品。

迫害事實

	■ 2019 年 7 月 19 日晚，洛杉磯部分法輪功學員在中領館前燭光守夜，悼念遭中共迫害去世的中國

大陸同修。

1月獲知15名修煉人遭迫害離世

	■王玉芳生前曾被看守

所注射藥物導致癱瘓。

	■北京市法輪功學員秦

靜遭迫害離世。

	■朱秀敏含冤去世，留

下五歲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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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員 合

　　中共宣稱疫情已過 ，但

過年期間各地醫院仍人滿為

患，又有大批中共黨員和中共

各界專家名人在這期間病亡。

39 士病

　　僅去年 12 月，一個月之

內就有 24 名中共院士死亡（其

中 20 人為中共黨員），接近

2021 年全年死亡院士人數。

　　從 1 月 1 日至 1 月 26 日，

又有 15 名中共院士（5 名中科

院院士，10 名工程院院士）相

繼去世，其中 14 人為中共黨

員，包括核武專家、防 導

專家、核 總設計師、地

爆破專家等中共 工專家。 1

月去世的 15 名院士如下：

　　王 ，半導體 電子學

家，曾獲多 中共政府科 大

。官方 告稱其為「中共優

秀黨員」。

　　李 ，中共總 備部地

爆破專家，曾獲多 中共政府

科 大 ，1987 年當選為中共

十三大代表。

　　胡 鎮，電子工程及通信

術專家，長期在中共 隊總

參 部研究所任職，曾獲多

中共政府科 大 。

　　方智遠，中國農業科學院

花 研究所原所長、黨

書記，曾獲多 中共政府科

大 ，2021 年 6 月獲稱中共中

的「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才，中共黨員，防

導 領域專家。

　　錢 泰，中國納米材料專

家，原中國科 大學化學與材

料科學學院院長。

　　 智，武漢大學教 、農

水利學家，曾獲多 中共政

府科 大 。官方 告稱其為

「中共優秀黨員」。

　　張金 ，中共黨員，中共

第三任核 總設計師。

　　 福 ，生物化學家，曾

任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生

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主

任。 告稱其為中國生物 領

域的主要 基人之一。

　　陸 ，有機化學家、中

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究

員。

　　 修 ，上海交通大學教

、 石力學專家，曾參與三

大 工程相關分 工作。

　　武 ， 核武專家、中國工

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曾參與

中共原子 、 研發，獲多

中共政府科 大 。

　　 ，中核集團中國原子

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官方

告稱其為「中共優秀黨員」。

　　 其國，中國科學院南京

研究所原所長。

　　 維唐，原 工業部副

部長、黨組成員。官方 告稱

其為「中共優秀黨員」、「忠誠

的共產主義戰士」。

1 去世的 
中共 人

　　2023 年 1 月去世的中共名

人還包括：中國著名演員 爾

康（曾主演《歸心 》等中共

「主 」電影），中國知名導

演 寧 ( 曾 攝過《魔都風 》

等中共「主 」作品 ) ；

　　上海 團國家一級作

家李 ，原上海音樂學院作

系黨支部副書記沙漢 （中共

黨員），上海中醫藥大學教

中（中共黨員），湖北省

美術院原院長 立言（中共黨

員）；

　　黨媒人民日報社天 分社

原社長 （中共黨員），四

黨媒南 日報社原主任記者

李三剛， 江寧 大學人文與

傳媒學院副教 慶 （年僅

48 歲），北京外國語大學教

（中共黨員），原 南大

學人文學院院長張 ；

　　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教 安， 江師 大學馬

克思主義學院教 明（68

歲，中共黨員），山東師 大

學文學院原院長 存 （中共

黨員，年僅 60 歲，曾 《馬

克思主義文 理論在中國》等

書作）；

　　安徽省政府原副祕書長

者 （中共黨員），自 市人

大常 會原副主任 ( 中共

黨員 )，原江西省 春地 書

記 布 ，等等。

針 中共  
中共

　　2022 年 12 月以來，中國

大陸爆發疫情海嘯，從官方發

布的 告來看，大批中共黨員

及名人死亡。

　　早在疫情爆發之初，法輪

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 2020 年 3

月在《理性》一文中警示：「目

前『中共病毒』（武漢肺 ）

這樣的 疫是有目地、有目

而來的。它是來 邪黨份子

的、與中共邪黨走在一起的人

的。」

　　李洪志大師指出，「遠離

中共邪黨，不為邪黨站隊，因

為它背後是紅色魔 ，表面行

為是流氓，而且無惡不作。神

要開始 除它了，為其站隊的

都會被 。不信就 目以

。」

　　李洪志大師也明示了世人

如何在這場 疫中 吉 凶：

「人應該向神真心的 ，自

己哪裡不好，希望給機會改

過，這才是辦法，這才是靈

藥。」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在疫情肆虐的日子裡，河

北泊頭市的大街小巷幾乎看不

到人，馬路上也沒有了來往的

車輛。從電話、微信視頻中聽

到、看到人們相互的問候都

是：你陽過了嗎？留後遺症了

嗎？

有福的老太太

　　我家附近的幾戶鄰居老太

太卻經常在附近溜躂著玩兒。

她們中 小的五十多歲，年齡

大的快八十歲了。一天我遇到

她們幾個人，這幾個老太太爭

著搶著告訴我說：「家裏人都

陽了，上班的不能上班了，上

學的不能上學了。我們幾個老

太太沒事，我們不戴口罩嘮嗑

也沒事。」我說：「咱們是個

大家庭，你們都相信法輪大法

好，明白真相，就都受益。」

幾個老太太樂得合不攏嘴。

　　她們告訴我：前幾天我們

幾個在附近溜躂，碰到在前邊

住的中醫院的一個醫生，這個

醫生大聲斥責我們：「你們知

道嗎？現在醫院裡爆滿，都是

你們這個歲數的人，現在都沒

法收了。你們還敢湊在一起溜

躂著玩兒！分開，快回家！」

把我們嚷懵了。

　　老太太們跟我說：「你看，

年輕人們都嚇壞了，我們沒事

呀！」我說：「你們見我面就說

『法輪大法好』，看真相資料，

相信大法，每年還都到我家要

真相資料看，要真相臺歷送親

戚，所以你們得福報了。」

　　她們幾個都笑著點點頭，

一起說：「法輪大法好！」

　　我丈夫是常人。他接到一

個朋友發來的語音信息說：「我

們全家都陽了，我至今沒事。

法輪功管事。」丈夫的這個朋

友經常跟我要法輪功真相資料

看。

酒宴上講真相

　　近日在親屬給孩子過滿月

的酒宴上，碰到了我妯娌娘家

的大嫂子。一見面還沒等我開

口，她就拽著我的手，要告訴

我個好消息：「我們小區這棟

樓裡，就我沒得（指沒陽）。」

我說：「太好了！今天又給你

帶來了大法師父在大年三十給

全世界人的講法《為什麼會有

人類》。你回家一定要仔細地

多多看幾遍，而且要讓全家人

每個人都看，這關係著每個人

的未來！」

　　她的一個親戚站在旁邊，

一直在聽我倆說話，我說：「送

你們倆人一人一份大法師父的

講法《為什麼會有人類》；每人

一個新下載的真相視頻優盤和

一本《九評共產黨》。」我給

她們介紹了視頻的內容。告訴

她們自己看完再傳給親朋好友

看，你們也功德無量。她們都

高高興興地接過去了。

　　酒宴開始，我們這張桌子

十六個人，都是陌生面孔。利

用吃飯的機會，我給他們講了

法輪功真相，並且告訴他們一

定要常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九字真言，他們都能接

受。

　　這兩個月，我接到同學、

同事、朋友的許多問候，也深

知她們都看明白了中共邪黨的

邪惡，明白了法輪大法師父是

來救人的，法輪大法是正法。

我為她們找到真相，有個正確

的選擇和好的未來而高興。

善惡因果

身邊明真相的人疫情中平平安安

中共黨員及名人過年密集病亡

	■文 : 靜善 （中國大陸）

　　這大約是二零一零年發

生的事情了。有一天，我們

商場副經理王忠義（化名）

找到我，說有件事情想問問

我，他多年的面癱怎麼突然

自己好了？

　　要知道，王忠義面癱已

經有十幾年了，他四處尋醫

問藥， 後還跑到了東北，

花了十多萬元都治不好。後

來他就放棄治療了，就這麼

一直面癱著。

　　幾天前他在洗臉時，他

妻子突然發現，丈夫的臉

怎麼不癱了？經妻子一說，

王忠義照鏡子一看：可不是

嘛，這臉怎麼好了呢？他找

到本市曾經給他治療過面癱

的醫生們問，醫生個個感到

奇怪，都說不清面癱不治自

癒的原因。

　　其實，王忠義那天一來

商場，我就發現他已經不

面癱了。他問我這是怎麼回

事。我告訴他：「你這是做

了大好事兒了，神給你福報

了！想想 近做了什麼好事

兒了？」他想了想說：「莫不

是因為這件事兒？」

關鍵時候見人心

　　原來兩個月前，我們商

場的一把手召開緊急會議，

會上宣布說：「我們商場發

現一個煉法輪功的（就是

我），我們把他趕出商場，

不讓他在我們這裡做生意，

把他賣的貨品扔到廣場上

去！」與會的其他領導和保

安沒有一個吱聲的，很多人

都是低著頭看手機。

　　就在會議氣氛陷入尷尬

的時刻，王忠義說話了：「你

們都不說，我就說兩句，

他不是我們商場的職工，他

只是租借商場的攤位在這裡

做生意的商戶，我們何必攆

他？再說他從沒有拖欠過商

場的租金，每月都按時繳納

了，也沒給商場捅過婁子，

我們有什麼理由攆人家走

呢？我們商場本來就發不下

來工資，攆他走每個月又少

了幾千元的收入，少這幾千

元錢公安局能給我們嗎？公

安局不會給，不會給我們就

不攆！」

　　王忠義剛一說完，大夥

兒都表示王忠義說的在理！

一把手一聽，一下子蔫了。

　　王忠義在關鍵時刻做出

了正義的舉動，給自己帶來

了意想不到的福報。而那個

一把手，卻在王忠義面癱痊

癒前三天，因為貪污事發被

抓了起來。在這一件事上同

時彰顯了善惡有報的天理！

商場副經理做了一件事 
十幾年的面癱突然好了

	■ 2022 年 12 月 18 日，疫情大爆發期間，北京東郊一火葬場處理疫亡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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