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明慧澳洲昆士蘭記者站

報導）二零二二年二月五日傍

晚，昆士蘭法輪功學員參加了

在布里斯班（Brisbane） 格拉

瓦特山（Mount Gravatt）舉辦

的美食街慶中國新年活動。活

動主辦方業主讚揚法輪功對多

元文化與澳洲價值觀的貢獻。

　　在美食街慶中國新年活動

的舞台上，法輪功學員應邀演

示法輪功五套功法，並表演了

中國傳統音樂和舞蹈，現場近

三千多名觀眾報以陣陣掌聲。

主持人向觀眾介紹節目時，感

謝法輪功學員帶來的美好，令

人印象深刻。

　　主持人說：「法輪功學員

的表演將帶您回到古代中國。

您會看到一些中國傳統的表

演，包括舞蹈、音樂、鼓和歌

曲。你即將看到法輪大法功法

和打坐的演示。法輪大法又稱

法輪功，於一九九二年公開在

社會上傳出後，在中國和全世

界迅速傳播。經常煉功可以減

緩壓力，並獲得內心的平和。」

感謝法輪功 
帶來中國傳統文化

　　活動主辦方業主馬克 • 威

爾金斯（Mark Wilkins) 表示：

「這是一個盛大的活動，尤其

在經歷了全球發生的疫情和封

鎖，大家聚在一起慶祝中國新

年。弘揚多元文化。這會讓布

里斯班的民眾更加融洽相處。」

　　威爾金斯非常認同法輪功

真、善、忍的原則，他認為這

個原則和澳洲的自由、包容、

尊重、互助的價值觀是一致

的，弘揚真、善、忍也是對澳

洲價值觀的支持。他說：「法

輪功團體豐富多彩的表演，帶

給觀眾傳統的中國文化。」

　　對於中共還在持續迫害法

輪功的事實，威爾金斯表示不

可接受，他認為要解體中共必

須要教育民眾。他說：「我覺

得應該讓民眾去了解真相，而

不是讓他們盲目地聽從。」他

非常支持法輪功，並為這次活

動提供場地和講真相的展位。

　　 賈 斯 汀 • 約 翰（Justin 

John）在政府安全管理部門

工作。他說：「今年的中國新

年慶祝活動很有特色，法輪功

學員的精彩表演令人印象深

刻，感謝法輪功團體給社區帶

來了歡樂祥和。」約翰認為，

法輪功的真、善、忍原則為這

個世界帶來希望，他表示回去

要好好看看法輪大法的網站

（falundafa.org）。 

希望法輪功明年再來

　　 海 倫 • 雅 仕 伯（Helen 

Jasaba）是澳洲 大的豬肉生

產商公司的人力資源經理，她

說：「非常高興看到法輪功學

員的節目呈現出中國傳統文

化，他們傳遞著中國新年虎年

的喜慶和祝福。法輪功團體的

表演對社區多元文化是一個很

大的貢獻。」

　　海倫非常認同法輪功倡導

的真、善、忍價值，她說：「法

輪功這麼美好，沒有想到竟然

在中國遭到中共的迫害，這是

不可思議的事情，希望迫害早

日結束。」

　　盧克（Luke）是一名建築

商，他和妻子帶著年幼的女兒

一起來參加新年活動。他說：

「節目太精彩了，孩子很開心，

我們也很高興。」

　　演出結束後盧克流連忘

返，一直在問：甚麼時候還能

看到法輪功團體的演出？「這

樣好的演出，希望明年還能看

到。」

　　 後盧克表示，回去後會

更多地了解法輪功，更多地感

受法輪大法的美好。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章韻報導）二

零二二年二月十八日，為營救

國內被雲南昆明當局在二零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抓捕的母親

劉豔，加拿大多倫多中國留學

生、法輪功學員劉銘園在中領

館前舉行了新聞發布會。

　　日前，劉銘園的父親在國

內收到了法院的傳票，被告知

劉豔即將在二月二十五日被非

法庭審。劉銘園在新聞發布會

上呼籲中共停止對善良的法輪

功學員長達二十三年的殘酷迫

害，無條件釋放她的母親劉豔。

加拿大各界關注和聲援

　　劉銘園是加拿大謝爾丹學

院（Shridan college）動畫系

的中國留學生。她母親劉豔是

原雲南文理學院大學外語教學

部主任、副教授，因堅持修煉

法輪功再次被中共當局抓捕。

去年的九月三十日，劉豔在單

位上班，因煉法輪功被惡人舉

報，再一次被警察綁架。

　　劉豔被五華區國保關進昆

明市看守所後到現在，一直不

讓家屬接見，甚至律師也被拒

絕探視。

　　從去年十月開始，劉銘園

在加拿大發起營救母親的行

動，引起了加拿大社會各界關

注。劉銘園在發言說：「自從

我站出來為營救我母親發聲以

來，我處處感受到國際社會對

法輪功學員們的同情，和對這

場迫害的譴責，人們都已經了

解到法輪功學員是一群善良的

人，卻在中國遭受著無端的迫

害和虛假的詆毀。」

　　四個月以來，劉銘園收到

了來自議員，媒體，教授，學

校的幫助和聲援，「我收到了

很多加拿大正義人士的支持，

幫助我一起向加拿大總理寫

信，督促加拿大政府對這場發

生的中國大陸的人權迫害採取

行動，並聲援立即無罪釋放我

的母親劉豔 。」

　　劉銘園說：「這場迫害已

經持續了近二十三年，對自己

國民的迫害所造成的悲劇已經

千千萬萬，使無數原本幸福的

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劉銘園 後說，近二十三

年以來，法輪功學員一直堅持

不懈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世

界講清真相，制止這場迫害。

今天，我向中國政府呼籲立即

停止對這群和平的信仰群體的

打壓，停止繼續殘害自己的人

民，請立即無罪釋放我的母親

劉豔！

學生會致信特魯多  
籲營救學生母親

　　 劉 銘 園 表 示：「一 月

二十九日，我在讀的大學謝爾

丹學院的學生會，向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發信，要求他關注法

輪功受到迫害的問題並呼籲立

即釋放我的母親劉豔。」

　　學生會的請願信中說：「謝

爾丹學生會一直在支持、倡導

和提供必要的資源，來幫助露

西（Lucy Liu，劉銘圓的英文

名）度過這一困難時期。我們

代表所有學生倡導，我們渴望

公平公正地對待所有學生及其

家人。」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複雜

的國際問題，但作為我們國際

學生團體的代表，如果我們不

推動露西母親的獲釋，並為露

西提供她需要的支持，那將是

我們的疏忽。」

　　請願信還說：「通過我們

的倡導，我們了解到加拿大和

世界各地的其他學生也面臨著

與露西類似的情況。這場對

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影響了很多

人，我們希望引起政府的注

意，呼籲採取行動，讓人們意

識到這些不公正，釋放所有被

拘留的人。」

　　「考慮到劉豔女士、她的

女兒露西以及所有因信仰被拘

留的父母，我們要求您立即譴

責這些非法拘留，並呼籲釋放

劉豔女士。」

中國留學生營救母親 加拿大各界聲援

澳洲昆士蘭民眾： 
真善忍給世界帶來希望

	�文 : 舊金山法輪功學員 

　　 舊 金 山 渡 輪 大 廈

（S a n F r a n c i s c o  F e r r y 

Building）是美國舊金山的

一個穿越舊金山灣的輪渡站

和購物中心，位於內河碼頭

（The Embarcadero）與主幹

道市場街的交匯處。每逢週

六，在渡輪大廈旁邊和對面

還開有農民市場（Farmers 

Market）和自由市場，人來

人往，好不熱鬧。

　　每個月的第一個週六，

舊金山的法輪功學員都會來

到這裏集體煉功洪法、徵

簽，每次都會吸引很多人駐

足觀看，有的想學功，有的

認清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邪

惡，紛紛在徵簽表上簽名，

表示支持法輪功、譴責中共

的惡行。

　　二零二二年二月五日大

年初五，舊金山法輪功學員

再次來到了渡輪大廈前的

廣場上，伴著祥和的煉功音

樂，展示了優美的法輪功五

套功法。

　　 有 位 叫 詹 姆 斯 • 理 查

德（James Richard） 的 男

士，看到法輪功學員的煉功

場面，對法輪大法產生了濃

厚的興趣，向學員問了很多

問題，還問這麼好的功法，

為甚麼不能在中國煉？學員

一一作了解答，學員說：法

輪功源於中國，於一九九二

年傳出後，因為祛病健身的

顯著效果，人們口耳相傳，

迅速傳播。據當時的官方統

計，在中國有一億人修煉法

輪大法，後來，由於時任黨

魁江澤民對有這麼多人修煉

法輪功的妒嫉，發起了對法

輪功學員的迫害，並持續至

今。詹姆斯聽了之後，深表

同情，並表示自己很想學煉。

　　於是，學員當場教了他

第一套功法。詹姆斯非常開

心，認真地學煉功動作。他

在做疊扣小腹的動作時，感

覺非常安靜，還感受到能

量。他說，他住在聖荷西，

但是不久就要搬到舊金山

來，等他搬來舊金山，一定

去金門公園的煉功點煉功。

　　有一位坐輪椅的男士路

過時，了解到法輪功學員在

中國大陸被迫害的真相，在

徵簽板上簽了名後說：我支

持你們！

　　他得到學員送的掛有

「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吊

墜的小蓮花後非常高興，說

自己很幸運，還說：等我做

完了手術後也煉法輪功。

舊金山學員傳真相  
有緣人當場學功

	�加拿大多倫多法輪功學員劉銘園（中）在中領館前舉行新聞發布會，呼籲立即釋放被中共非法抓

捕的母親劉豔。

	�活動主辦方馬克 • 威爾金斯非常認同法輪功真、善、忍原則。

	�當 地 民

眾 詹 姆

斯 ﹒ 理 查

德（James 
R i cha rd）

認真地學習

法輪功的煉

功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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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導）

遼寧大連市金州區六十九歲的

法輪功學員張思琴，今年一月

十九日遭公安入室綁架，非法

關押在大連姚家看守所。不到

十天，一月二十七日早晨六

點，家屬得知張思琴在看守所

離世。

家屬要看遺體。看守所卻

說，看遺體可以，但是看完就

必須火化。據說，看守所想給

幾萬元就了事。

張思琴，家住大連市金州

區炮台街道炮台村，她原來全

身是病，修煉法輪功後身體康

復，無病一身輕。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二

日，張思琴老人在住家附近的

農貿市場，向民眾免費發放含

法輪功真相內容的台曆，遭當

地派出所綁架，被非法關押在

大連姚家看守所。

老人的身體出現嚴重不適

症狀後，被放回家。但是公安

警察、檢察院、法院還是不斷

對她進行騷擾。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張思琴被監視居住。她在家裏

學法煉功，並按法輪大法真、

善、忍的原則修心向善，身體

很快恢復。她在家做個小生

意，維持家庭生活開支，同時

伺候有病的丈夫。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四日，

張思琴被大連市金州區法院非

法逮捕，兩個星期後被取保候

審。去年八月二十七日，張思

琴被非法判兩年，還被勒索罰

款五千元。

幾天就被迫害致死

今年一月十九日，張恩琴

在家裏突然再次遭公安綁架，

老人當時受到驚嚇，不知所

措，身體出現不適狀態，想要

嘔吐。即使這樣，參與綁架的

人員硬是把她拉到醫院進行體

檢，大夫當時說她的身體不適

合關押看守所。

可是參與綁架的人卻說：

「合格、合格。」張思琴的家人

氣憤地說：「人都這樣了，你

們都不能給點水喝嗎？」

張思琴被送到大連市姚家

看守所非法關押。

短短幾天的時間，今年一

月二十七日早晨六點，張思琴

的家人就接到看守所的電話，

被告知張思琴老人去世了。一

個活生生的善良老人就這樣被

中共公檢法合謀迫害致死。

張思琴被公檢法合謀迫害致死

被勞教所打毒針失去記憶 彭淑純含冤離世

	�明慧網通訊員湖南報導

湖南法輪功學員彭淑純二

零零零年被中共非法勞教，在

白馬壟勞教所遭受灌食、打毒

針等迫害，回家後不久，即成

植物人狀態。今年二月六日，

老人不幸離世，享年八十歲。

彭淑純家住湖南省岳陽市

君山區採桑湖鎮文家灣村，

一九九九年四月開始修煉法輪

大法，僅三個多月的時間，

多種疾病痊癒。她按大法真、

善、忍的標準做人，凡事為他

人著想，家庭和睦。

二零零零年四月，彭淑純

寫了八張「法輪大法好！」的

不乾膠粘貼，到外面去貼，遭

當地公安綁架，被非法勞教一

年。

在湖南省株洲白馬壟女子

勞教所，五十八歲的彭淑純遭

強制洗腦。她絕食反迫害十八

天，被勞教所灌食、打毒針。

二零零一年四月底，彭淑

純非法勞教期滿回家。三個月

後，她變得像植物人一樣，連

簡單的思維都沒有，完全痴

呆，不知道吃喝拉撒，你給她

盛多少，就吃多少。

直至二零零八年，彭淑純

才恢復到生活可以自理。但以

前那個能說能寫、快樂熱情的

她，再也找不回來了。

彭淑純喪失了記憶。想了

解她受迫害的經歷，她都不記

得。很可能是在勞教所被打毒

針，藥物發作的結果。

她也從不與人說話，不管

站在甚麼地方，都是在勞教所

被迫害時罰站的動作。這種狀

態一直持續到她去世。

白馬壟女子勞教所對法輪

功學員強制洗腦、野蠻灌食、

藥物迫害、酷刑折磨，造成很

多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致

殘、致瘋。現在勞教所解體

了，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卻沒

有停止。

善惡有報是永遠不變的天

理。所有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的人，在不久的將來都面臨終

身追責。

（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

導）今年二月十四日（元宵

節的前一天），吉林市豐滿

區法輪功學員岳乃亮在母親

家中遭中共警察綁架。

綁架的「理由」竟是，

他在母親家的大門上粘貼了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內

容的對聯、年畫和福字等。

當著八十三歲老母親的

面，警察毆打六十三歲的岳

乃亮，抽他的嘴巴子。受驚

嚇的老母親一直在哭。

警察還將大門上的對聯

和「真善忍好」福字破壞掉；

同時將屋內牆上粘貼的法輪

功真相年畫和福字都扯下來

毀壞；還搶走了家中的大法

書籍、《明慧週刊》、 《正見週

刊》等私人物品。

岳乃亮現在被非法關押

在吉林市拘留所。同時遭綁

架的還有前去串門的六十二

歲法輪功學員孫亞珍。

兩個兒子陷牢獄 
老母親哭著過元宵節

岳乃亮的弟弟岳乃明，

三年前被非法判刑，現被非

法關押在公主嶺監獄。兩個

兒子都無辜陷牢獄，這個元

宵節，他們八十三歲的老母

親是哭著過的。

岳乃明今年六十歲，二

零一八年十月三十日被闖入

家中的華山路派出所警察綁

架。後被豐滿區法院非法判

刑三年六個月。

岳乃明在吉林省公主嶺

監獄，因為不放棄信仰，堅

持修煉法輪功，遭受了各種

虐待、酷刑迫害。

二零二零年獄警強迫岳

乃明喝玉米稀粥，只有半

碗，加了很多鹽，不給他水

喝。刑事犯馬濤、大洋參與

了迫害。

岳乃明還遭受了電刑、

上大掛等酷刑折磨，被迫害

得胸腔積液，生命垂危，

住了好幾個月醫院。去年年

初，岳乃明被強迫下車間做

奴工。目前還在吉林省公主

嶺監獄遭受迫害。

岳乃亮、岳乃明兄弟倆

無辜入獄，家中留下八十三

歲的老母親和身體行動不便

的妹妹沒人照顧，讓人看了

心酸、難過。

這場對善良民眾的迫害

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有多

少家庭被迫害得妻離子散，

家破人亡。有地不能種，有

家不能回，白髮人送黑髮人

的悲劇，天天都在發生著。

自家門上貼對聯  
岳乃亮遭警綁架

	�海外法輪功學員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國大陸同修。

	�湖南省岳陽市法輪功學員彭

淑純。

曾被倒吊三天 82歲耿引鳳仍在坐冤獄
（明慧網通訊員江蘇報導 )

江蘇省靖江市老年法輪功學員

耿引鳳，曾在監獄被倒著吊起

來三天。現在八十四歲的老

人，正在常州女子監獄遭受迫

害，還有四年的非法刑期。

　　二零一八年，耿引鳳被江

蘇省泰州市靖江市法院非法判

刑三年，因身體原因取保。去

年中秋節後，老人又被南京市

雨花區法院非法判了兩年。她

的老伴去年底去監獄探望，但

是監獄不讓會見。

　　耿引鳳於一九九六年開始

修煉法輪大法，按大法真、

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品行

高尚，是遠近聞名的好人。修

煉後，她的肩周炎、坐骨神經

痛、偏頭痛、風濕性關節炎以

及婦科病等都不藥而癒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澤

民集團迫害法輪功後，耿引鳳

多次被警察非法關押。有一

次，她被綁吊在門欄上面一天

一夜，遭警察打耳光、用腳踢

等。警察還不讓她睡覺，不給

飯吃，不給水喝。之後，耿引

鳳被非法判刑三年。

　　在監牢裡，由於抵制邪惡

的「轉化」，耿引鳳被倒著吊

起來三天三夜，尼龍繩子勒進

了肉裡，露出了骨頭，鮮血流

了一地，直到昏死過去。

　　耿引鳳走出監獄之後，孝

順的兒子在南京江寧區為父母

買了一套房子，把老人接到南

京，希望從此擺脫迫害。

　　豈知，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六日，靖江市六一零夥同南京

江寧區六一零及國保警察闖入

家中，非法抄家，並綁架了耿

引鳳。

　　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耿引鳳在南京家中再次遭警察

綁架，被非法拘留了十六天。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靖

江市法院非法開庭，對時年

八十一歲的耿引鳳非法判刑三

年（主審法官王頻）。因為身

體原因，泰興監獄拒絕接收，

老人被取保回家。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六

日，耿引鳳和其他三位修煉法

輪功的老太太一起讀書學法

時，被南京江寧區警察綁架。

　　去年南京市雨花區法院對

耿引鳳老人非法判刑，情況待

查。希望知情者提供更多信

息，制止迫害。

	�中共酷刑示意圖：「倒掛」。

耿引鳳坐冤獄時曾被倒著吊了

三天，直到昏死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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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美珍 （山東煙臺）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我

父親漸漸出現了老年癡呆的症

狀，到二零一六年越來越重了。

　　過年回家拜年的時候，我

三叔跟我們說起了父親的狀

態，讓我們帶父親到醫院看

看。其實那時我弟弟已經帶父

親去醫院多次，也花了不少

錢，但沒什麼效果。後來聽說

當地一個老中醫挺厲害，每天

只看有限的幾個人，有的人天

不亮就去掛號。

　　我弟開車拉父親去了，老

中醫也說父親是小腦萎縮，再

發展下去就是老年癡呆，治療

也只能是延緩病情的發展，不

可能治癒。

　　記得我們幾個子女當時在

議論父親的病情時，父親也在

現場，他一會兒擦擦嘴邊流出

的口水，一會兒瞇著眼迷糊過

去了，一會兒看看這個，一會

兒看看那個，眼神透露著迷

茫。我弟說，現在已經就癡呆

了。我使個眼色，讓他別當著

父親的面說，擔心父親受到打

擊，但看看父親的表情，好像

沒聽到似的。

　　我是一九九七年開始修煉

法輪大法的，深知大法的神

奇。看到父親這種狀態，我就

讓父親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這是佛法真言，給他

講別人誠念大法真言出現的神

奇。

　　過了幾個月回家，我媽又

跟我說起，給父親看病已花了

好幾千，也沒有什麼效果。

我說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就能好，又不用花錢，可

你們不信，不念。我媽說她自

己念，身體不舒服的時候就

念，有時想起來就默念。

　　我記得一本真相小冊子上

講過，有人一天念一百遍「法

輪大法好」的事。我教父親也

找出一百粒玉米，念一遍就撿

出一粒，念一遍撿出一粒，這

樣確保一天能念一百遍。

　　因為我離家較遠，一年也

回不去幾次。一次回家，吃完

晚飯我出去了一會兒，回來看

見父親在一粒一粒地扒拉玉

米，我暗暗高興，知道他在一

遍遍地念「法輪大法好」呢。

　　大概二零一七年五、六月

份的時候，我和兒子及丈夫回

父母家。吃過午飯，我兒子突

然對我說：「媽媽，我姥爺好

了。」

　　我這才意識到父親確實好

了，有精神了，眼神不再是迷

茫的。我趕快跟媽媽說，父親

的病好了。

　　媽媽笑了，說我父親幾乎

每天都數玉米粒，每次念一百

遍「法輪大法好」。有一次媽

媽在另一房間，突然聽見父

親在廚房大聲喊：「法輪大法

好！」

　　原來我父親還有很嚴重的

眩暈症，發作起來整天在炕上

躺著，有時甚至噁心、嘔吐，

現在全好了。父親還種了一畝

多地的櫻桃，每年也能有五、

六千元收入。

　　媽媽也常念「法輪大法

好」，她也真真切切的在大法

中受益了。

　　四、五年過去了，在大法

的佛光普照下，七十八歲的母

親和七十九的老父親都神采奕

奕，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也

不用子女們操心了。

　　感恩師父！感恩大法！

父親的老年癡呆症逆轉

走出心梗伴心衰的危難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二零二零年一月，我在醫

院護理人時，遇到一位礦上下

崗（失業）多年的王某住院。

得知五月份，他就要退休了。

前段時間，老母親住院，他日

夜照料九天。母親出院了，他

卻突發心梗，住進了醫院。

　　因為他還沒到退休月份，

目前沒有醫保，二零一九年剛

剛補交八萬多的社保錢，已無

儲蓄。所以，沒錢做造影下

支架，救治不及時，很快他出

現了心衰。心梗伴心衰，他躺

不下，睡不著，在重症監護室

二十四小時監護，吸著氧氣，

呼吸也困難。躺下更上不來

氣，整日無力地靠坐著，病情

日益加重。

　　他妹妹跟我說：「這樣下

去，我哥活不了幾天，心臟隨

時可能停止跳動。」我聽了，

心裡很不是滋味，下崗（失

業）多年，吃了很多苦，馬上

盼到要退休了，有工資也有醫

保，日子能好過點了，身體卻

不行了。

　　我就找機會跟他說：「你

這麼孝順，很好的一個人，希

望你能有好運。你沒錢治病，

我告訴你一個不花錢的方，只

要心誠就行，不知道你是否有

所了解，就是『真善忍好，法

輪大法好』這幾個字，很多人

誠心念誦都受益頗多，法輪功

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

電視上的報導都是造謠污衊，

是江澤民怕好人多進行蓄意迫

害。你相信就真心念。」

　　他看看我，「嗯」了一聲，

看來他是明白人。我誠懇地對

他說：「真的，心誠則靈。」他

說：「我念。」我又把九字真言

一字一字說與他，讓他記牢。

臨走時我又叮囑：「你真心信，

一心一意地念得心無雜念。效

果更好。」他認真地點點頭，

眼神裡透出了一絲希望。

　　隔了一天，我在電梯裡看

到他妹妹，詢問她哥哥的病

情，她非常高興地告訴我：「見

好了。昨晚躺下睡了一個多小

時，這下有希望了。」我聽了

真的替他高興。又隔了兩天，

他從重症監護室搬到了普通病

房，已經正常睡覺，不再吸氧

了，氣色也好多了，說話也有

底氣，精神多了。

　　我要離開醫院前，去看

望他。他告訴我：他做 CT 檢

查，心臟有一半是黑的。沒

想到這麼快就從重症監護室搬

出，太高興了。他相信法輪大

法好，相信善惡有報，並用真

名退出了曾經加入的少先隊。

　　我說：「你真有善緣啊，

以後不知道能不能再遇到，一

定要堅持念九字真言啊，希望

你越來越好。」他誠懇地說：

「放心吧，我知道我的病情，

真是幸運，我會一直念下去。」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我今年八十一歲了。去

年九月份，老伴咳嗽吐黃

痰，痰中帶血，到縣醫院去

看說是感冒了，按照感冒治

療。三天后，老伴突然倒在

地上，連拉帶吐，症狀非常

危急。孩子們趕緊把他送到

縣醫院搶救。

整個肺都成了白的

   經檢查說是肺部病毒感

染，發現整個肺全部成了白

的，說醫院治不了，讓轉

院，還說準備後事。

　　老伴在中共迫害法輪功

以前曾和我一起煉過功，迫

害以後就不再煉了。但是他

不反對大法，也支持我修

煉。我的第一念就想：有師

父保護，他一定不會有事的。

　　我趕緊聯繫一位同事

在 市 醫 院 工 作 的 孩 子。

老伴轉到市醫院的途中，

我誠心地向師父求救：師

父，求求您救救他的命吧！ 

　　這時我（天目）看到了

師父的法身，身材高大，穿

著藍色道袍，但是看不清模

樣，手裡拿著佛塵一甩，然

後就隱去了。我知道師父已

經把老伴的病拿走了。

　　不到兩個小時，我們就

到了市醫院，在急診處醫生

給老伴掛上了吊瓶，很快老

伴就不喘了。

    更神奇的是，第二天

早上老伴就能下地走路活動

了。醫生都覺得奇怪：怎麼

好的這麼快？

　　十天后，醫生說我老伴

各項指標都正常了，就讓出

院了。七天後，醫院打電話

讓回去複查，結果整個肺和

正常人的一樣，根本不需要

吃藥了，醫生都感到很驚

奇！現在老伴能吃能喝，身

體健康。

　　我深知這是師父救回了

老伴的命，佛恩浩蕩啊！在

這裡再次深深叩謝師父的救

命之恩！

醫生讓準備後事 
老伴十天恢復正常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約六千三百名法輪功學員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前，排出壯觀的「法輪

圖形」圖像和「法輪常轉」文字。

（中國吉林延邊來稿）我

四歲的時候曾得過重病，奄奄

一息，大家都說我沒救了。我

娘看我還有一口氣兒，不捨得

把我扔掉，就把我放在草堆裡。

　　七天后， 我娘發現我沒

死！後來我的病好了，但胸骨

向前隆起畸形，成了「雞胸」。

　　一九九六年，我幸運地走

進法輪大法修煉。煉功沒多

久，我的大周天就通了，可以

在屋裡飄來飄去。我的胸脯也

奇蹟般地平了。

　　 神奇的是四年前的那段

經歷。我去一個路途較遠的農

村參加孫子的婚禮。當時車上

除我之外，還有兒子和妹妹。

　　當車行駛到半路時，對面

來車，由於鄉村的盤山路很

窄，我們不得不停靠在路邊

讓對面的車先行。由於路況不

熟悉，我們的車子停得太靠路

邊，錯把積雪當成了路面，結

果車子失重一下跌進十多米深

的山溝裡。

　　就在下跌四米左右時，車

子被一棵胳膊粗的樹給擋住

了，車子四個轂轤朝上停住，

沒有掉進溝底。山溝底下全都

是石頭，掉下去後果真是不敢

想像。

　　我和妹妹在車裡誠心默

念：「法 輪 大 法 好， 真 善 忍

好。」我在車裡就感覺像在棉

花堆裡滾了一個圈，哪也不

疼，也沒受傷。

   兒子從車裡爬出來，哭著

喊「媽媽、媽媽」。他以為我

們倆都死了，怎麼一點聲音也

沒有。當他看到我和我妹妹啥

事兒都沒有，高興地大喊：法

輪大法好！

　　後來交警來處理事故，說

太奇怪了，這麼大事故沒有人

員傷亡，還從來沒遇見過。

「雞胸」奇蹟般平了

法輪大法神奇殊勝，法力遍布洪微。這裏所講的事例，僅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層面的一個

小小體現。大法能給人類帶來世間的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勝更是為了讓人返本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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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來稿）我和妻子同

在一家私企供職，我是副總經

理，妻子是總經理助理，我們

工作都順利；兒子上學讀書，

成績不錯，一家人健康和睦，

其樂融融。

　　誰料天有不測風雲。二零

一四年初夏，讀高三的兒子高

考在即的關口，我和妻子突遭

公司老闆打壓，妻子被連降職

務，我也被調崗、降級。

　　起因是這樣的：由於妻子

在業務上出類拔萃，她分管的

那個區負責幾個省的銷售，每

年的銷售額都是其他區的兩倍

以上，引起同行妒嫉，在董事

長面前挑她的毛病。妻子自恃

對企業貢獻大，從不在董事長

面前溜須拍馬，甚至敢直言辯

駁，令董事長不快。

　　二零一四年初，公司財務

部例行查賬，發現有一筆貨

款，妻子沒嚴格按公司的要

求走（別的公司有時也這樣

做）。董事長令妻子寫檢討。

妻子承認有失誤，但不承認有

原則問題。於是，董事長召開

董事會，給予妻子降職降級處

分，令其繼續寫檢討。妻子仍

不低頭，她被降職降薪。董事

長放言：再不按要求檢討，就

下車間當工人。我也被從重要

崗位調離，邊緣化，接著降職

降薪。

　　那時，兒子已進入高考倒

計時，我和妻子突然遭此打

壓，心情都很沉重，盡量不讓

兒子察覺我們的困境，以便他

集中精力完成好學業。

　　期間，我幾次與在外地的

姐夫通電話。姐夫是一基層單

位的負責人，原來是個藥簍

子，身患多種頑症，他修煉法

輪大法近二十年，再沒得過

病，人也變得寬容祥和，有智

慧，我每次與他通話，都有啟

發。

　　姐夫告訴我，要多想董事

長以前對你們的好，無論是留

下還是離去，都不要怨恨，更

不要以牙還牙，把心擺正，沉

穩淡定，事情就會往良性方向

發展。

　　他還讓我們誠心念誦「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會得

到神佛的保護，逢兇化吉。我

照姐夫說的做，心裏輕鬆多

了，不那麼糾結，也不那麼怨

恨董事長了。

　　一天中午，我發現在我們

小區內丁字路口的醒目位置上

豎起了一塊展板，上面有一些

漫畫，下面還配有文字，都是

詆譭、誣蔑法輪大法的內容，

我知道大法很好，我的親屬中

有多人修大法，他們都是善良

人。

　　回到家裏，我心裏一直在

掂量這個事：展板上的內容顛

倒黑白、煽動仇恨，小區的居

民看了無故敵視大法，也對他

們不好。我做件好事吧，晚上

趁無人的時候，把那東西處理

掉。

　　主意已定，當晚就行動。

那天下午是陰天，我想，要是

能下點雨就更好了。傍晚時

分，真的下起了雨。等到天完

全黑下來的時候，我打著雨

傘，來到丁字路口的展板旁

邊，四望無人，三下五除二，

把那展板上的畫布撕掉了，然

後把它扔到路邊的垃圾桶裡。

　　路口展板上的漫畫不見

了。第二天，也沒聽到誰問，

一連幾天都沒有人議論。

　　過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

姐夫，姐夫很為我高興，對我

說：善待大法，必有洪福。你

就耐心等著吧，你家一定會有

喜事降臨！接下來的情況果然

如此，一個月後，我家就開始

時來運轉，吉星高照。

　　先說我兒子，他高考考了

610 多分，如願以償地被北京

一所重點大學錄取！他現在已

經順利畢業，並接到國外一所

知名學府的錄取通知，即將赴

海外深造。

　　再說我妻子：她不願繼續

與董事長僵持，就把自己想換

換地方的打算透給了業內的一

個朋友。一週後，朋友告知，

同行業的一上市公司願意請妻

子「屈就」。這家公司求賢若

渴，幾天后，總經理親自飛到

我市，與妻子面洽。總經理回

去向董事會匯報，董事會決

定，聘任我妻子為公司副總經

理，主管銷售業務。

　　在原公司，妻子兢兢業業

二十年，沒能升到副總，換了

新單位，一步到位成了副總經

理，年薪還翻了一番。妻子走

馬上任，履職不久，該公司銷

售額即大幅增長，董事會欣喜

請對了人，為妻子加薪，提升

待遇。

　　而我的情況，更是意想不

到的順利。妻子跳槽後的半個

月，我還在原單位上班，準備

上到月底就遞辭職報告。有一

天，我忽然接到本市一個同學

的電話，他是一家私企的董事

長，他的公司規模也不算小，

每年幾個億的產值。同學約我

見面，聘請我到他的公司工

作，任副總經理，年薪不菲。

應聘到新單位不久，我憑藉自

己的人脈，給公司辦成了幾件

事，都是該公司過去想辦沒辦

成的。董事長給我發專項獎

金，給我加薪水。

　　從 2014 年底到現在，我

們家事事順遂，真的應了姐夫

的吉言：善待大法，必有洪福。

善惡因果

我家時來運轉吉星高照的奧秘

讀者來稿：亂世中平安的法寶
( 中國瀋陽讀者來稿 ) 我家

有個大報箱，幾年來經常收到

法輪功真相資料，有光盤、小

冊子，現在小冊子變成了大冊

子，非常漂亮。我們一家三代

人也由剛開始的排斥變成了忠

實的讀者。　　

之所以轉變，是因為我們

發現法輪功說的都是真話，是

為了百姓好，而且把共產黨的

走向也說出來了。現在中國發

生的事，都是按照法輪功說的

一件件地兌現著。

我也從中知道了法輪功揭

露共產黨不是搞政治，是為了

救人，救那些還站在共產黨漏

船上的人，讓他們知道這條船

漏了、即將沉沒了。　　

我曾聽共產黨內部人說，

把當官的排成一排，如果都

「突突」了肯定有冤的；如果

隔一個打一個就會有不少漏網

的。以前我認為中共反腐敗就

能使共產黨變好，看了法輪功

真相資料才明白，那些腐敗分

子都是「優秀的共產黨員」，

是「中共的精英」，也都是殺

害法輪功學員的魔鬼。

　　真相資料顯示，中共迫害

法輪功還在繼續著，還在屠殺

善良人。既然這樣，反腐敗有

啥用？是騙我們老百姓的。

　　以前以為共產黨、法輪功

都與我沒關係。但自從看了真

相資料後，我發現家人都在

變，家中充滿了歡聲笑語。鄰

居都奇怪：「你家人怎麼都樂

呵呵的？」

　　是啊，我家人都樂呵呵

的，因為我們知道了教育孩子

的最好方法；因為我們知道了

怎樣善待他人；因為我們有了

祛病健身的法寶——誠信敬念

「法輪大法好」。

　　法輪功傳播的真相是甘

露，使我的家人們不再懼怕這

紛亂的人世間。因為任何天災

人禍就像狂風，只能吹倒枯萎

的樹，卻吹不倒被「甘露」滋

潤的參天大樹。 在此，我代表

全家三代人謝謝法輪功。

曾壽，在廣東省茂名市

電白教育局任職其間，參與

編寫誣蔑法輪功的內容，

放進小學教材中，毒害小學

生。他還在同學聚會上信口

雌黃，污衊法輪功。法輪功

是佛家修煉大法，曾壽褻瀆

佛法給自己種下惡果。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的早上，鄰居聽到曾壽家傳

來爭吵聲，看到曾壽的兒子

拿著一把鐵錘狠狠地往曾壽

頭上一錘，曾壽當場倒在血

泊中。

　　曾壽的妻子馬上跪下向

兒子求饒，她的兒子順勢用

左手抓住母親的衣領，右手

一鐵錘敲到母親的頭上，曾

壽夫妻雙雙倒在血泊中。

兒子後來也被警察抓去坐牢

了，一個完整的家庭就這樣

毀了。

　　潘立海，廣東省茂名市

七逕鎮文豹村人，治安主任。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一

名法輪功學員凌晨三點多，

到米糧中學發真相資料，被

半夜蹲坑的潘立海偷窺到。

第二天一大早，潘立海就到

米糧中學舉報。

　　舉報的第二天，潘立海

就出了車禍。但他不知醒

悟，還是繼續監視法輪功學

員。之後，他接連出現幾次

車禍，第四次車禍時手被撞

殘廢了。

　　潘立海依然不醒悟，繼

續參與迫害法輪功，最終在

二零一七年患上肝癌，痛苦

地死去。

廣東茂名現世現報兩則

剖析1400例謊言

王嚳是機關公務員，

1984 年得過乙型肝炎，1998

年 50 歲時死於肝硬化，卻被

中共無故收入所謂的「1400

死亡案例」。

他的妻子 2001 年投書

明慧網說「我丈夫純屬正常

死亡，根本不是煉法輪功

煉的，他本人從未煉過法輪

功。」

其妻提到王嚳去世的原

因是：1、在工作中說真話受

排擠；2、工作中叫人騙了一

把，自己拿錢給補上；3、因

為他哥哥在 1995 年 8 月 25

日去世，死於肝癌，時年 50

歲，弟弟在 1997 年 5 月 9 日

死於肝病，時年 46 歲，因為

他們兄弟都有肝病，所以對

他壓力很大。

中共把普通人的正常病

逝說成是煉法輪功造成的，

目的是抹黑法輪功，挑起民

眾對法輪功的仇恨。中共誣

衊法輪功的其它謊言也是這

樣捏造出來的。

死者妻子吐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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