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英梓綜合報

導）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當加拿大國會投票通過

S-223《打擊非法人體器官摘

除和販運法》之時，法輪功學

員分別在國會山和中使館前集

會，抗議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人權律師麥塔斯： 
中共器官產業化成癮

　　這項新法律被認為是加拿

大打擊「活摘器官」的重要依

據，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

斯（David Matas）表示：「停

止活摘器官意味著，無辜者將

不再因此遭殺害，……這種虐

殺的受害者很多。」此前不久，

他對媒體表示，中共前領導人

江澤民啟動了對法輪功學員的

大規模屠殺，「江澤民的死，

提醒我們他在大規模屠殺良心

犯、摘取器官中的主謀角色。」

　　麥塔斯說：「隨著對法輪

功修煉者的妖魔化並大規模、

任意、無限期的拘留，醫院找

到了器官來源……法輪功修煉

者的人數是如此之多，以至於

出售其器官可能成為有利可圖

的全球業務。 」

　　他還說：「對於（中共）

衛生系統而言，器官產業化已

經成癮，不斷需要新的器官來

保持運營。對法輪功（活摘）

器官的殺戮規模變得非常巨

大……隨著維吾爾人在新疆被

大規模關押，維吾爾人的器官

也成為移植來源。」醫院和經

紀人開始以多種語言在全球做

廣告，宣傳能按需求提供器官。

　　去年六月九日，美國神經

科醫生亞歷杭德羅﹒森特里昂

（Alejandro Centurion）在「醫

生反對活摘器官」（DAFOH）

會議上表示：「直到二零零零

年初，（中國）器官移植才出

現爆炸性增長。」其數據顯示，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四年的五

年間，中國的器官移植數量增

加了約 300%，而全球同期的

增加比例僅 10% ～ 15%。

受害者的證詞

　　在當天的抗議集會上，三

位法輪功學員講述了曾經遭受

的迫害。

　　籃球宿將王金菊女士姐妹

三人均因修煉法輪功被綁架和

非法監禁。王女士說，她姐姐

王金良在山東女子監獄中除遭

受酷刑，還被體檢和驗血。王

金菊懷疑，這是中共為摘取器

官作準備。

　　留學加拿大的劉銘園講述

了她母親劉豔因修煉法輪功被

中共非法判刑的經歷。二零

一五年，劉豔被非法判刑三

年，期間遭受了多種酷刑，被

迫做危險係數極高的奴工。二

零二一年，她母親再次被昆明

市公安國保大隊綁架、抄家，

並於二零二二年被非法判處有

期徒刑三年半。劉銘園表示，

她母親被非法關押期間多次被

體檢和驗血。

　　 法 輪 功 學 員 丁 女 士

（Tiffany Ding）因修煉法輪

功，二零零三年春被中共綁架

和非法監禁勞教一年。她親眼

目睹了許多法輪功學員在長時

間超負荷的體力勞動和身心折

磨中失去生命。她說，中共活

摘器官的暴行已經被英國獨立

法庭確認，但「這個星球上從

未有過的罪惡」仍在中共統治

的中國大陸發生著。

15年反活摘立法之路

　　S-223 通 過 前， 加 拿 大

國會多位議員提出過類似法

案，包括二零零八年前自由

黨議員瑞澤斯紐斯基（Borys 

Wrzesnewskyj）、二零一三年

前司法部長自由黨議員考特勒

（Irwin Cotler），和二零一七年

保守黨參議員阿陶拉詹與保守

黨議員吉尼斯。即使當時所有

政黨都支持，但提案都未走完

全部審批程序。

　　麥塔斯證實，目前全球有

相關立法的國家有：阿爾巴尼

亞、比利時、克羅地亞、捷克

共和國、拉脫維亞、馬耳他、

摩爾多瓦、黑山、挪威、葡萄

牙、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

士、哥斯達黎加、以色列、意

大利、韓國、台灣和英國。 

	■文 : 日本法輪功學員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生

命、人權、器官掠奪」國際

海報展，於二零二三年二月

十七日至十九日，在東京江

戶區綜合區民館（Towerhall 

Funabori）舉辦。主辦方表

示，希望人們了解真相，幫

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和活

摘器官的罪行。

　　主辦者井田女士表示，

在日本舉辦國際海報展，是

為了讓更多的日本民眾了解

中共持續迫害法輪功學員，

甚至做出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販賣牟利的罪行。

　　據二零一六年的相關調

查，中國大陸一年內做了十九

萬兩千個器官移植手術。而

器官的來源、被活摘器官的

「供體」，是來自被非法關押

的法輪功學員。一九九九年

七月二十日法輪功被中共鎮

壓後，中國國內有大量法輪

功學員被綁架，行蹤不明。

　　法輪功學員牧先生表示：

「十五、六年以前，當我們講

述在中國發生如此殘酷的事

情時，很少有日本人會相信。

現在大衛 ‧ 喬高和麥塔斯兩

位先生撰寫的《活摘》一書已

經出版發行，中共活摘器官的

真實情況也被社會認知了。」

他說：「希望人們通過海報展

了解在中國發生的中共活摘

器官的真相。」

　　井田女士表示，很多人

前來觀看了海報展以及揭露

中共活摘罪行的視頻。參觀

者感謝學員讓他們通過這項

活動了解到真相。

　　一位年輕男士認真地盯

著海報觀看。他表示，是從

家裡郵箱收到傳單的，因為

自己從事醫院的透析工作，

對展出內容感興趣而前來觀

看。當得知在中國發生著活

摘器官的事情後，他說：「我

感到震驚，太殘酷了。」

　　明子女士是從旁邊的傳

統工藝展得知信息前來的。

聽到說明「在中國只要給醫

院打電話說想做器官移植手

術，一週後就可找到匹配的

器官；這有錄音證據」之後，

明子女士說：「太殘忍了。」

　　明子並觀看了揭露中共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視

頻。她問甚麼是法輪功，學

員給她作了解釋。她說：「明

天我還要來。這麼重要的事，

我想要告訴傳統工藝社的朋

友們。」然後道謝離去。  

加首都集會 籲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日本東京國際海報展 揭中共活摘

	■二零二二

年 十 二 月

十四日，部

分法輪功學

員在加拿大

國會山前集

會抗議中共

活摘器官暴

行。

	■文 : 佛州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至五

日，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的

法輪功學員再度參加了該市一

年一度在熱帶公園舉辦的亞洲

文化節。

　　活動由南佛羅里達州泰美

協會與邁阿密 - 戴德縣亞裔美

國人顧問委員會共同舉辦，致

力於宣傳文化多樣性，建設更

富有活力、繁榮和健康的社區。

　　法輪功學員向當地民眾展

示法輪功功法、發放法輪功真

相傳單、給駐足的民眾講述法

輪功弘傳世界的盛況，並告訴

人們發生在中國大陸對法輪功

的迫害。很多民眾和遊客都通

過這次活動了解了法輪功真

相。

　　有的遊客在看到展位後，

主動前來詢問：「甚麼是法輪

大法？」一些遊客在聽到真相

後，感受到法輪大法的美好，

對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暴行表示

憤慨。人們並領取大法資料和

蓮花掛墜，表示會上網了解更

多資訊。

　　法輪功學員還向感興趣的

遊客現場教授功法。一位遊客

在學習第一套「佛展千手法」

和第五套「神通加持法」功法

後，表示感受到背部和脊椎部

位獲得放鬆，效果很好。他表

示會更多地了解法輪功。

美國法輪功學員 
邁阿密弘法教功

	■文 : 印度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三年印度共和國

日（一月二十六日）期間，

法輪功學員再次應邀參加了

班加羅爾花展。今年，主辦

方接受了學員們的建議，將

一幅十三英尺高、寫著「世界

需要真、善、忍」英文的草花

壁畫，布置在會場醒目的位

置。

　　除了花卉創作外，今年

的花展設置了 125 個展位，

共有 30 萬人參觀。法輪功

學員在展台上演示法輪功功

法、發放傳單，並向人們講

述二十三年來中國法輪功學

員遭到中共的持續迫害，信

仰和煉功自由被剝奪。在十

天的活動中，來自各行各業

的遊客表示對法輪功感興

趣，許多人是第一次聽說法

輪功，也有很多人已經在別

的國家聽說過。

　　來自印度奧迪沙邦、在

班加羅爾工作的拉蒂坎塔﹒

潘達說：「我以前從未聽說過

這種功法。這種功法很美好，

我希望能經常煉功。」 

　　兩位「用戶體驗設計系」

的學生，看過揭露中共迫害

的真相展板後說，如此和平

的修煉遭到迫害是「莫大的諷

刺」。學員告訴了他們有關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

取暴利的真相。

　　一位開辦學校並教授新

聞學的女士，想了解更多關

於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情況，

並希望採取措施幫助人們了

解這種反人類罪行。她說，

她將要求學生寫一篇關於法

輪功遭受迫害的報告。

　　拉爾巴格園藝部門的聯

合主任賈加迪什與家人一起

參觀了法輪功展位，他對妻

子和女兒說，他看到學員們

在花展期間的奉獻精神後很

受感動。

　　草花壁畫上還寫有當地

文字的「法輪大法：真、善、

忍」，旁邊標示牌上有法輪大

法網址和二維碼。人們被其

吸引，紛紛拍照留念。 

印度班加羅爾花展 傳播真善忍

	■「生命、人權、器官掠奪」海報展的主辦者井田女士。

	■寫著「世界需要真、善、

忍」的花草壁畫。

	■法輪功學員和民眾交談，傳

播法輪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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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 : 山東大法弟子

　　常言道：作為一個普普通

通、吃五穀雜糧的人，哪有不

生病的？當然我也逃脫不了這

一規律，五十多歲時身體健康

狀況亮起了紅燈：冠心病、偏

頭痛、渾身乏力、乳腺囊腫性

增生等等，花了不少錢，四處

求醫問藥均不見效，搞得心力

交瘁，苦不堪言。

　　一九九六年底，我退休

了。有人向我介紹法輪功，我

想在家寂寞無聊，出去散散心

吧。於是我每天晚上到煉功點

煉功，那時《轉法輪》奇缺，我

們只能聽法輪功師父的講法錄

音。可是剛開始聽法時，別人

都是聚精會神，而我卻聽著聽

著就呼呼大睡，別人剛把我推

醒，不一會兒我又不自主地合

上了雙眼。

　　聽法後才知道，那是師父

在給我調整身體，我的偏頭痛

毛病從此斷根了，二十多年來

從未復發，真是太神奇了！

　　學煉法輪功不到半年，我

全身的病不翼而飛，神清氣

爽，每天都活得輕鬆自在，充

實而又快樂！

　　我五十歲剛出頭就停月經

了，學大法後六十四歲那年又

來例假了。如今我已快八十歲

的人了，耳聰目明，記憶力也

挺好，雖然達不到過目不忘，

過耳不丟，但背誦點東西，敢

與兒孫輩們比高低，甚至比他

們背得還快還牢。大法師父

主要著作《轉法輪》及五本《洪

吟》，我都能背下來。四、

五十斤重的東西，輕而易舉就

拎起來了。穿針引線，不用戴

老花鏡，麻利著呢。如若不是

學了大法，簡直連想都不敢

想，是大法師父給了我一個健

康的身體，賜予我智慧，大法

就是這麼超常！

與鄰里相處兩三事

　　通過學法，我懂得了要按

真、善、忍的標準做好人，做

更好的人。大法使我脫胎換

骨，從此我不再和別人斤斤計

較，能做到寬容忍讓，做事首

先為別人著想。

　　冬天下雪，我和老伴總是

及時把自己及左鄰右舍門前的

積雪清掃乾淨，利民通行。

　　村裡有個街坊鄰居養了一

群羊，想搭建羊棚，缺少木

桿，他們知道我家有現成的桿

子，想花錢買下。我知道他們

家生活拮据，就毫不猶豫地

說：「反正放在我家也是閒著，

你們急用，免費送你們吧。」

兩口子樂得合不攏嘴，連連稱

讚：學法輪功的人風格真高！

謝謝！

　　還有一戶鄰居婦女，四十

多歲，患了子宮癌。為了治

病，她四處借錢，債臺高築，

就連她的親戚有錢也不敢借

了，怕她還不起。我聽說此

事，就拿三千元現金送到她

家，並囑咐她誠心敬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她眼含熱淚，激動地說：

「嬸子，我准知道我妹妹手中

有錢，就是不肯借，你還主動

上門送錢，在當今一切向錢看

的社會，真是六親不認，像你

這樣的好人，真是打著燈籠也

找不到啊！我真不知該如何感

謝你啊！」我說：「你好好安心

養病，我這錢你不必急著還。

你要謝那就謝謝大法師父吧，

是師父教導我們要修善，處處

時時都要做個好人。」

老兩口吃白菜的故事

　　五年前十月初的一天，我

買了一棵大白菜，中午包菜包

子。剁菜時覺得白菜好像有異

味，也沒太在意。結果飯後約

一個多小時，我和老伴就開始

肚子疼，一會兒就連拉帶吐

的，我們知道可能是吃白菜中

毒了。

　　老伴說咱們上醫院吧。我

說：「你快去吧。我保證沒事

的。」老伴去了診所，醫生問

明了情況，說肯定是中毒了，

打吊針吧，等老伴打完針回家

一看，我好好的，正在收拾家

務呢。他說：「醫生讓我明天

還去打針，你沒打針都好了，

那明天我就不去了。」結果老

伴中毒症狀又出現了。我說：

「你趕緊去打針吧，你不能跟

我比，你沒煉法輪功，抵抗力

不行。」老伴又打了一天吊針，

總算好了。

　　他感慨地說：「看來煉功

人和不煉功的人就是不一樣！

法輪功真神奇！」

　　多項研究調查顯示，法輪

功在祛病健身、改善身心方面

有神奇功效。

　　一九九八年九月，中國國

家體總抽樣調查法輪功修煉人

12,553 人， 疾病痊癒和基本康

復率為 77.5%，加上好轉者人

數 20.4%，祛病健身有效率總

數高達 97.9%。

　　一九九八年十月，對北京

市 200 多個法輪功煉功點進行

統計學調查，有效調查人數為

12,731 例。結果顯示， 法輪功

祛病總有效率為 99.1%，其中

完全康復者占 58.5%；體質增

強者占 80.3%；精神改善者占

96.5%。

　　臺灣大學發表的一項調查

報告顯示： 法輪功學員修煉

後，一年只用一張健保卡者達

72%，幾乎是修煉前的一半。

報告指出，法輪功對於戒除不

良的生活習慣有顯著的效果：

戒煙率為 81%、戒酒率 77%、

戒賭率 85%。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從我記事起就在病痛中過

日子，因為長年吃藥，我滿臉

長了疙瘩，又痛又癢。我不停

地抓、擠，臉上落下一層又一

層的小坑，小坑下面繼續發腫

變硬。整個臉除了眼睛周圍是

平的，其他地方的皮膚都慘不

忍睹。我除了忍受疾病的折

磨，還經常被別人異樣的眼光

傷害，心裏很苦。

　　1999 年春季，我有幸修煉

法輪大法，那年我三十二歲。

一天下午，我正在給學生上

課，忽然覺得滿臉奇癢難忍，

用手一摸，感覺皮膚下面變硬

變腫了。我跑到辦公室去照鏡

子，發現皮膚微微泛紅，悟性

極差的我當時想，等放學了去

買去痘的膚美靈洗面奶。

　　可放學了，我並沒有去買

洗面奶，因為臉上不癢也不痛

了，用手一摸也沒有那種疙裡

疙瘩的感覺。這時我才明白過

來：是師父在幫我清理身體。

從那天以後，我不再長疙瘩，

臉上的小坑坑也不知不覺地在

減少。在少女時代受盡了鄙夷

眼光的我，竟然在中年期間經

常得到皮膚好之類的誇讚。

　　現在我已經是五十出頭的

人，不施粉黛的我在單位經常

被歸為大美女之列。偶遇三十

多年前的同學，人家一眼就認

出我，說我變漂亮了，體形還

是小時候那樣。

多項調查：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顯著

長滿痘痘的臉換新顏

八旬老人耳聰目明 記憶力不輸兒孫

	■文 : 緣緣（中國大陸）

　　二零二三年正月初七凌

晨三點多鍾，大姑姐突然心

跳急劇加速、胸痛，渾身直

打哆嗦。她外甥開車帶她直

奔縣醫院急診科，幾位大夫

和護士趕緊急救，給大姑姐

吸上氧氣，身上插上多種急

救儀器，大夫說幸虧來得

及時，晚了就沒命了。幾個

小時後，大姑姐情況漸漸穩

定，但心律還是很快，而且

血壓、血糖都很高。

　　大姑姐知道救命的九字

真言「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她自從犯病就開始念

這九個字。（作者修煉法輪

功，早已給家人講過真相。）

　　縣醫院有個規矩，無論

什麼病人住院，首先都要進

行全檢，做 CT、彩超、B

超、驗血等等，每天都要輸

液服藥。

　　幾天後，大夫與大姑姐

商量：做心臟支架是讓本院

大夫做，還是等外地專家，

如果等專家做還要等幾天。

為了早出院回家，大姑姐決

定於正月十三上午讓本院大

夫給她做手術。正月十二那

天晚飯後，我丈夫在電話中

叮囑大姑姐多念九字真言，

情況會有轉機。

　　正月十三早晨，我和丈

夫很早就來到大姑姐的病

房，大姑姐說護士告訴她，

她做心臟支架手術要比別人

痛苦、遭罪，因為她血管太

細，探針在血管中推進、造

影時也要慢一些。大姑姐聽

後嚇得一個晚上都睡不著，

不停地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念了一晚上。

　　我笑著說：「不用害怕，

前些年這醫院急診科的主

任，她的老父親八十多歲，

也是犯心臟病，需要做支

架。他兒媳是學大法的，告

訴老人念九字真言，能化險

為夷。老人就不停地念，兒

媳也幫著念，術前再次檢查

時，發現血管通了，不需要

做支架了。你一直在念九字

真言，說不定也不需要做支

架了。」

　　上午十點左右，護士通

知大姑姐進手術室，家屬焦

急地在外面等候，我一直在

為她念九字真言。不到一個

小時，大姑姐出來了，說做

心臟造影，發現血管沒堵，

不需要做支架了。大夫也驚

奇，憑以往的經驗，像大姑

姐這種病情，血管又細，沒

堵的可能性很小，基本上都

需要做支架，真是奇蹟，大

夫們都為她高興。

　　大姑姐回到病房，高興

地說：「造影發現血管沒堵，

不用做支架了，又省錢又不

用遭罪，太好了，過兩天就

可以出院了。大法真靈！」

當天晚上，對面病房的心臟

病患者去世了，家屬哭得死

去活來。而聞聽真相的大姑

姐竟不治自癒，不需要做心

臟支架了。

大姑姐誠念真言 
免做心臟支架

	■一群加拿大年輕法輪功學員戶外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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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哈爾濱焦曉華女士因為向

百姓傳播法輪功真相，被當地

中共法院非法判刑兩年。她的

女兒試圖營救母親，卻被國保

大隊警察羅織罪名，導致焦曉

華被追加兩年刑期，焦曉華的

女兒承受不住打擊，悲憤離世。

悉心照顧傷殘丈夫

　　焦曉華今年 61 歲，家住哈

爾濱市呼蘭區。焦曉華的丈夫

金成山原是哈爾濱市呼蘭縣公

安局警察，一九九六年因遇車

禍，八、九、十胸椎粉碎性骨

折致高位截癱，後退養在家，

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

理，屬一級傷殘。金成山先後

到哈爾濱市第五醫院，哈爾濱

211 醫院，北京 301 醫院和協

和醫院治療，但現代醫學無法

醫治。

　　金成山修煉法輪功後，身

體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可以手

扶東西站起活動，原先久治不

癒的五處褥瘡（胯部兩處、臀

部兩處、後腰部一處）不治而

癒。特別是金成山的心靈得到

淨化和昇華，明白了做人的道

理，深感造業的可怕和善惡必

報的天理。

　　焦曉華見證了大法神奇，

也走入了大法修煉。她數十年

如一日對金成山悉心照顧、不

離不棄，受到親友及鄰里一致

讚揚。

夫妻雙雙被冤判

　　在中共對法輪功瘋狂迫害

中，焦曉華兩次被非法拘留、

兩次被非法判刑，重度殘疾的

金成山也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日下

午，在哈爾濱市公安局呼蘭區

分局副局長姜繼民、國保大隊

長陳兆林的策劃指揮下，二十

多個警察闖入焦曉華家中非法

抄家。

　　高位截癱的金成山被四、

五個警察按倒在椅子上，被反

銬雙手；焦曉華也被警察按倒

在衛生間裡，被反銬雙手。這

幫警匪翻箱倒櫃，搶走焦曉華

家中一萬三千元現金，以及電

腦、打印機等私人物品，連金

成山接尿用的二十餘包塑料袋

也被搶走。

　　之後，又有二十多個警察

連續幾天在焦曉華家蹲坑守

候。之後，金成山一直在找姜

繼民和陳兆林等人追要被搶走

的財物，並給他們講真相，告

訴他們迫害法輪功是違法的。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五日，

十來個警察再次闖入焦曉華家

中，搶走筆記本電腦、打印機

等財物。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二十多個警察非法入室，

綁架了焦曉華和金成山。七、

八個警察把殘疾人金成山反銬

雙手按在褥子上，用褥子把赤

裸著下身的金成山抬到樓下已

準備好的救護車內，由四個警

察按住，劫往哈爾濱市第四看

守所關押迫害。焦曉華則被劫

往哈爾濱市七處第二看守所關

押迫害。

　　金成山高位截癱，不會自

然排便，無人照料的他痛苦不

堪。看守所把焦曉華調過來，

每天給金成山摳屎、接尿一

次，完事後，再把焦曉華關進

另一監號。六十多天后，金成

山的皮膚已經潰爛，每天在痛

苦中煎熬。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七

日，哈爾濱市呼蘭區法院在哈

爾濱市第四看守所秘密非法開

庭，之後，金成山被非法判刑

五年，焦曉華被非法判刑三年。

殘疾丈夫被迫害離世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

日，金成山被抬到呼蘭監獄醫

院關押迫害，兩度生命垂危。

二零零九年六月，焦曉華從黑

龍江省女子監獄刑滿釋放後，

到呼蘭監獄多次要人，金成山

才被保釋出來。

　　二零一零年五月五日，金

成山又被抬入監獄，繼續關押

迫害。四個多月後，被折磨得

滿身是傷的金成山，在妻子和

女兒的據理力爭後，再一次被

保釋出來。金成山後來在迫害

中離世。

39歲的女兒悲憤離世

　　二零二二年三月五日，

61 歲的焦曉華在向人們傳播法

輪大法好的真相時，被原野派

出所警察綁架。同年七月十二

日，焦曉華被哈爾濱道外區法

院非法判刑兩年。

　　焦曉華的女兒金鑫此時已

經失去父親，母親又遭綁架，

她四處求助爸爸生前的警察同

事辦案人（即參與迫害焦曉華

的警察）。金鑫寫給國保大隊

勸善信，卻被國保大隊警察利

用，羅織罪名，又給焦曉華加

刑兩年。目前，焦曉華被非法

判刑四年。

　　在得知媽媽被加刑後，金

鑫心力交瘁，承受不住打擊，

拋下六歲的兒子，悲憤離世，

年僅 39 歲。一個信仰真、善、

忍的家庭，被中共迫害得家破

人亡。年已六旬的焦曉華目前

面臨四年冤獄迫害。

　　 中 共 迫 害 法 輪 功 已 經

二十三年多，中共警察對修心

向善的法輪功學員任意抓捕、

入室搶劫、勒索錢財；中共檢

察院、法院捏造罪證、罪名構

陷，製造了無數冤案，欠下了

數不清的人命債。人在做，天

在看，善惡有報是永遠不變的

天理。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的

人都將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

後果。

迫害事實

焦曉華被枉判四年 女兒悲憤離世

	■繪畫描述中共對法輪功學員任意抓捕、非法抄家。

盜二萬元被判無期 浪子回頭卻遭迫害
　　（明慧網通訊員四川報

導）三年疫情封控結束後，家

人終於可以去監獄會見趙乃乾

了。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趙

乃乾的哥哥和妹妹去嘉州監獄

探視他，趙乃乾告訴哥哥，他

晚上冷得睡不著，吃不飽飯，

餓。他說出這句話，身後的人

還在制止他。

盜款全退回仍被重判

　　趙乃乾原來是成都市龍泉

驛旭光廠職工。一九九五年，

趙乃乾與同單位職工王某某因

盜竊廠裡設備上的高頻頭出售

（價值兩萬多元）被捕。期間

有人找到他母親，要她給相關

人員打點，趙母說，我們把錢

都退還了，哪還有錢？結果趙

乃乾一審被判死緩。當時趙母

單位有一個家屬子弟判 7 年徒

刑，因碰上嚴打，上訴後被判

死刑，所以趙乃乾家人不敢上

訴。經檢察院抗訴，趙乃乾被

判無期徒刑。

　　在兩萬多元盜款全部退回

的情況下，趙乃乾仍被判無期

徒刑入獄，他無法接受這個事

實，因此在看守所成天鬧事。

到監獄後，他也不服管，揚言

要越獄出去殺死那些法官。

獄中修煉受嚴重迫害

　　那年母親探監時，送給他

一本《轉法輪》。趙乃乾閱讀

後，改觀很大，完全變了一個

人似的，積極向上。趙母再次

去會見他時，趙乃乾告訴母

親，如果我早點看了這本書，

我也不會進來了。

　　修煉後，趙乃乾按真、

善、忍要求自己，經常受表

揚，還立了個三等功。

　　一九九九年江澤民迫害法

輪功後，趙乃乾由於拒絕放棄

修煉，承受了種種折磨：睡死

刑犯床，一個人關黑屋子，吃

秒飯（吃飯時間限制在多少秒

鍾之內），被打毒針，不准與

別人說話，等等。

　　家人每次會見他，他的身

後都站著至少兩個人，很多

話不讓他說。他帳上有錢被限

制使用，最早每月可以用 100

元， 後 來 50 元， 再 後 來 20

元，買日用品都不夠。因他不

「轉化」，每個月給家裏打電

話的權利被剝奪。

　　趙乃乾的母親因為煉法輪

功，被剝奪了會見兒子的權利

長達七年，老人於二零一九年

離世，臨終都沒有見上兒子一

面。

同案者已回家11年

　　趙乃乾身體健康沒有病，

近幾年樂山監獄把他關押到監

獄醫院，不知有什麼意圖。

　　趙乃乾先後被轉關了六個

監獄，現在仍然被關押在嘉州

監獄。而與他同案的王某某，

卻已減刑回家十一年了。

　　（明慧網通訊員大陸綜

合報導）中共三月初開「兩

會」，中國大陸各省市眾多

法輪功學員遭騷擾。

拍照 限制人身自由

　　二月末至三月初，中共

「兩會」前夕，四川瀘州市

大山坪派出所警察糾集社區

及街道辦人員，騷擾了法輪

功學員施幫才、唐旭珍、鄧

世民、李玉蘭、彭貢淑等人。

　　他們看見法輪功學員就

非法拍照。一位學員對他們

說，這樣做對你們不好。來

人說，我們不進屋，拍個

照，證明我們到你家來過

了，好交差，往上報。

　　有的不直接上門來騷

擾，而是電話核實地址後，

打電話找法輪功學員的家人

為他們拍照，然後把照片給

他們發過去。有派出所人員

進屋後，對法輪功學員的家

人打招呼說，開會期間叫她

（法輪功學員）不要出去，

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二月底，黑龍江大慶市

公安局龍鳳分局的警察、社

區人員等採取上門、打電話

等方式，對法輪功學員及家

屬進行騷擾。上門的警察和

社區人員不敢說出真實的目

的，謊稱人口普查、或說

「沒什麼事，就是看看。」

警察偷拍後逃跑

　　長春市公主嶺市鐵北派

出所警察騷擾許姓、李姓老

年法輪功學員，嶺西派出所

警察騷擾王姓老年學員。其

中，鐵北派出所兩個年輕警

察到許姓女學員家裏，要給

她照相，許姓學員說憲法規

定信仰自由，不讓他們照

相。其中一個警察偷偷照完

相，兩人就跑了，老年學員

在後面追，要求他們刪掉相

片，他們很快跑沒影了。

　　這次騷擾普遍遭到法輪

功學員及家屬的正念抵制，

有的單位領導表示，要保護

本單位的法輪功學員。參與

騷擾的人也沒有以前那麼囂

張了，明顯感到他們的心虛

及無奈。

中共開「兩會」騷擾法輪功學員

傳播真相 北京李文才夫婦被冤判
　　（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

導）最近獲悉，北京法輪功學

員李文才和李素娟夫婦被房山

區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和三年，

上訴後依然被維持冤判。

　　李文才家住北京市房山區

城關街道東瓜地村，二零二零

年四月十八日他和妻子李素娟

在房山區琉璃河鎮講法輪功遭

迫害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惡

意舉報，房山分局琉璃河派出

所警察非法抓捕了李文才夫婦

並非法抄家，搶走他們的私人

物品，包括法輪功書籍、電腦

和打印機等。

　　次日晚上，他們被警察劫

往看守所。由於體檢不合格，

看守所拒收，他們被「取保候

審」。 但迫害並沒有停止，

二零二一年五月十四日，李文

才夫婦被房山區檢察院構陷到

房山區法院，但由於疫情的緣

故，案件被中止。這次李文才

夫妻雙雙被冤判。

　　李文才和李素娟自從修煉

法輪大法後，按照大法真、

善、忍的標準做好人，身心受

益。中共打壓法輪功後，李文

才多次遭受迫害。二零零二年

三月一日，李文才被非法勞教

迫害了一年半；二零一五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因為講真相，

他又被非法判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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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還原真相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大家知道，唐朝時期，

則天為了 除異己、權 天

下，曾 告密。當時有兩個

因此得 的酷 周興和來

，非常殘忍地以折磨被告密

的人為樂，使許多人 打成

招，很多 和 良被陷害。

　　有一天，來 問周興：

「如果 犯很 ，所有的刑

都用過了，還是不肯招供，

麼辦？」周興說，「找一個大

，四周用 熱，再讓犯

人進到 裡，還有什麼犯人不

招供呢？」

　　來 馬上用此辦法，準

備好大 ，並宣布周興也被密

告了，請他到 裡去。周興沒

有想到，自己發明的最後一個

折磨人的刑 是給自己準備

的。從此留下了「請 入 」

的 故。

　　很多歷 故事都是給現在

的人做參照的。

　　 往今來，發明和使用酷

刑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常常

會自作自受。就如現在迫害法

輪功的 官、惡 ，如周永

康、王立 、 才 及很多警

察和「610」頭目等，紛紛在遭

惡報。這些人 時還不是以迫

害法輪功的名 受 ，也許

是上天還在給其他人一點醒悟

的時間。

「 法」 是 口

　　有些中共警察在酷刑 迫

法輪功學員「轉化」時說「我

們也沒有辦法，是上邊讓

的」；犯人們毒打法輪功學員

則說「我們也沒有辦法，是警

察讓 的」；單位領導將自己

的員工送去精神病院時也可能

說「沒辦法，是政法委、610

讓 的」。言外之意是：我們

知道這種事不該做，也知道你

們是好人，但這是上級指派或

政 打壓，所以不能怪我們。

　　明知不對還去做，這種不

是非的 不是很 唐 ？

然而許許多多慘案，卻在這種

的無奈與麻木中得以實

施。僅舉幾例：

　　 吉林市法輪功學員張

，二零一九年因掛法輪功真

相展板被綁架，遭一幫便 警

察酷刑折磨。在一個秘密刑訊

的房間裡，張 被銬在鐵椅子

上，嘴被 帶 住 了好幾

，然後 裡被插上兩根點

的煙，張 用 子 氣就會

往裡吸煙，一直吸完兩根煙，

煙頭進到 子裡，又 又熱。

那人說：「今天就是要往死裡

你，是上邊讓 的。」他們

又拿來 末 ，往張 的整個

臉、 子裡、眼睛裡大量 ，

張 被這種酷刑反復折磨了兩

次，痛苦得難以言表。

　　 吉林 法輪功學員

春海，因堅持信仰，曾在朝陽

勞教所遭惡人 打 、煙

頭燒、二十四小時不讓睡覺。

一次，吸毒犯許 用一米多

長、二十公分寬的床板子

春海數十下，將 春海臀部

得血 模 。打手們說：

「這是獄警讓 的，是所長讓

的。」 春海於二零零七年

正月二十一含冤離世，年僅

三十二歲。

　　 南省益陽市對法輪功

學員張春 進行冤判的法官

說：「現在是黨權代法要鎮壓

法輪功，我們只能走過場，走

形式，沒有辦法，這 不得我

們。」

　　 北省 市 縣國

局洗馬鎮分局職工 ，二

零零零年三月在杭州 車站因

被查出 帶法輪功書籍，遭非

法 押，後被非法拘禁在精神

病院十一年之久，長期被強迫

服用破壞中 神經的藥物，於

二零一一年 七月初五含冤

離世，終年三十八歲。

　　眾所周知，作為一個成年

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 。因

為是別人讓做的，是「上級」

讓做的，就可以殺人放 、致

人傷亡 ？每個人做了什麼都

得 還。對迫害修煉者的人來

說，在人世間遭點判刑關押還

只是報應的開始，下到地獄

後， 司帳上記著的債少還一

筆都不可能。

警察 成

　　中共迫害法輪功，一方面

麼做都行 「打死

白打死，打死算自殺」，很多

警察在 目地 行這個邪惡的

迫害政策，想出很多禍害好人

的酷刑，殘忍地折磨堅持「真

善忍」信仰的善良百姓和主

人士；而另一方面，迫害政策

多是口頭傳達，不留證據，

又出臺了「辦案質量終身負

制」、「公務員 行明顯

的政策要承擔 任」等法律，

隨時可以將警察拋出去當 罪

羊，請 入 。

　　所以，所有參與迫害的公

檢法司人員都朝不保夕，就如

周興不會因為是為朝 做事就

可以逃脫 一樣。

　　奉勸中國大陸的警察不要

上中共的當，不要再迫害好

人，「沒有辦法」的無奈無法為

自己開脫罪 ，莫不如想辦法

開邪惡的指 ，盡力保護好

人，守住良知。一點一 的善

舉都將被眾神記錄在案，也會

給自己和家人帶來 報。 則

只有地獄的 在等 。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記得那是二零零七年五

月底，天氣很熱要開風扇

了，爸爸就準備把家裏的吊

扇葉片都擦一下。因我家是

自建房，起層比較高，清潔

吊扇得在桌子上放一張椅子

才能夠得著。

　　沒有一個人知道爸爸在

廚房擦吊扇，我們都在餐

廳，突然聽到一聲巨響，然

後是摔下來的聲音。我們一

驚，跑到廚房一看爸爸已躺

在地上，失去意識不動了。

我們嚇壞了，我丈夫跑過去

掐爸爸的人中，爸爸醒過來

了。媽媽說趕緊打了 120，

送爸爸去醫院。

　　醫院做 CT 檢查，結果

是腦出血，爸爸直接被送進

重症監護室。醫生找到我

們說，看 CT 有好幾處出血

點，如果繼續出血就要做開

顱手術。媽媽當時腿都嚇軟

了，沒了主意，但馬上想起

我們有師父啊，關鍵時刻我

們只有求師父。

　　我們在外面走廊上一直

守著，心裏求著師父，念著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期間醫生下了二次病重通知

書，爸爸在裡面不間斷地出

現了抽搐狀況，還發出怪叫

聲。

　　媽媽說這聲音太怪了，

像是邪黨背後的壞東西在叫

呢。爸爸那時在大型國有企

業任中層管理一職，是個黨

員。我們和他講三退，他總

說退休再說，不急。但他很

支持媽媽修大法，因媽媽一

直身體不好，通過修煉大法

一身的病都好了。

　　媽媽說，趕緊去和你爸

爸講，讓他退出邪黨組織，

這個事由你去說。等監護室

讓家屬進去的時候，我忐忑

地來到爸爸病床前，和他

說：爸，你趕緊把你的黨組

織退了吧，只有這樣你才能

好得快。爸爸同意了。

　　奇蹟出現了，抽搐狀況

再也沒出現。我讓爸爸多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爸爸每天各方面的情況在不

斷地好轉，醫生說出血點止

住了，不用做開顱手術了，

再觀察幾天沒問題就可以轉

進普通病房了。

　　爸爸進了普通病房裡只

有一個人住，我們就拿 MP3

給爸爸聽法，讀大法給爸爸

聽。爸爸恢復得很快，一個

月就出院了。

　　一直以來，他經常念九

字真言「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還說要多念效果才

好。當時和他一起進醫院比

他病情輕的，很長時間都沒

完全恢復，而爸爸卻沒有留

下任何後遺症。

父親同意退黨後  
腦出血止住了

記住「請君入甕」的典故

　　陝西省涇陽縣有一座崇

文塔，修建於明朝，塔身共

13 層， 高 87.22 米。 每 逢 正

月十五都會開塔會，屆時各地

人們都會來燒香拜佛，人山人

海，異常熱鬧。二零零二年正

月十五正逢塔會那天，有個頑

皮的 8 歲小女孩從崇文塔 12

層的防護欄鑽了出去。

　　危險的一幕發生了：小女

孩一不小心從塔上跌落下來。

當時下邊有超過 1000 人在逛塔

會。所有的人都驚呆了，但根

本來不及採取任何救援措施。

就在小女孩自由落體墜落的瞬

間，崇文塔第二層西南方向的

一個石雕佛像卻神奇地伸出手

臂接住了小女孩。據說，接近

塔底的 100 多人親眼目睹了這

一神奇景象。這個小女孩在這

尊佛像懷裡一個勁地哭。家裏

人把小女孩接下來後，發現她

安然無恙，連一點皮膚擦傷都

沒有。

　　人們倍感神奇，都認為是

石佛像顯靈救了小女孩。全家

人帶著小女孩給那尊佛像燒香

披紅（披紅：給佛像身上批上

紅綢布，以示信仰尊敬）。今

天，你仍可在崇文塔二層西南

方向看見一尊佛像是披紅的，

這是崇文塔內百尊佛像中唯

一一座披紅的，就是那尊伸手

接住小女孩的佛像。

　　（明慧網文章《從正月初

一五萬人雍和宮上香說開去》

節選）

崇文塔佛像救女童

　　王安收，山東新泰市泰山

機械廠的工人，是個精神病

人。一次，他因精神病發作，

將他的父親用鐵掀活活打死。

　　可是，這個簡單的精神病

殺人案經當地公安篡改後， 被

中共江澤民集團收進所謂的

「1400 死亡案例」，栽贓到法

輪功頭上。造謠說王安收是練

了法輪功殺死父親。

離婚書證明 
王安收是精神病

　　然而，當地官員機關算

盡，卻遺漏了關鍵一點證據，

在當地法院判決王安收與妻子

尹彥菊離婚的判決書上，寫得

非常明白，王安收是因精神病

殺人。

　　新泰市法院（1999）新城

民初字第 245 號民事判決書寫

道：「本院認為，被告（王安

收）婚前患精神病並隱瞞，婚

後精神病多次復發，且經久治

不癒，曾因精神病發作殺害自

己的父親，原告（尹彥菊）

堅決要求離婚，夫妻感情已完

全破裂，原告離婚請求應予支

持。」「1400 例」都是這樣炮

製出來的。

「鐵掀打死父母」案真相

	■陝西省涇陽縣的崇文塔。

	■這座佛像顯靈，救了跌落下

來的小女孩。

茶餘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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