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美國新州法輪功學員

　　在第二十三屆「世界法輪

大法日」和法輪大法洪傳世間

三十週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美

國新澤西州參議院和眾議院簽

發聯合議案，表彰法輪大法傳

世三十年和法輪大法創始人李

洪志大師的重大貢獻，讚譽法

輪大法學員在新澤西州社區的

貢獻，並確認「世界法輪大法

日」的重要性。 

　　這項州參議院和眾議院

聯合決議案獲得全體州參議

員、眾議員一致贊同，由州參

議院議長尼古拉斯﹒斯庫德

拉（Nicholas P. Scutari） 和

州眾議院議長克雷格﹒考夫林

（Craig J. Coughlin）共同簽署

的。決議案的部分譯文寫道：

　　鑑於，新澤西州參議院和

眾議院欣喜確認，第二十三屆

世界法輪大法日將於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三日在花園州和全球

社區舉行；

　　鑑於，這個吉祥的日子也

是法輪大法傳世三十週年；

　　鑑於，法輪大法又稱法輪

功，是一種植根於中國傳統文

化的和平精神修煉，全世界的

習練者超過一億人；

　　鑑於，法輪大法修煉有助

於改善健康，淨化心靈；

　　鑑於，本立法機構確認二

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輪

大法日的重要性是恰當的，因

此，現在新澤西州參議院和眾

議院決定本立法機構在此共

同確認世界法輪大法日，讚揚

新澤西州的修煉者對這一高級

的修煉和實踐體系的承諾和奉

獻。

首府升旗慶祝 市長頒獎

　　五月十二日，新澤西州

首府、美國歷史名城春頓市

(Trenton) 舉行了「世界法輪大

法日」升旗儀式，春頓市市長

古斯喬拉（Reed Gusciora）親

自主持升旗儀式，並現場頒發

褒獎。

　　「歡迎法輪大法來到首

府！」古斯喬拉一到市政府大

樓廣場現場就熱情地與學員們

打招呼。儀式中，「法輪大法

日和真善忍」旗幟在晨光中緩

緩升起，飄揚在市政府大樓

上，醒目奪人，並預定在春風

中飄揚一週。

　　古斯喬拉是法輪大法的長

期支持者。自從一九九九年迫

害開始後，他就一直以各種方

式聲援法輪功學員，呼籲新澤

西各級政府行動起來，制止中

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他在致辭中強調，在美國

建國的二百五十多年來，歷史

名城春頓市一直是個支持自

由、宗教和信仰自由的城市。

對法輪大法的支持是非常重要

的 , 他說：「我們和社區民眾一

起，歡迎你們來到這個美麗的

城市。我們非常高興能夠把法

輪大法帶進我們的社區，帶進

首府！」

　　隨後他向新澤西法輪大法

協會代表頒發褒獎，並現場宣

讀表彰法輪大法的褒獎令。

新澤西州40餘政要褒獎

　　本次活動的一位組織者

趙 傑 西 表 示， 新 澤 西 州 自

一九九九年以來共收到了 235

個支持法輪大法的褒獎或決議

案，來自 102 個城鎮、橫跨 16

個郡縣。僅在今年，迄今已收

到了 40 份褒獎和賀信。

　　（明慧記者王英舊金山報

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為慶祝法輪大法洪傳三十週

年，暨祝賀李洪志師父七十一

華誕，美國舊金山部分法輪功

學員在舊金山金門大橋附近的

迪斯尼家庭博物館前的大草坪

上排出壯觀而神聖的「大法洪

傳三十週年」幾個大字。

　　當天上午九點，法輪功學

員首先在大草坪上煉功，之後

列隊排字。排字和集體煉功祥

和有序的場面，吸引路人駐足

觀看並拍照留念。不少遊客被

法輪佛法的純正能量場和壯觀

排字景象震撼和感動，他們表

示敬佩法輪功學員持之以恆講

真相的善舉，並認為「真、善、

忍」是全世界共認的普世價值。 

　　在附近管理大草坪和停車

場的賈斯汀（Justin）非常支

持法輪功學員舉辦的排字活

動。他說：「許多人都喜歡在

這個大草坪上舉辦活動，很少

看到有這麼多人一起活動。法

輪功學員的活動一片祥和，他

們看起來非常平和。真、善、

忍的原則非常美好，我支持他

們為爭取信仰自由的權利所做

出的努力。每個人都應該享有

信仰自由的權利，共產主義所

做的都很邪惡。」

　　在大草坪散步的邁克﹒拉

馬羅斯（Mike Ramarous）第

一次聽說法輪功。當他了解到

修煉法輪功可以祛病健身，去

掉惡習時，他高興地說：「太

好了，這正是我需要的，謝謝

你們。」

　　當拉馬羅斯了解到中共迫

害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

並活摘器官時，他感到震驚，

「這太可怕了，就因為這些人

煉功，實踐他們的信仰，中共

就將他們殺害，太恐怖了。謝

謝你告訴我這些。」

　　在加州聖瑪麗大學任教的

教師拉提法﹒波帕爾（Latifa 

Popal）經過時停下了腳步，

詢問這裡在辦甚麼活動。當她

了解到學員們正在慶祝法輪大

法洪傳世界三十週年，法輪功

的原則是真善忍，很多人修煉

法輪功後去掉了惡習，她說，

「這太好了，我也要遵照這個

原則。謝謝你們今天在這裏讓

人們了解法輪功。」

　　當她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輪

功，並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

時，她震驚了，「天哪！這太

恐怖了。感謝你告訴我這些。

這件事太重要了，我在學校工

作，我要把這些信息與我的學

生們分享，他們需要了解。」

　　 來 自 迪 拜 的 遊 客 阿 瓊

（Arjun）一直在觀看法輪功學

員的煉功活動，他表示，一開

始以為他們在練太極。「我是

第一次聽說法輪功。法輪功的

真善忍原則絕對是太美好了。

現在這個世界需要真善忍，尤

其是發生大瘟疫和戰爭的困難

時期。」

　　「他們看起來非常祥和、

平和，動作舒緩。」阿瓊看著

法輪功學員的煉功場面說。他

對煉法輪功很感興趣，他表

示，回去會上網進一步查詢。

　　第一次聽說法輪功的舊金

山市民喬安﹒蒂皮特（Joann 

Tippett）表示，她拿到了法

輪功的傳單，準備回去看看。

談到法輪功學員正在舉辦的活

動，她說，「我認為走出來告

訴人們法輪功學員在做甚麼，

這很重要。」

　　她很高興能夠現場看到法

輪功舉辦的活動，更容易讓她

了解甚麼是法輪功，「法輪功

學員看起來很平和，每個人都

應該遵循真善忍的原則。現在

的世界缺少的就是善良。人們

的忍耐力很低。」

　　蒂皮特說，她聽說法輪功

在中國受到迫害，「這太不應

該了。他們不能在自己的國家

自由的修煉，太可悲了。」 

舊金山排字慶祝法輪大法日 遊客震撼

新澤西州參眾兩院聯合決議
慶賀法輪大法日

	�法輪功學員排出壯觀的「大法洪傳三十週年」幾個大字。

　　據明慧瑞典記者站五月

十四日報導，瑞典法輪功學

員在首都斯德哥爾摩皇家公

園舉辦兩天（十三、十四

日）的法輪大法日暨大法傳

世三十週年慶祝活動。十六

位瑞典政要給法輪功學員發

來了賀信 , 誠摯表達：

　　「我們對於在中國正在

發生的針對法輪功學員的人

權迫害深感不安，迫害的殘

酷程度多年來早已被國際人

權組織記錄在案，成為多國

政府、歐洲理事會及聯合國

的議案，我們支持法輪功學

員們為維護人權及制止迫害

所做的工作。言論自由、信

仰自由和法治是民主社會的

基石，你們多年來持續的和

平的工作不但拯救在中國受

迫害的生命，而且對全世界

都很重要。」

　　「真善忍是非常重要的

普世價值，尤其現今的疫情

及後疫情時期，個人健康、

個人責任及個人的發展比任

何時候都要重要。法輪大法

為社會的多元文化、善良與

和平做出了貢獻，我們藉此

聲明送上我們最熱忱的問

候！」

　　簽發賀信的政要包含

十四位國會議員及前國會議

員和 Nacka 市議員。

　　愛爾蘭法輪功學員同天

也傳來訊息，八位愛爾蘭國

家正要、六位愛爾蘭市級政

要紛紛用賀信形式為世界法

輪大法日送上衷心的祝賀，

高度讚揚法輪功的真、善、

忍這普世價值，和法輪大法

給世界帶來的美好與福祉。

奧地利國會議員致賀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五月七日，奧地利部分

法輪功學員在維也納著名的

史蒂芬大教堂前廣場，舉行

了功法展示、歌曲表演等

活動，慶祝五 • 一三。據明

慧網報導，奧地利國會議

員佩特拉﹒巴伊爾（Petra 

Bayr）、佩特拉 •維默（Petra 

Wimmer）和馬里奧 • 林德納

（Mario Lindner）發來聲明

祝賀大法日，並嚴譴中共迫

害法輪功。  

瑞典、愛爾蘭政要恭賀

法輪大法洪傳三十週年

	�十六位瑞典政要聯合簽名發來賀詞聲明。

	�5 月 1 2
日，「世界法

輪大法日」

旗幟開始在

新澤西州首

府春頓市市

政大樓前升

起，迎接 23
屆法輪大法

日的到來。

	�在第 23 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到來之際，新澤西州參議院和

眾議院簽發聯合議案，慶賀法

輪大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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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遼寧省鐵嶺縣法輪功學員

魏國軍，長期遭中共迫害，於

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日不幸離

世，年僅五十三歲。

　　魏國軍是遼寧省鐵嶺縣雙

井子鄉人。因堅持真、善、忍

信仰，他於二零零零年底被非

法勞教三年，在鐵嶺勞教所遭

受迫害，那年他三十三歲。

　　二零零二年四、五月間，

以勞教所大隊長王志斌為首的

惡警，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進

行殘酷迫害，多次將法輪功

學員魏國軍（鐵嶺縣）、王選

華（開原市）、王權（昌圖

縣）、孟繁威（銀州區）、張

波（鐵嶺縣）、楊貴志（鐵嶺

銀州區）、關雲志（鐵嶺清河

區）、白靜瑞（開原市）、李

心基（鐵法市）、劉海臣（昌

圖縣）、翟明軍（昌圖縣）等

十多人銬上手銬、腳鐐，用電

棍、狼牙棒輪番毒打，每次都

是迫害兩、三個小時，被害人

撕心裂肺慘叫，令人不忍聽聞。

　　同年九月二十七日，魏國

軍同另外四位遭非法勞教的法

輪功學員集體逃出鐵嶺勞教

所，被迫流離失所。

　　二零零三年，魏國軍等五

位法輪功學員在遼陽再次被中

共警察綁架。當時遼陽市公安

局出動了十多個警察綁架五位

法輪功學員，綁架過程中，幾

個惡警拿磚頭往魏國軍頭部

猛砸，當時他的頭被砸出大口

子，鮮血直流，淌得滿臉、衣

服上都是。而惡警王慶友還用

炒菜的大杓往魏國軍的頭部猛

砸。惡警高風華公開叫囂：「對

你們這樣的不用講什麼法律，

打死就埋。」

　　之後，魏國軍被中共法院

非法判刑九年，劫持到盤錦市

監獄迫害。在獄中，魏國軍多

次遭到酷刑折磨，曾被惡警電

擊全身，幾近昏迷。

　　二零一二年，魏國軍結束

冤獄回家。由於中共邪黨的經

濟迫害，他的生活陷入困境，

租住的房子在寒冷的冬季也難

以取暖。為了維持生計，他從

事重體力勞動。二零一九年

底，魏國軍身體出現嚴重病態

反應，於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一

日不幸於迫害中離世，年僅

五十三歲。

　　（明慧網通訊員甘肅報

導）甘肅臨夏縣現年七十六歲

的法輪功學員賈春臻，被綁架

構陷、枉判四年，今年三月在

蘭州監獄被迫害致死。

　　賈春臻，男，家住甘肅省

臨夏縣新集鎮梁家山村六社。

二零二零年四月份，他被臨夏

縣國保大隊及新集鎮派出所綁

架。同年十二月底，他被秘密

枉判四年，並被中共法院勒索

三千元。為抵制迫害，二零

二一年過年期間，賈春臻反迫

害絕食，當時家人探視時發現

他已基本失去聽覺、眼睛基本

上已失明。

　　今年三月份，賈春臻老人

的家屬接到蘭州監獄的電話通

知，稱賈春臻已經於今年三月

十八日在蘭州監獄「去世」。

家人趕到蘭州監獄，強烈要求

查看老人的遺體。

　　在多個警察的包圍監視

下，家人看到了賈春臻的遺

體。他的脖子和胳膊上有傷，

家屬質問警察遺體上的傷是怎

麼回事，警察聲稱老人是「自

己用衣服把自己勒死的」。

　　法輪功書籍中明確禁止殺

生，法輪功師父李洪志先生多

次在講法中說過，自殺有罪，

殺生和自殺都會造下很大業

力。因此，真正的法輪功學員

是不會自殺的。

　　惡首江澤民迫害法輪功有

几條密令，其中之一是「打死

算自殺」。很多獄警都說過。

賈春臻受到迫害是不可否認的

事實。

　　隨後，警察將賈春臻的遺

體匆匆火花，給了家屬兩百元

人民幣了結此事。

　　此前近一年，蘭州監獄以

疫情防控為名，拒絕家屬探視

賈春臻。

　　因為中共邪黨的信息封

鎖，賈春臻被迫害致死的詳細

情況待查。

　　在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中，賈春臻長期處於被中共邪

黨的監控中，多次被騷擾綁

架。二零一二年六月九日，他

被臨夏縣委書記安華山、政法

委書記汪建林指揮國保大隊警

察綁架，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十二日被非法庭審，誣判五

年，二零一七年六月十日從甘

肅省天水監獄出獄。

　　賈春臻長期遭辛集鎮派出

所警察上門騷擾。二零一九年

六月二十一日中午，臨夏縣新

集鎮派出所三個警察突然闖入

賈春臻家非法抄家，搶走法輪

功書籍兩本，U 盤兩個，音樂

播放器一臺，各種菜籽十多袋

等私人財物，還撕毀對聯兩副。

　　二零二零年四月份，賈春

臻被當地警察綁架、構陷；

十二月底被秘密枉判四年。

曾陷   圄11年 魏國軍含冤離世

76歲賈春臻在蘭州監獄被迫害致死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酷刑示意圖：電棍電擊。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瀋陽市遼中區七十四歲的

法輪功學員劉清飛去年八月遭

中共警察綁架後，被非法關押

在遼中區看守所，案子已經被

構陷到法院。今年四月二十四

日，劉清飛老人在中共看守所

被迫害致死。

　　家屬接到通知急忙趕到醫

院，看到劉清飛眼睛睜著，嘴

也張著，而且目光明亮，不像

已死的人。家人用手摸他的身

體，還是熱的。家屬質問看守

所的人：「人還沒死，為什麼

就停止搶救？」在家屬強烈要

求下，相關人員對劉清飛進行

「搶救」，但人沒有搶救回來，

劉清飛最終離世。

　　劉清飛家住瀋陽市遼中區

茨榆坨鎮黃臘坨村。二零二一

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點，

黃蠟坨村已經離職的公安李春

林帶領茨榆坨鎮派出所警察，

以打疫苗為藉口非法闖入劉清

飛家。這伙人沒有出示任何證

件，像土匪一樣，一陣亂翻，

搶走打印機、電腦、大法書、

師父法像、錢物等私人財產，

把劉清飛老人綁架到茨榆坨派

出所。老人一直跟警察講真相。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

在遼中區公安局辦案中心，劉

清飛老人慘遭國保警察酷刑折

磨，導致心臟病復發，渾身無

力冒虛汗。遼中公安局國保副

隊長王延雷、李景龍參與了對

劉清飛老人的非法提審和酷刑

折磨。

　　去年九月十日，劉清飛老

人被非法批捕；十一月九日，

被構陷到遼中區檢察院；十二

月三日，被轉到遼中區法院，

即將開庭。

　　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晚八點

二十五分，家屬突然接到看守

所通知說：劉清飛突發疾病，

經遼中區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讓家屬到醫院看遺體。

　　在家屬的追問下，看守所

的人說：劉清飛晚六點三十九

分發病，打電話叫救護車，

二十來分鐘到看守所，把人送

到醫院搶救，七點零八分死亡。

　　可是家屬說，八點二十五

分他們才接到通知。

　　種種跡象表明，劉清飛死

因可疑。家屬已把劉的遺體寄

存到殯儀館的冰櫃，準備和看

守所要說法。

　　根據明慧網報導統計，二

零二一年，瀋陽市法輪功學員

被迫害離世 6 人；被非法判刑

15 人；被構陷到法院 8 人；被

構陷到檢察院 1 人；被綁架至

少 62（其中包括 2 名為法輪功

學員鳴冤的家屬）；被騷擾 70

人以上，被停發養老金 7 人。

二零二一年僅瀋陽市，被劫入

或正在監獄受迫害的法輪功學

員就有 13 人。

瀋陽劉清飛老人遭警綁架 
非法關押期間被迫害致死

	�文 : 何秀珍 （四川）　

　　 我 叫 何 秀 珍， 今 年

七十九歲，四川省廣元市

蒼溪縣城人。二零零八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蒼溪

縣「610」頭子李榮、國保大

隊長岳剛，帶了幾人將我家

新安裝的鐵門打爛，像土匪

一樣闖入我家（我一人獨

居），翻了個底朝天。他們

搶走了我的大法書、手抄經

文、播放器兩個，並連夜將

我綁架到陵江派出所。

　　他們將我和另一位同修

銬在椅子上刑訊逼供，接連

兩天兩夜不准吃、不准睡，

連水也不給喝。隨後將我倆

綁架到廣元市看守所，非法

判勞教兩年。這樣我第四次

被劫持到四川女子勞教所

（楠木寺）七中隊迫害。

　　楠木寺女子勞教所的獄

警、包夾都非常熟悉我了，

她們都知道我對大法堅如磐

石。勞教所強迫我做奴工，

我和同修們切磋，全監室的

法輪功學員都拒絕做奴工，

我們不是犯人。

　　獄警張小芳對我和同修

又是威脅，又是說好話，叫

我們給她面子，我們全體法

輪功學員都不表態。

　　後來獄警張小芳叫吸毒

犯楊麗態打我們，還把一個

紙板當黑板，上面寫著誹謗

師父、誹謗大法的話。她準

備給我往脖子上掛，被我

發現了，我一手抓過來，一

下撕得粉碎，全扔到窗外

去了。楊麗態抓著我使勁一

撞，把壁櫃門都撞掉了一

扇，把我的背撞了巴掌寬、

八寸長的一個大口子，鮮血

直流。惡犯們還把大法弟子

曾淑蓉打得遍體鱗傷，卡她

的脖子，差點兒卡死了，在

我們制止下她們才鬆開手。

　　勞教到期後，又給我延

長了十三天。

　　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一

日，縣「610」頭子李榮、社

區人員陶彩華（女）將我直

接從勞教所綁架到洗腦班。

洗腦班在廣元市東壩 110 廠

附近一個很隱蔽的地方，門

牌上寫著：廣元市法制教育

中心法制學校。那裡就是人

間地獄。

　　第二天，我被關入這座

樓的地下室，約七、八平方

米，伸手不見五指，又潮

濕、陰冷、蚊子成群，蜘蛛

網滿屋，屋中間有一個大水

坑，沒有燈，沒有窗戶，牆

邊放一張三尺長四尺寬的一

個水泥板，我天天站、坐在

上面，不准移動。

　　開始他們還讓我吃飯、

喝水，後來要吃飯、喝水就

寫報告，我不配合他們的邪

惡指令。時間一長，我渾身

發腫，身體支持不住。不准

吃、不准喝、不准上廁所、

不准睡覺、不准閉眼……這

樣殘酷的迫害長達四十四個

日日夜夜，那真是度秒如年。

　　有一天，他們突然偽善

地說讓我到室外去通空氣，

半小時後又將我帶回地下

室，胡原瓊、主任何勇、

一個男性副主任、× 小雲

等四人突然將我抬到鋪有十

幾張報紙的地上站著，我還

沒反應過來，覺得很奇怪，

懷疑他們又搞什麼毒招。正

在這時，那個副主任把報紙

掀開，讓我看下面，我一看

報紙下面是李洪志師父的照

片，我連忙跳開。他們又把

我抬去踩大法書，我使勁跳

過去了，我氣急攻心，渾身

癱軟無力坐在地上，他們一

看才停下來。胡原瓊又拿來

一把椅子說：你年歲大了，

水泥板太涼，你坐吧。我一

看上面貼著師父的法像，我

跪在椅子旁，對著師父法像

淚流滿面。

　　四十四天的迫害，使我

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殘，生不

如死：沒有閉過眼、腦袋暴

痛、心慌氣喘、渾身無力；

一天晚上突然肚子痛，膽結

石也發了。他們叫來了救護

車，把我送入醫院，打針輸

液，並叫我女兒將我接回家

中。回家後，我很長時間都

不能入睡，身體至今都沒完

全復原，一條腿至今還腫痛。

　　歷史上迫害正信的從來

沒有成功過，歷史大審判臺

正在等著迫害法輪功的首惡

江澤民及其追隨者。

洗腦班地下室

四十四天的驚天罪惡

	�劉清飛今年四月下旬在中共

看守所被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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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相信法輪大法好，就會

得到大法的佑護；遠離中共，

就會得平安；支持大法與大法

弟子，會得善報。大法福益蒼

生，成千上萬心懷善念的百姓

已親身實踐。在世界法輪大法

日到來之際，在大法中受益的

中國各地民眾感恩大法師父！

同慶法輪大法傳世三十週年！

山東老伯： 
李大師治好我的胃癌

　　山東煙臺招遠一鄉村老伯

寫道：「李大師是我的大救星，

不但治好了我的胃癌，把我老

伴的糖尿病也治好了。醫生治

不了的病，李大師很輕鬆就解

決了，是真佛！真神！我從心

裏信奉李大師，也打心裏尊敬

李大師。」

　　老伯還說，他天天誠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

字真言，「大法師父太慈悲了，

我也不修煉，只是愛看大法弟

子發的真相資料，只為蒙冤的

法輪大法說句公道話，大師就

把我和老伴的病治好了，是花

多少錢都買不來的……我們全

家人感謝李大師的救命之恩！

恭祝李大師生日快樂！」

　　山東招遠一位八十歲的大

法弟子攜全家十口人，感謝李

洪志師尊救命之恩，恭祝師尊

華誕暨世界法輪大法日！老人

寫道：「師尊不但給我淨化身

體，而且還救了我小孫子一條

命。小孫子有先天性心臟病，

醫生說要做手術。我每天抱

著他，求師父救他，並給他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

真言。六個月後，我們帶小孫

子去醫院複查，醫生說，小孫

子好了，不用做手術了。我們

全家人都很感動，都知道是師

父救了他。現在，他已是一名

品學兼優的大學生。」

黑龍江民眾 :  
常念大法真言頑疾消

　　黑龍江伊春金林區一民眾

寫道：「我沒有修煉法輪大法，

但我知道大法好。我老伴修煉

前，患有肝癌病，修煉大法

後，肝癌不治自癒。是法輪大

法給我家帶來了幸福和快樂！

我老伴常告訴身邊的人『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常念得

福報，我記在心裏。

　　「我曾患有神經病，臉部

和眼睛不自覺地抽動。找醫生

針灸，也不好使。大夫說，神

經病不好治，我就沒治了。後

來，我臉部肌肉也萎縮了。我

每天都在痛苦中度日，十多年

的時間，真是不好過。

　　「後來我在心裏經常念『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天天

堅持念。神奇的事在我身上發

生了，我的臉部在不知不覺中

好了、不抽動了。我沒修煉

大法，李大師也管我了，大法

師父真是太慈悲了。我老伴常

說：大法不重形式，只見人

心，三尺頭上有神靈，真相

信，就真管你。

　　「還有一次，我去北京打

工，在火車上，我喝了點酒。

下車後，在車站廣場上，我頭

發暈、迷糊，我就坐在地上，

感到天旋地轉。我帶個皮箱，

想往跟前拽一下，都沒力氣

了，我就在心裏說：大法師父

救救我吧，我不喝酒了。我就

感覺一股風吹過來，我睡了一

會，就好了。我那個激動啊，

我心裏一個勁地說：謝謝大法

師父保護了我，謝謝大法師父

救了我，為我化解了魔難。我

發自心裏說：法輪大法好。」

四川商販：天天念真

言　身體健康生意旺

　　成都市龍泉驛區一明真相

得福報世人敬祝大法師父生日

快樂！恭賀世界法輪大法日！

　　他寫道：「尊敬的李大師，

我是一個小商販，去年年前突

然食物中毒，上吐下瀉半個

月，打針輸液也不見好轉。這

天，我拖著病體來到自己開的

小商店。

　　「這時您的弟子來買商

品，見我臉色土黃、帶著青

色，就問我：『你臉色咋這麼

難看？』我說食物中毒，打針

輸液半個月了，花了不少錢，

還沒好。您的弟子就給我講了

九字真言等大法真相，我當即

就退出了中共邪黨附屬組織少

先隊，誠心念起了『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

　　「不知不覺中，我的病就

好了。我就天天念，有空就

念，念得我心情舒暢極了。現

在，我臉色紅潤，神清氣爽，

而且生意也特別興旺，左右鄰

居都妒嫉我家的生意了。我

知道我是真心念了『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才有今天的福

報。我衷心感謝李大師的救命

之恩！我帶著我的家人叩頭，

敬祝李大師生日快樂！」

　

黑龍江退休老人： 
小勝靠力、中勝靠智、

大勝靠德、全勝靠法

　　黑龍江北安市一鐵路退休

老人致信明慧網，恭祝大法師

父生日快樂！

　　他寫道：「我是一名退休

的老人，通過我身邊的人和

事，了解了法輪功。法輪大法

是當今世界乃至今後的長遠

歷史中都是救人救世的真正大

法，只有法輪大法才能拯救人

類和世界，人類才能平安度過

大劫難。那就是認準法輪大

法，才是真正的唯一得救的希

望，小勝靠力、中勝靠智、大

勝靠德、全勝靠法，就是法輪

大法。

　　「不論什麼時候只要真心

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就能得到真誠的福報，就

獲得了大法的救度，延續了生

命，我身上帶著真相護身符。

　　「我快八十歲了，在二零

二一年六月被汽車撞了，摩托

車都撞壞了，非常危險，我只

是腳上劃個口子。十一月做胃

切除三分之二的手術，也是非

常危險的。醫生讓我做化療，

我堅持不做。快到八十歲的

人了，我每天都念『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還聽大法師

父的講法錄音帶，現在一天比

一天好，食慾在增，最多一天

走一萬多步。

　　「走過這兩次生死大關，

都是在大法師父的保護下，才

能神奇地活下來。我們衷心感

謝大法師父的救命之恩。」

病危的岳父起死回生

祛病健身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二零零四年的一個子夜，

我接到岳父的電話，說他突發

心臟病，要我盡快去一趟。

　　岳父的一生中有過一些神

奇的經歷：他會武功，學過易

筋經，人很正直。文革期間，

造反派的人要他當頭目，他不

幹。後來，造反派有人找上門

來，批鬥他的岳母，他出手相

救，那些人就收手了。據說，

當時把家裏的碗都打飛起來一

個，正落在小孩子的床頭上。

　　岳父還當過廠長，修理過

汽車。那時辦廠的人寥寥無

幾，岳父豐厚的收入令人羨慕。

　　不幸的是，後來岳父和岳

母離婚，岳父開始消沉。他的

經濟狀況也漸漸陷入困境，靠

親朋賙濟。我常和岳父聯繫，

有時去照應照應他。他租住在

河邊一座木頭結構的民宅裡，

過著淡泊清貧的日子。

　　在我記憶中，岳父幾乎沒

有生過病，之前也沒有心臟

病。那天晚上，岳父突然給我

打電話，說情況很緊急。我匆

匆趕到他的住處，把他送到我

們當地一家大醫院。

　　醫生把他安排在觀察室，

一邊打吊針，一邊插上心電圖

之類的儀器，屏幕上可以看到

心電圖。

　　從子夜兩點到凌晨五點，

醫生給岳父下了三次病危通

知，每一次都要親人簽字。

　　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在第一次病危通知之前和之

後，我大起膽子勸岳父：「爸，

你也念法輪大法好吧。很多人

因為念了『法輪大法好』出現

了意想不到的好結果，這都是

真的。」

　　岳父正疼得難受，瞇著眼

睛，不假思索地說：「嗯，嗯，

迷信，迷信……」我不好說什

麼了，只是在一邊伺候他。

　　第二次病危通知過後，岳

父的情況越來越不好。我摸了

一下他的一隻手臂，有些涼，

再一摸腿，也是涼涼的。還好

另外一邊身體，體溫還算正

常，但嘴唇看起來發白，心電

圖的曲線也不正常。

　　此前，岳父和我說了一些

話，可能就是「瀕死反應」

吧。他說，一生的事情，無論

大小，一瞬間像電影膠片一樣

歷歷在目。說心臟的疼痛，像

一座山一樣壓過來……我看到

他頭上的汗珠，一顆一顆往外

淌。岳父是習武的人，看得出

忍耐力非常強。

　　我又開始建言：「爸爸，

這吊針也在打，不耽誤治療。

別人都說念『法輪大法好』有

效，您試一試，或許有用的。」

見我說得誠懇，他同意了。

　　岳父開始集中精力念「法

輪大法好」，他似乎已經非常

困難，但他咬緊牙關，一個字

一個字堅持念。我能感覺到他

是誠心誠意地念，雖然聽不清

楚，但從嘴唇的變動能看得出

是在念「法輪大法好」。

　　一小時後，岳父的臉色變

紅，嘴唇恢復了血色，心電圖

也正常了。他的臉上露出輕鬆

一些的笑容。

　　第二天，醫生會診後說，

頭一天晚上的情況叫做心肌梗

死，相當危險。醫生還說，岳

父的病可以動手術，也可以保

守治療。我們商量後，選擇了

保守治療。

　　岳父又住了三天醫院，基

本恢復正常後順利出院。

　　不久，岳父有了退休收

入，又恢復了往日瀟灑快樂的

精神狀態。此後很多年，他老

人家的身體都很好。

　　我經常告訴人們發生在岳

父身上的奇蹟。別人向岳父問

起這個事，他如實地說，誠念

法輪大法好，救了他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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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人每年節約醫藥費

17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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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調查：法輪功
祛病健身效果顯著

	�法輪功已經傳播到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吸引人全球一億

多人修煉。圖為印度學生在學校集體煉法輪功。

念動大法真言頑疾消
中國民眾感恩李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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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小蘭 （中國大陸）

 

　　我父親出生於上世紀三十

年代。因家裡貧窮，衣食不

保，父親挨過餓，個子小。與

母親結婚後，生下我們六個子

女。父母很辛苦，一生打拼，

供我們上學讀書、結婚生子。

因為家裡伙食差，我們兄弟姐

妹都缺營養。

　　讀書十多年的弟弟身體虛

弱，這成了父母的心病。我的

身體也一直有病。為了好病，

中西醫都看過，也是三天兩頭

不離藥，甚至各種偏方都用

了，也沒用。俗話說：「是藥

三分毒。」錢花了，藥吃了，

可我原來身上的兩種病不但沒

好，反而又多了幾種病。

　　修煉法輪大法後，我和弟

弟的身體都好了。一九九九年

七月二十日，江澤民與中共惡

黨開始迫害法輪大法。我因為

堅持修煉，遭到了中共的迫

害。父親對大法的態度經歷了

由原來的支持到反對，再到跟

隨江氏集團一夥迫害大法弟

子，最終看清了中共邪黨的本

質，能站出來為正義、為修煉

的家人發聲，制止迫害，最後

走進法輪大法修煉。

　　父親戲劇性的轉變，使他

最終得到了大法賜予的福報：

生意好了、順了，手裡有了積

蓄，生命得到了提升。下面的

故事是在這期間，我父親人生

中的一些片段。

當年經營書攤  
法輪功書籍最暢銷

　　我原來以擺書攤售書，賺

取微薄收入為生，我進的書也

比較齊全。後來生意擴展，我

就把書攤給了父親。我們家來

自農村，家裡沒錢，沒有任何

生活保障，所以書攤的收入可

以維持二老的生活。

　　我父親對《周易》、地理

風水感興趣，有時也幫人們挑

個日子，預測吉凶等。上世紀

九十年代全國興起氣功熱，父

親的書攤上各種氣功書都有，

最暢銷的就是法輪功的書。

　　當時坊間都傳說法輪大法

祛病健身效果好，學煉法輪功

的人越來越多。我和弟弟也一

起修煉了法輪大法，而且身體

確實都好了。父親很高興，支

持我母親修煉大法。

風雲突變  
父親聽信謊言

　　法輪大法不僅祛病健身有

奇效，更要求修煉人按照真、

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

法輪大法能真正提升人的道德

品行，受到中國人甚至是西

方民眾的喜愛。法輪大法自

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師父

傳出，短短七年就有七千萬以

上的人修煉。這引起了中共當

權小人江澤民的妒嫉，開始抹

黑、鎮壓法輪功。一時間，烏

雲翻滾，大法弟子遭到了殘酷

的迫害。

　　父親聽信了中共的謊言，

害怕了，反對我和弟弟繼續修

煉，還夥同當地派出所一同迫

害、監視我們。父親每天穿梭

在我的店裡和弟弟家，看見大

法書就撕，甚至打罵我們。

　　可父親的內心又是矛盾

的：他的兒子沒有像廣播、電

視上所說的那樣，父親認為我

和弟弟人品和身體很好。他心

裡產生的疑惑，使他一直在思

考。一次，父親回老家與朋友

喝茶，桌上和友人談起此事

時，鄰桌的一個人對他說：「你

們家了不起，出了兩個法輪功

（學員）！」聽了此話，父親感

到有些欣慰。

　　幾年後再次談起此事，父

親說：「我那時已看過李大師

的幾本書，寫得很好。共產黨

的運動就是荒唐！」後來父親

又說：「我們家族上幾代人都

修道，都有福。今天我們修煉

的是法輪功。」

兒子受酷刑 
父親幡然醒悟

　　我弟弟與遭受中共迫害的

無數法輪功學員一樣，因不

放棄信仰，不「轉化」，遭受

了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警

察指使一個體型高大、體重

一百六、七十斤的吸毒犯撞擊

弟弟的頭，把弟弟的頭撞出一

個坑；冬天只讓弟弟穿著單衣

在寒風中凍；三伏天弟弟被逼

坐在水泥地上，任由太陽曬，

白晰的皮膚曬脫了皮，曬成了

非洲黑人一般；更邪惡的是剝

奪他的睡眠！弟弟被折磨得體

重只剩幾十斤。弟弟用修煉人

的胸懷寬容待人，無怨無恨，

感動了身邊的刑事犯們。

　　出獄回家後，弟弟通過修

煉才恢復了健康。

　　弟弟被非法關押的那些

年，父親不去看弟弟，每次給

弟弟寫信就是罵。他相信中

共的宣傳，說他這是「春風化

雨」教育弟弟。

　　一天，書攤上來了一個客

人（後來又來過幾個人）來

看父親，此人是刑滿釋放的。

他對父親說：「大爺，你有一

個好兒子，很了不起！你兒子

非常好！」並告訴了父親他目

睹我弟弟在監獄裡遭受迫害的

事實。如此惡毒！父親聽了火

冒三丈，明白他是被獄警欺騙

了，致使多年沒去看望自己的

兒子，讓兒子受苦了，父親後

悔至極！

　　父親迫不及待地從幾百里

以外趕往非法關押弟弟的監

獄，要求見弟弟。但去了兩次

都未能見到。一次，我年近八

旬的父母為了能和兒子見上一

面，冒著酷暑趕到監獄，依然

被獄警轟來轟去，趕出了監獄

的大門。

父親正氣足 警察變軟

　　還有一次，父親趕到監獄

已是中午，仍然沒有見到自己

的兒子。他從遠處看見烈日之

下的水泥地上，坐著一個盤著

腿的男子，人已經坐不穩了，

快不行了。父親就想，是哪個

大法弟子在遭受如此無人性的

迫害！父親連忙打電話向獄方

投訴，沒有結果。回家後，父

親立即寫了幾封信，控告監獄

虐待被關押的人。

　　有一天，父親接到了監獄

獄政科警察打來的電話，氣

憤的父親在電話上說：「你們

這群惡魔、魔鬼，你們這群

騙子！你們怎麼對待我兒子

的？！我兒子是好人，忠孝兩

全，他沒有錯！」罵了半個多

小時。

　　父親還列舉了很多弟弟被

迫害的具體事例，對方一句話

沒說，一直聽著，態度變軟了。

　　由於父親的浩然正氣，他

終於能和我母親見到弟弟了。

父母與弟弟見面時，監控的幾

個獄警的態度和講話語氣好多

了。會見結束時，父親告訴幾

個獄警：「給自己留條後路，

時代會變！國外到處都有法輪

功，冤假錯案總有一天要翻過

來的。」父親的忠告，讓當時

在場獄警的邪惡氣焰消了不

少，相信他們一定會思考。

　　從此，父親對法輪大法和

大法弟子的態度變了：看見大

法學員會熱情地招呼，讓他們

到書攤上坐坐，和他們說說自

己的經歷和感受。父親書攤的

生意隨之開始好轉，第一年賺

了八萬元。後來的幾年生意都

好，手裡有了積蓄。

　　弟弟回家了，父親說：「我

兒子沒偷沒搶。兒子受苦了，

要給他買好衣服穿，穿品牌。」

　　有一天，戶籍警察到書

攤，對我父親說我弟弟沒有去

派出所報到，他們要對弟弟如

何如何。父親就告誡他們：「我

兒子是合法公民，他的人身和

公民權利不能受侵犯，你們已

經把他害慘了！你們是違法

的！」接著與戶籍警察你一言

我一語地吵了起來。

　　父親的聲音很大，引來街

上一老一少兩個人過來觀看。

這兩個人聽明白後，那位老人

對戶籍警察說：「年輕人，快

走吧，你把人家老人氣病了，

他家子女可要找你算帳的！」

戶籍警沒趣地走了，後來沒再

從父親的書攤前經過。

真心懺悔回歸正道 
父親晚年得厚福

　　一天，父親感到頭暈目

眩，原來是血壓太高，父親住

院了。出院不久，又出現反

復，醫生建議他再去住院，父

親不想去遭那份罪。因為我們

都忙於生計，沒有時間日夜在

醫院陪住、照顧，只有母親陪

著他，還得吃大量的保健品，

根本無效。家人不敢讓父親一

個人在外面走路。

　　弟弟就藉此讓父親看大法

書。父親在幾年前罵過師父，

撕毀過大法書。讀了《轉法輪》

等大法書後，我父親跪在大法

師父的法像前，流著痛悔的眼

淚向師父認錯。

　　第二天，他的身體好轉，

頭不昏了。自此，父親也走入

了法輪大法修煉。每每看到師

尊的講法，他會感動得流淚，

說：「師父說得太好了！」

　　我有一位伯父，年已九

旬，身體有病。父親身體好了

之後，把伯父母請到家來相

聚。伯父聽信電視裡中共對大

法的造謠宣傳，來時把頭扭向

一邊。父親放大法師父的講法

錄音給伯父聽。兩天後，老倆

口聽明白了，知道法輪大法是

佛家高德大法，也走進了大法

修煉。我父母、伯父母四位老

人，經歷了風雨滄桑，此時臉

上洋溢著從未有過的幸福微

笑。

　　修煉後的父親更善良了。

父親喜歡坐三輪車，有一次，

父母坐三輪車來到我店裡，下

車給錢時，司機客氣地說：「您

老就給十元吧。」父親馬上說

不行，一定要多給，理由是車

上坐的是兩人，給了司機十五

元。父親說：「我們修煉大法

了，不抽煙、不打牌、不生

病，退休金足夠花了。他們掙

的是辛苦錢。」

　　父親臉色紅潤，目光和

善，說起話來顯得知識淵博，

很受人尊敬。修煉大法後，父

親不再給別人畫符、算命了，

他說：「算得再靈，也不如把

法輪大法的福音傳給對方，那

才是對人真的好，讓人未來有

希望。」

　　有一個房地產老闆，幾年

前找過我父親，掙了些錢，他

來感謝我父親。新工地要開

工，想讓我父親再給他看一

下。這次父親就給了他一個大

法真相護身符，並且講了自己

的經歷。還用一張紅紙，恭敬

地用毛筆寫上「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讓對方拿回去貼

在牆壁上。父親對他說：「我

以前做的不管用，這才是最好

的，大法師父會保護你們！」

那人帶走了。父親用他的方式

傳播著真相。

　　父親跟人說：「我們家有

大法，孩子們不打牌、不抽

煙，沒有惡習；他們衣食無

憂，懂事又孝順。讓我放心。」

　　兩年前，父親八十五歲時

無疾而終。未修煉法輪功的姐

姐說：「我們父親善良，沒受

罪，得到了善終。我們也不受

苦。看著身邊那些老人們多年

生病，子女們在醫院裡陪護，

家裡家外穿梭，既受苦又花

錢。」

　　我對家人說：「我們也要

把正義和善良留在心中，撒在

人世間。」

歷滄桑終得真法 父親的戲劇人生

	�2015 年 11 月 28 日，六千多名法輪功學員在臺北自由廣場排出法輪圖形和「法輪常轉」。（明慧網）

72022 年 5 月 20 日WWW.MINGHU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