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德國法輪功學員

　　 在 二 零 二 二 年「五 ﹒

一三」前夕，德國黑森州五位

政要發賀詞，祝賀第二十三屆

世界法輪大法日暨法輪大法洪

傳世界三十週年。

　　 這 幾 位 政 要 分 別 是 歐

盟 德 國 議 員 戛 勒（Michael 

Gahler）、黑森州議會副議長

米勒（Karin Müller）、黑森州

議會兩位綠黨副主席費爾德邁

爾（Martina Feldmayer）與達

爾克（Miriam Dahlke）和法蘭

克福市議會議員埃伯茲（Julia 

Eberz）。

　　戛勒是位資深的歐盟德國

議員，長期以來支持法輪功。

二零二一年法輪功學員在法蘭

克福慶祝五月十三日活動時，

正值德國防疫措施升級之時，

而戛勒先生仍親臨活動現場祝

賀。

　　今年，戛勒在賀詞中寫

道，他相信獨裁政權不可能長

久，並提到五月五日歐盟再次

通過譴責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

決議。這是歐盟繼做出譴責中

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罪行的決議

後的再一個重要行動。

	�文 : 美國賓州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世

界法輪大法日，全世界都在慶

祝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三十週

年。與以往不同的是，今年賓

州首府哈里斯堡（Harrisburg）

議會大廈上飄揚著一面美國國

旗，特此表彰法輪功創始人李

洪志先生的貢獻。

　　賓州州長湯姆﹒沃爾夫

（Tom Wolf）為此頒發證書：

「向李洪志先生致敬！我很榮

幸地將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飄揚在哈里斯堡議會大廈上空

的我們國家深愛的國旗贈送給

您。」

　　賓州州長沃爾夫自上任以

來連續八年都發賀信給大費城

法輪大法學會，慶祝世界法輪

大法日，希望法輪大法能繼續

為整個賓州帶來福澤。

　　賓州州長沃爾夫賀信中寫

道：「法輪大法是一種源於中

國古老文明的自我提高的修

煉方法，包括五套功法與高尚

的道德和倫理原則。在我們慶

祝這個節日之際，我們應該反

思一下是否符合真、善、忍這

一教導。」「作為州長，我代

表賓州所有居民，非常高興地

慶祝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三十週

年。我也在此衷心祝願你們度

過一個歡樂的節日。」

　　另外，今年五月慶祝世界

法輪大法日，賓州費城最繁忙

的 95 號高速公路邊上還矗立

著二塊醒目的、由當地法輪功

學員贊助的 、上印「法輪大法

好」的展板，告訴世人法輪大

法好，同時上面還提供免費學

煉法輪功的信息。

　　今年的「五﹒一三」，除

了州長，賓州各級政府，包括

聯邦參、眾議員、賓州參、眾

議兩院，縣長，費城和匹茲堡

市長以及費城市議會等，致信

或頒發褒獎狀，感謝法輪大法

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讓賓州及全

世界上億的人身心受益。

	�文 : 烏克蘭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為

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烏克蘭

部分法輪功學員在首都基輔市

中心大道舉行了弘法慶祝活

動，與世人共享「真善忍」信

仰的美好。慶祝活動歷時三個

小時，法輪功學員演煉功法，

派發真相報紙向世人介紹法輪

功，並贈予世人精美的小蓮花。

　　自二月二十四日全面開戰

以來，基輔曾遭到劇烈的轟

炸。基輔法輪功學員介紹道，

二、三月份時，幾乎每天都能

聽到隆隆的炮火聲，一走出家

門就能聞到燃燒的味道。

　　得益於修煉大法，在師父

的保護下，他們處於戰區也得

以安然無恙。即使在緊張高壓

期間，基輔法輪功學員仍堅持

煉功學法，以確保內心的平和

與安寧。

感恩師尊庇護 
堅持煉功

　　法輪功學員塔季揚娜住在

基輔市郊區，她親自體驗了炮

彈爆炸後產生的衝擊波是怎樣

的。

　　她表示，修煉法輪大法幫

助他們渡過了極其艱難的時

期。戰爭期間，基輔市民多次

進入防空洞避難，或者選擇離

開戰區。在戰爭狀態下，塔季

揚娜和她丈夫每天堅持在自家

庭院裏煉功。修煉大法減輕了

他們的心理壓力。在不斷變

化的艱難時局中，他們堅守法

輪大法「真、善、忍」信仰，

保持良好心態的同時，也力所

能及地找機會向世人弘法講真

相。

強健身體 
也更樂於助人

　　一九九八年，一位中國法

輪功學員特地來到烏克蘭，向

民眾傳授法輪功。因此機緣，

斯維特蘭娜走進了大法修煉。

　　在戰爭狀態下，斯維特蘭

娜留在了基輔，並成為了一名

志願者，為民眾義務做飯。她

說，修煉法輪大法不僅使她保

持強健的身體，也使她樂於幫

助有需要的人們。

法輪功學員：亂世中

大法是我內心嚮導

　　法輪功學員佐麗亞娜說，

法輪大法是她心靈的嚮導。

　　她說：「這是我內心的指

南針。（大法）他讓我知道了

我是誰，我要去哪裏，以及為

甚麼去。但不是在日常層面，

而是在更深的（精神層面）。

（信仰大法）這是光明，帶給

我力量、輕盈和健康，啟發我

的智慧和能力，讓我可以幫助

他人。」

來自戰區民眾： 
盼人們像大法學員一

樣平和

　　活動期間，有些民眾來自

戰事激烈的地區。當他們路過

活動場地時，法輪功學員熱情

地邀請他們共慶大法日。有的

民眾和學員們一起學煉功法動

作。

　　娜塔莉亞來自戰事激烈的

馬里烏波爾（Marioepol）市。

她和法輪功學員一起學煉了第

四套功法。她說，煉功讓她感

到心裏安詳與平靜。

　　法輪大法日慶祝活動結束

後，娜塔莉亞又去了基輔當地

的煉功點。她說希望所有人都

能像法輪功學員一樣保持平

和。

　　當法輪功學員煉功時，大

學生維克多利亞久久地注視著

他們。她對法輪功的靜功很感

興趣。以前，她曾聽說過法輪

功，而且一直很想更多的了解

功法。她還說，和法輪功學員

交談後，心裏很安詳，好像自

己正在打坐一樣。

　　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時也

吸引了一位士兵。這個年輕人

並不住在基輔，他問如何才能

學煉法輪大法。法輪功學員向

他提供了煉習功法的相關信

息。

　　儘管戰爭仍在繼續，無論

環境如何變化，基輔法輪功學

員表示，他們不會放棄修煉以

及弘法的責任，會更加繼續努

力學法，把法輪大法的美好介

紹給烏克蘭人。

戰時烏克蘭 學員與世人共享大法美好

美國賓州首府飄揚美國國旗 
向李洪志先生致敬

	�文 : 日本法輪功學員

　　日本時間二零二二年五

月八日正值母親節當日，日

本明慧學校部分大法小弟子

們齊聚橫濱櫻木町站前，慶

祝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三十週

年。

　　其中年齡最小的大法小

弟子只有四歲半，他們每天

堅持集體學法，煉功，每個

月還有一次面對面學法。孩

子們在大法中成長，在法理

中學會做更好的人。

　　在「比學比修」的過程

中，大部分家長都感受到孩

子們的巨大變化，孩子們也

會利用休假日時間與家人同

修們一起發資料，講真相。

並且，他們希望通過參加遊

行，讓日本更多民眾了解法

輪大法的美好。

　　「恭祝師尊生日快樂，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大法小弟子們齊聲向師尊賀

喜之後，又背誦李洪志師父

著作《洪吟》、《洪吟二》、

和《洪吟四》中的部分詩詞，

來向師尊賀華誕。大法小弟

子們「惟願師尊笑」！ 

名古屋傳遞真相　 
民眾支持

　　 五 月 十 五 日（星 期

日），日本愛知縣法輪功學

員像往常一樣在名古屋市

（Nagoya-City）最繁華地段

──榮（Sakae）的噴水池

附近煉功，向過往民眾發送

有關法輪功的真相資料，揭

露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活

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

並聲援全球訴江簽名。

　　一位看起來六十歲左右

的女士和學員分享了一段與

法輪功學員之間的故事。她

說，以前在國內時曾做過生

意，後來因為生病生意做不

了，就想把自己店裏的東西

兌給旁邊的店鋪。她的商品

當時進價一件十塊錢，旁邊

的一家店鋪只願出八塊錢；

另一家店鋪的主人是煉法輪

功的，說不能讓她賠錢，按

她當時的進價一件十塊接收

了她的商品。她說：「我一

直對法輪功的印象都很好。」

日本明慧學校大法小弟子

歡慶師尊華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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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黑森州政要祝賀世界法輪大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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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據明慧網報導統計，今年

四月份獲知有 19 名法輪功學員

在迫害中離世，其中，黑龍江

省 7 人，河北省 4 人，遼寧省

3 人，重慶市 2 人；甘肅省、

貴州省、內蒙古各 1 人。

　　成都市法輪功學員黃素蘭

僅 3 天被迫害致死；河北省張

家口市 69 歲的法輪功學員趙

林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河北

省保定市 77 歲的法輪功學員

韓俊德在唐山冀東監獄被迫害

致死。

　　中共以「清零」為藉口，

繼續執行江澤民的「名譽上搞

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

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

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的滅絕政策，迫害按真、善、

忍做好人的法輪功學員。

　　大連市中山區法輪功學員

劉賀鮮、王豔傑夫婦，信仰法

輪大法真善忍，經歷中共多年

迫害，被迫流離失所，含冤離

世。大慶趙成孝、高秀蘭夫婦

屢遭中共迫害，含冤離世。

　　今年一至四月份獲知 63

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其

中，一月份 20 人，二月份 11

人，三月份 13 人，四月份 19

人。

4月獲知被迫害致死 
的法輪功學員名單

　　黑龍江省 7 人：李佩賢、

王桂榮、王序秋、張世民、崔

金實、趙成孝、高秀蘭；

　　河北省 4 人：劉長明、趙

林、韓俊德、姜桂玲；

　　遼寧省 3 人：王豔傑、劉

賀鮮、張麗豔（張玲）；

　　重慶市 2 人：王柳珍、劉

詠梅；

　　甘肅省 1 人：孔令普；

　　貴州省 1 人：周香蘭；

　　內蒙古 1 人：楊秀榮。

　　以下是部分案例。

韓俊德老人 
在監獄被迫害致死

　　今年四月十四日，韓俊德

老人的家屬接到河北省監獄管

理局冀東分局第五監獄的電

話，被告知韓俊德於當日上午

十點三十五分「去世」。

　　韓俊德現年七十七歲，蒙

冤入獄有兩年多。他因在小葫

蘆上刻字「真善忍好」，於二

零二零年二月被保定市高陽縣

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半、勒索罰

金一萬元。韓俊德上訴後，同

年五月被保定中級法院罔顧法

律，維持冤判。

　　韓俊德老人被送到唐山冀

東監獄非法關押後，僅被允許

通過幾次電話，監獄以他沒有

「轉化」為由，剝奪他通信通

話、會見親人的權利。後來，

家屬得知韓俊德長期嚴重貧

血，一隻眼睛幾乎失明，生活

不能自理，出行都得讓人用輪

椅推著，隨時有生命危險。

　　家人心急如焚，老伴付桂

不顧年事已高，到處奔波要求

讓韓俊德保外就醫。去年八

月，冀東第五監獄將韓俊德保

外就醫的手續寄到了保定市競

秀區司法局。但是，司法局以

家屬言行不利於韓俊德的所謂

「改造」為由，拒絕辦理監外

執行手續，致使韓俊德老人最

終在冤獄中離開了人世。

成都市黃素蘭 
3天被迫害致死

　　成都市五十一歲的法輪功

學員黃素蘭，身體非常健康。

今年一月二十日，她被彭州市

警察綁架，僅僅三天於二十三

日被迫害致死。

　　一月二十日下午一點左

右，黃素蘭在自己居住的小區

內被彭州市公安綁架。

　　二十一日晚，在醫院做完

體檢後，黃素蘭再次被劫持到

刑偵大隊做筆錄、采指紋。然

後被戴上頭套，拉到了成都市

雲端酒店四樓 416 號房間。

她被戴上手銬腳鐐，有兩人

二十四小時對她進行監控。

　　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晚，

黃素蘭兩次被非法訊問，有人

聽到提訊室內打人和拖椅子的

聲音。二十三日晚上十二點

多，黃素蘭被 120 送往醫院。

　　二十四日下午，黃素蘭的

家屬得到通知去殯儀館領屍

體。

　　一個鮮活、健康的生命，

短短的三天就慘遭扼殺，這是

中共流氓集團殘害老百姓的又

一筆血債啊！

齊齊哈爾市李佩賢 
被迫害離世

　　齊齊哈爾市法輪功學員李

佩賢，在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被

迫害致骨瘦如柴、腹部腫大，

雙腿嚴重浮腫，於今年二月

二十三日含冤離世。

　　一九九九年，李佩賢依法

去北京上訪，遭看守所林所長

用小白龍抽打，後背腿部青紫

瘀血，只能趴著，不能仰臥。

　　二零零二年，她到天安門

為大法鳴冤，被非法勞教三

年。在雙合勞教所，寒冷的冬

天，她被扔到一個空屋，只有

一張空床，無被褥、無暖氣，

直到二零零三年二月被迫害得

大出血，才被保外回家。

　　( 明慧網通訊員山西報

導）山西省大同市法輪功學員

牛蘭雲，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清

晨被警察劫持，當天晚上八點

多鍾，家屬被通知到殯儀館認

屍。短短十四個小時，一個活

生生的人就沒了，家屬愕然、

悲憤。

　　今年五十九歲的牛蘭雲因

堅持修煉法輪功，兩次被中共

非法勞教。非法關押期間，曾

遭受酷刑折磨，被強灌不明藥

物和濃鹽水。

　　二零二零年，牛蘭雲和幾

位法輪功學員被跟蹤的中共警

察綁架。由於疫情關係，警察

當天將牛蘭雲釋放，但聲稱以

後會再找她。

　　從去年正月初六開始，大

同市公安局國保隊長孫文龍、

新華街派出所所長楊浩翔等

人，一直騷擾和恐嚇牛蘭雲及

其家屬。牛蘭雲為了免遭綁

架，被迫在外面租房子住。

　　今年三月二十八日早晨六

點多鍾，有樓下目擊者看見，

牛蘭雲打開窗戶，手拽住一根

繩子，從三樓沿繩而下。滑到

將近一樓時，繩子突然斷了，

她摔在地上，但她又站起來，

並向目擊者這邊走過來。目擊

者說幫她打 120，牛蘭雲說不

用。很快 120 車來了，牛蘭雲

堅決不上車。

　　這時警車來了，牛蘭雲被

警察粗暴地塞入警車，給拉走

了。隨後，警察又綁架了牛蘭

雲的房東。

　　打開牛蘭雲的房門，看見

盆裡有一塊剛和完的麵團，說

明牛蘭雲從窗口出走之前正準

備做早飯。現在還不知道是什

麼原因，讓牛蘭雲冒險逃離？

　　三月二十八日早上，中共

警察將牛蘭雲帶走。當晚八點

多，通知家屬說牛蘭雲死了，

要家屬直接到大同殯儀館認屍

體。從早上到六點多到晚上八

點多，十四個小時之內，大同

公安局國保警察到底對牛蘭雲

做了什麼？

今年4月獲知19名法輪功學員含冤離世

牛蘭雲被警察劫持14小時身亡

	�齊齊哈爾市法輪功學員李佩賢生前被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迫害得

腹部腫大，雙腿嚴重浮腫。

　　（明慧網通訊員貴州

報導）貴陽市南明區現年

九十二歲的饒繼鈺老人，

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大法被

監視居住、取保侯審。近

日檢察院通知老人，法院

已下傳票，過幾天就到她

家來開庭。

　　二零二零年三月至五

月，貴州全省針對修心向

善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所謂

的「清零」行動（強制所

有修煉人放棄信仰），各地

派出所、社區、居委會或

街道辦事處上門或電話騷

擾法輪功學員，非法抄家、

綁架也大面積出現。

　　邪黨人員逼迫法輪功

學員及家屬在打好的「三

書」（即「轉化書」、「揭

批書」、「決裂書」）上簽

字，放棄修煉，恐嚇、威

脅學員和家屬。

　　二零二零年三月七日

早上，當時九十歲的饒繼

鈺被北京路派出所人員在

貴陽黔靈山公園門外超市

綁架，帶到太慈橋派出所

抽血。

　　警察又到她家非法抄

家，搶走兩套大法書和

八千多元真相幣（上面有

真相短語），把老人帶走。

因體檢不合格，當晚十二

點老人被放回。貴陽公安

局南明分局決定對饒繼鈺

老人監視居住，同年九月

取保侯審。

　　前幾天，貴陽南明區

檢察院的人到饒繼鈺老人

家， 叫 她 請 律 師。 老 人

說：「我沒犯罪，我不請律

師。」來人說：「法院已下

傳票，你不請法院會幫你

請的，過幾天就到你家來

開庭。」

　　貴陽市南明區檢察官

叫鄧海英，檢察官助理叫

蘇淵。

　　 古 人 云：「禍 福 無

門， 唯 人 自 招； 善 惡 有

報，如影隨形。」迫害法

輪功的中共江澤民集團，

正在步歷史上那些迫害佛

法遭惡報的後塵，當下正

在遭受大瘟疫的警示和惡

報，有的喪命、有的坐監

獄、 有 的 身 敗 名 裂 …… 

正告那些還在積極參與迫

害法輪功的人，請珍惜自

己和家人的未來和生命，

立即懸崖勒馬，停止迫害！

貴陽92歲老太太

面臨非法開庭

	�從左到右：在迫害中離世的法輪功學員姜桂玲、韓俊德、高秀蘭、張麗豔。

　　二零一零年，李佩賢因向

世人講述法輪功遭迫害的事

實，被中共綁架入獄。在黑龍

江省女子監獄，犯人在獄警縱

容下，把她按在床上，四肢拉

抻，用束縛帶捆綁。獄警還指

使犯人用手銬把她銬在床上整

整三個月。幾個犯人經常把她

抬起來，往地上摔，差點把她

摔死。

　　李佩賢被中共監獄迫害得

肚子裡長瘤，腹部腫大，雙腿

嚴重浮腫，身體骨瘦如柴。二

零一五年獲釋時，她被迫害得

不能站立行走，用輪椅推著。

今年初，腫瘤病症復發，李佩

賢不幸離世。

曾遭馬三家酷刑折磨

張麗豔不幸離世

　　二十四年前，張麗豔開始

修煉法輪大法，短短三個月，

所有的疾病痊癒。

　　二零零五年，她因為堅持

信仰被非法勞教兩年，在馬三

家教養院遭受酷刑折磨：野蠻

灌食、吊銬、不讓睡覺、灌不

明藥物等。

　　由於長期遭受心靈和身體

上的摧殘，二零一六年張麗豔

出現糖尿病，近年症狀加重。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由於疫情

封小區，獨居的張麗豔得不到

親友照顧，不幸離世，享年

六十四歲。

 

大慶趙成孝、高秀蘭

夫婦含冤離世

　　黑龍江省大慶市法輪功學

員趙成孝、高秀蘭夫婦，因堅

持真、善、忍信仰，常年遭中

共人員騷擾、綁架、關押、判

刑及經濟勒索等迫害，夫婦倆

身心遭受到極大摧殘，健康狀

態每況愈下，先後含冤離世。

高秀蘭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離

世，終年七十五歲；趙成孝於

今年二月十九日離世，終年

七十六歲。

河北姜桂玲 
在迫害中離世

　　河北廊坊三河市法輪功學

員姜桂玲，幾乎每年都遭受中

共不法人員上門騷擾。她曾多

次被中共非法拘留，被非法勞

教一年，兩次被劫持到廊坊洗

腦班迫害。姜桂玲于今年三月

十日含冤離世，年僅六十歲。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二十

多年中，中共各級官員和警察

聽命於中共江氏集團的迫害政

策，直接殘害法輪功修煉者，

造下天大的罪業，致使他們惡

報連連，或暴病身亡，或落馬

入獄，或殃及家人……

　　古人云：「君子不立危牆

之下。」希望公檢法司人員為

自己及家人的未來，做出良知

和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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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我大學畢業就進入稅務

局工作，是會計師、註冊稅

務師、註冊會計師，曾當過

科長、所長，在一個區級稅

務局副局長的崗位上退休。

 

吃不完的藥

　　我自小身體虛弱，因為

脾胃不和、患氣管炎等疾病，

中藥、西藥都沒少吃。小時

候每年冬天經常都要去醫院

打青黴素、鏈黴素。

　　參加工作後，或許是因

為飲酒過度，或許是因為備

考註冊會計師、註冊稅務師

而長期伏案，三十多歲就得

了高血壓、膽囊炎、腦供血

不足、心肌缺血、頸椎二、

三、五節增生、腰椎間盤突

出等毛病。

　　每天凌晨三、四點鐘就

會因心臟難受被憋醒，不論

白天還是夜晚，只要是醒著，

心臟總是不舒服，速效救心

丸隨身帶著。曾幾次因暈倒

被送醫院急診。

　　漫長的就醫過程，伴著

吃不完的西藥、中藥、偏方，

做不完的牽引、按摩等等，

凡是能用的方法都用了，依

然各種毛病時輕時重，人病

病懨懨的，整天沒精神，總

想躺著。

　　妻子總向我推薦法輪

功，說這個功法祛病如何如

何神奇。

　　我看過大法書，也覺得

好，但是，還是覺得煉法輪

功對我太難了，只一個戒酒，

對我就是一大難關。

　　那時年輕氣盛，呼朋喚

友、工作上的聚會，似乎成

了生活中不可或缺失的一部

分。突然不喝酒了，覺得很

難，也很難堪，一是放不下

面子、經不起勸；二是不喝

酒許多場合就被邊緣化了，

很另類；三這是自己的喜好，

也願意喝，喝酒讓人暢快！

再加上在這個社會大環境中

也有壓力，所以一直就沒走

進大法修煉。

走進法輪功

　　記得在二零零六年，我

再次暈倒被送去急診。大夫

用手電照著我的眼睛，說：

「散瞳了！」我的眼球也不會

轉動了。醫護人員用擔架車

把我推進點滴室。

　　這次瀕死經歷著實把我

嚇壞了，我還年輕啊，我可

不想死啊！

　　認真思考之後，決定還是

試試妻子一再向我推薦的法

輪功吧。沒想到，只是四套舒

緩的動功動作竟然就讓我大

汗淋漓，學煉後，頭也不再是

暈暈的了，心臟也不難受了，

血壓也恢復到 80 ～ 120 毫米

汞柱！壓在我心底的大石頭

一下子沒有了，我高興極了！

法輪功讓我徹底心服了！

　　我的悟性還是很差，那

時我只是身體實在難受了才

煉煉功、看看書，談不上修

煉。然而，即使這樣，我就

不再需要打針、吃藥了，因

為事實告訴我，煉法輪功比

吃啥藥都好使！還不遭罪，

不花錢！之前我的醫保卡裡

的錢每年都不夠看病用，修

煉大法後我就再沒使用過醫

保卡了。除了去醫院看望患

病的親朋好友外，自己與醫

院、與醫生絕緣了。

修煉後主動退錢

　　往日杯觥交錯的應酬、

繁瑣的你來我往，雖然熱鬧，

可浮華洗去後，難掩內心的

擔憂與惆悵。

　　靜心讀著大法書時，心

裏充盈著一種喜悅、一種踏

實。企業掙點錢著實不易，

不只是中國的稅負太重，企

業的「婆婆」也太多了：工商

局、稅務、公安、消防，還

有行業、黨務等等，哪方面

打點不好都不行。

　　我驚訝自己以前怎麼從

沒站在這個角度切實為企業

著想過呢？我決定自己首先

要按照大法做好人，堅決不

再收企業的錢、卡了，以前

收的能退盡量退回。

　　一次，我找到一個給電

廠供貨的老闆，退回當年因

「關照」他而收了他的一萬元

錢。老闆表情中帶著警惕和

詫異，不知道我這葫蘆裡賣

的是什麼藥。我真誠地向他

解釋說：「我現在信真善忍法

輪大法了，這錢不該收，得

退給你。」老闆一下子釋然

了，理解了。這樣的錢我退

回了好幾萬。

　　在稅務局這個位置上，

很多時候不收錢、物也很難。

有時人家都摸不準是咋回

事，還以為嫌少呢。

　　我索性直接告訴對方：

我是修煉法輪功的。有時心

性不到位，沒敢說自己是煉

法輪功的，就把妻子搬出來，

說媳婦煉法輪功，收了錢物

媳婦不讓進家門！這樣拒收

就不難了。

　　通過拒收錢物，我給不

少人講了法輪大法真相，幫

他們做了「三退」（退出中共

黨、團、隊組織），讓他們

得到大法的保護。有一位同

事的母親還通過我請了《轉法

輪》寶書，得法了。

	�文 : 澳洲悉尼大法弟子　

來自巴黎的緊急電話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的

晚上，我接到女婿從巴黎打來

的電話，他在電話裡喊了聲

「媽」，就哽咽得說不出話了。

我一聽，心裏很緊張，就追問

他：「出了什麼事？」

　　他邊哭邊說：「我家有個

親戚八月二十日要坐飛機來巴

黎，請你給麗莎（指我女兒）

帶兩個假發套來吧……」我頓

時如晴天霹靂，腿腳發軟，身

子往下溜。站在我旁邊的先生

緊緊抱住，我才沒倒下去，先

生對著電話筒大聲喊：「趕快

去煉功！」

　　放下電話，我心裏很亂，

我又不能親自去看女兒。我修

煉法輪功後，之前的冠心病、

胃病等都神奇的好了，女兒是

知道的。

　　特別是她去巴黎留學的十

幾天前的一天上午，我出了一

次車禍，上半身多處是粉碎性

骨折狀態。女兒當時嚇哭了，

她哭著要求她爸勸我去醫院，

我堅持在家聽師父的講法錄

音。一週後，她看到我好了，

高興地說：「以後我要煉功，

就煉法輪功。」

　　回想起這些，我腦中冒出

一念：「女兒得法的機緣成熟

了。」頓時，一塊沉重的石頭

從心裏掉下去了。

MP3 和十頁長信

　　當時我因為煉法輪功，被

邪黨迫害得居無定所，當時在

中國南方某處借住一段時間。

　　第二天一早，我和先生去

給女兒買了長、短兩個假發，

然後我一個人北上回家，給女

兒準備東西。

　　那個年代，中國交通非常

緊張。我從二零零六年八月

十六日上午至十七日夜晚八點

多，三次轉車，花了三十多個

小時，順利到達家中。

　　一進門，我就把師父講法

的錄音磁帶（十四盤）和兩盤

師父念口令的煉功音樂的磁帶

包裝好，一個中型的手提錄放

機，這些都裝在一個中型手提

旅行袋，已經滿滿的，我不知

道帶著這些東西該如何出關。

　　突然聽到有人敲門，我輕

輕開門一看，是我的鄰居（同

修）。我驚喜地問她：「你怎麼

知道我來了？」她淡淡地說了

句：「我估計可能回來了。」

我們不便久會，她小聲問我：

「今天同修給我們一個最新式

的 MP3，你要嗎？」我一把

拉著她的手，感動得不知說什

麼好，我的眼淚忍不住地往下

流。接過她給我的 MP3，我告

訴她：「是師父派你給我女兒

送來救命的方法。」她聽了我

的講述，欣慰地給師父合十。

　　我把原來包在一起的磁帶

和錄放機化整為零分散藏好。

把同修送走後，我立即給女兒

和女婿寫了十頁長信，除了短

短幾句關心的話外，直接告訴

他們如何修煉法輪功。特別叮

囑他們要一心一意，堅信大法

師父。

　　寫完信，天濛濛亮。我洗

了臉，沒吃東西，立即出門去

火車站。沒有往南方去的票，

我就買一段短途票，然後走一

段，補一段。二零零六年八月

十九日下午，我趕到了女婿的

親戚家，將帶給女兒的東西委

託給了女婿的親戚。

      

醫院檢查  
一切指標正常

　　二十天後，二零零六年九

月六日晚上八點半左右，女兒

給我打電話，聲音歡快，高興

地喊：「媽，我好了，一切指

標正常！爸爸好嗎？」我立即

把電話交給她爸說話。

　　後來，女兒告訴我，說她

是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傍

晚收到我給她帶去的 MP3 和

信件，第二天二十五日早晨，

他們倆就去巴黎十三區法輪功

煉功點。她還沒走到煉功隊伍

裡面，就開始嘔吐，吐出了很

多黑色的東西，像抹布似的。

她一回到家，就拉肚子，當晚

她就能吃飯了。連續三、四天

上吐下瀉，一天比一天輕鬆，

到第四天，她感覺不痛了。她

告訴我說：「媽，有時候，我

也拉出像魚泡一樣的東西，大

的像雞蛋黃，小的像小葡萄粒

（白色的）。」

　　當她放下電話後，我想起

來了，她是在這之前懷過孕，

在醫院刮宮三次。醫生檢查發

現，腫瘤轉移到肺部，要她住

院化療。

　　二零零六年九月四日左

右，我女婿硬拖著她去醫院檢

查，檢查的指標都正常，她的

醫生不敢相信檢驗的結果，非

常驚訝地問我女兒：「你是怎

麼好的？」我女兒告訴醫生：

「我是煉法輪功煉好的！」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九

日，我女兒生了第一個寶貝女

兒。現在的她有四個孩子——

兩個女孩、兩個男孩，孩子們

非常健康、可愛、聰明！她的

四個孩子都在法國巴黎明慧學

校上學。我女兒和女婿經營的

公司也非常成功，給當地政府

創造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女婿的爸爸、媽媽及親戚

們都很支持法輪功。我女兒一

家人在法國巴黎過著幸福快樂

的生活！在此，特別感恩法輪

大法師父給我女兒一個幸福美

滿的家！

女兒煉功半月 醫生不敢相信體檢結果

修大法 我與醫院絕緣了

　　1998 年 12 月，調查者對

湖北省武漢地區的法輪功修煉

者進行了調查。涉及武漢三鎮

的三個地區，50 餘個煉功點，

被調查人數為 2005 人，調查

方式是以團體普查，隨機抽樣

等方式進行。調查內容分一般

情況，修煉前患各種疾病的分

類項，修煉後身體健康狀況的

改變，修煉前後醫療費用的比

較，以及三大特殊嗜好的改變。

　　被調查的法輪功學員遍及

不同年齡，不同的社會階層。

　　2005 名法輪功學員中修

煉前患有各種疾病者為 1,899

人，占 94.7%。而且大部分學

員都患兩種病以上，病案總數

為 5,323 例，修煉後身體健康

狀況明顯改善，症狀消失率為

75.15%，好轉率為 23.5%。

　　修煉前醫療費用有 37 人每

年達到上萬元，通過煉功後，

身體達到了無病狀態，因此絕

大部分學員不需用藥就醫。據

統計 95.51% 的人都沒有使用

醫療費，為國家和工作單位都

節約了大量醫療費用。

　　2005 名學員中，修煉前吸

煙 377 人，飲酒 536 人，賭博

者 420 人，共計 1,333 人，其

中有人具備 2-3 項。他們修煉

法輪功後，僅有 11 人吸煙，

10 人飲酒，1 人賭博，共計 22

人，僅占 1%。

來自武漢的 
健康調查報告

	�作者的女兒康復後，生了四個孩子，現在法國巴黎明慧學校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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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我今年七十八歲，育有兩

男三女，可謂兒孫滿堂。兒孫

們個個相信法輪大法好，個個

得福報。

 

二兒子心臟病痊癒

　　我的二兒子今年五十六

歲，自己辦工廠，非常相信大

法好並支持我講真相救人。去

年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情

剛一解封，他就感到胸悶，非

常難受，一查有「四高」，頭

上還長了個比雞蛋略小一點的

包塊。醫生說要做心臟搭橋手

術，他準備去深圳做手術。

　　這時，一同修將裝有師父

講法錄音的播放機送給他，囑

咐他一定要認真聽師父講法，

對身體有很大好處。二兒子開

始聽師父講法，去廣州的路上

和到了廣州一直都在聽。神奇

的是，一路上他不覺得胸悶

了，也沒啥不適感覺。到深圳

一檢查，醫生說不需要做手術

了，他非常高興，更加相信大

法好。

　　常有縣、局級幹部到二兒

子廠裡來玩，他就幫他們做三

退並記下名字（或筆名或化

名），將名單交給我。

　　一個副縣長，我給他講真

相後，他欣然同意三退並接受

了真相護身符，還說：「誰找

法輪功的麻煩，您告訴我。」

意思願意提供幫助，阻止迫

害，我為他的善心感到高興。

我給這位副縣長勸三退時，二

兒子一直在旁邊，樂呵呵地看

著我們。

　　去年疫情影響，大陸很多

工廠都不景氣，我兒子卻接了

一筆三千萬元的大單，工人們

都能留下做工，沒有影響生

活。今年又接了一個大單，雖

然兒子賺錢不多，但能保證工

人們有生活來源，兒子感到很

欣慰。他高興地說：大家都有

飯吃就好。

二女婿腸癌手術後

十四年一直安好

　　我二女婿金林（化名）

勤勞善良，常年在外省打工。

二零零七年，他在廣州打工期

間肚子疼痛厲害，幾天不能進

食，眼看越來越嚴重，經醫院

檢查診斷為腸癌，就回老家準

備手術治病。

　　回家後，我先送他大法護

身符，他以為是讓他煉功，就

說：「我相信科學。」意思是讓

醫院給治好。我說法輪功是真

正的科學。

　　到了晚上，他妹妹來了，

一進屋就大聲說：「哥，我長

期念法輪大法好，身體一直沒

病。」我連忙接著說：「是啊，

就是要多念九字真言，能逢兇

化吉。」

　　金林聽後連忙說：「這九

字真言我念。」我讓外孫女把

護身符給他拿來，他鄭重地接

過護身符，開始虔誠地念「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直到

睡著了。第二天一醒來，我煮

了四個人的稀粥，他一人全吃

完了，肚子也不疼了，見他有

好轉，一家人可高興了。

　　回家兩天后，金林在離家

近的縣第二醫院做手術，主刀

醫生是從市裡請來的，割出一

大碗瘤子拿出來給家屬看。手

術前金林一直念大法真言，術

後他並不感覺刀口疼痛，我二

女兒和外孫女照顧了他幾天，

拆線後他就自己回家吃飯。化

療也不用人陪同，幾乎沒有不

適反應。人家化療都受不了，

大量脫發，可他啥事也沒有。

　　術後只半個月，金林就出

院了。因我二女兒做縫紉很辛

苦，金林就主動做全家四個人

的飯，自己去醫院治療。術後

只一個多月，他又出去打工了。

　　醫生說他不能幹重活，可

他是做瓦工的，正是重活，他

也一直干了好幾年。後來，金

林在我二兒子廠裡做了八年輕

活，前年又出去做瓦工了。做

瓦工工資高一些。金林做完手

術已經十四年了，他再沒得過

病，也沒吃過藥。他非常感恩

大法師父救了他的命。

 

大孫子躲過人販劫

　　我大孫子宇新（化名）今

年二十九歲，是老大的獨生子。

　　二零零零年春天的一個周

未，當時九歲的宇新與一對姐

弟倆結伴乘中巴，想到我這裡

來玩。那位姐姐也才十四歲，

三個小夥伴到縣城一下車，宇

新就說：「我知道爺爺的屋」，

那姐弟倆就與他分頭走了。

　　宇新剛往前走了幾步，一

個男子將他右耳朵一扒，他感

到像有個東西黏著耳朵似的不

舒服，就趕緊往左邊走。另一

男子又將他左耳朵一扒，他就

被迷住了，感覺兩個男子在抬

著他走，實際應該是牽著他走。

　　走了大約一里路，宇新猛

然聽到警車嗚嗚的叫聲，一下

清醒了。他連忙說，我爺爺在

某某湖（社區名）住，趕緊往

某某湖方向跑。其中一個男子

見他醒了，就趕緊走開了；另

一男子還不死心，繼續跟著他

走，並指著走了的男子說：「他

是拐子，你不要跟他走。」這

個男子想繼續騙宇新。

　　這時宇新又猛然想起爺爺

奶奶已經搬家了，不在某某湖

住了。他口裡說著：「我爺爺

搬家了，在某某廠住。」又轉

身往我住的院子跑，這男子一

看他真的醒了，就趕緊溜走了。

　　他跑到我家裏時，臉嚇得

烏黑，身上大汗淋漓，大口大

口地喘著粗氣告訴我：「奶奶，

我遇到拐子了，差點被拐子拐

跑了。」

　　我摟著孫子安慰他：「孫

兒，回來了就好，回來了就

好，不用怕了，沒危險了，奶

奶煉功你受益了，是慈悲的

師父保護你，我們謝謝師父

吧。」孫子情緒穩定了，認真

地說：「謝謝師父救我！」

　　宇新十六歲時，因故高中

還沒讀完，就離家到遠隔千里

之外的叔叔廠裡打工去了。他

很能吃苦，也很能幹，在叔

叔廠裡紮紮實實干了八年，

二十四歲時就獨立辦公司自謀

生路了。

　　他為人正直，個頭很大、

也很帥氣，辦公司後幾次出國

考察業務，被幾家外國公司看

中，願意與他合作，他的公司

就一直順利地辦下來了。去年

武漢肺炎疫情這麼嚴重，都沒

影響外企與他的合作，他一筆

就接了一個五千萬元的大單。

　　大孫子支持我修煉，每次

回老家都要孝敬我五百元到

一千元不等。我去他公司裡玩

了兩次，他都拿著紙筆，招呼

公司員工們說：我奶奶是退黨

的（義工），快快退出黨團隊

保平安。大家邊表示同意，邊

開玩笑說：「宇新啊，你膽子

真大，敢公開講退黨。」

大兒子的徹底轉變

　　再說我的大兒子，也就是

宇新的父親，中共迫害法輪功

後，大兒子因受謊言毒害，對

我堅定修煉法輪功不理解。

　　宇新九歲時差點被人販子

拐走的事情，我和大媳婦一直

不敢告訴我大兒子。他脾氣很

大，要知道了真的會打大媳

婦。事情過去二十年，直到去

年疫情期間，我們才告訴他。

　　大兒子聽後說：「出了這

麼大的事，我怎麼一點也不知

道呢？」這下大兒子徹底轉變

了觀念，相信法輪大法好，也

相信是大法師父保護了宇新。

他立即買來很多上等水果供奉

大法師父，並誠懇地對我說：

「媽，您原來說大淘汰時會走

人瘟，真是人瘟來了呢。」現

在大兒子虔誠念誦大法真言，

以保平安。

敬大法誦真言 兒孫個個得福報

	�文 : 蓮蓉

　　現在教科書教授給人的是

無神學說，說人是猴子變的。

到底有沒有神呢？我先說說自

己的親身經歷。

　　小時候，父母帶我和弟弟

回老家時，來回需要在北京轉

車。在北京，父母帶我們去過

各大公園和動物園，我看見過

老猴子與大小群猴。在大西北

的家，在老家的古老城市，父

母也帶我們去過各大公園和動

物園，我從沒見過長得像人樣

的猴子。所以，誰說人是猴子

變的，我都不信。但我也不知

人是從哪來的？

少年時看到的

　　小時候每到晚上，我躺在

炕上，一閉眼就看到自己從腦

門中間往腦袋裡跑。那條大道

好長好長，沒有盡頭。道的兩

邊有山有水，有帶龍鳳那樣美

麗的小亭子，還有高樓。我還

看到我胳膊上的汗毛孔裡也有

這個景象，我很愛看。但又不

知這些景象是從哪來的？

　　十四歲以後，我才逐漸看

不到了。

中學時的不解

　　我是在姥姥家上的學，初

一下半年，才回到父母身邊。

記得初一期中考試，那天到學

校，一位姓蔣的女同學說，她

昨晚夢到考試的作文題目是

啥，有啥要求。大家都覺得她

在說夢話，但沒想到，考試卷

子發下來一看，作文的題目跟

蔣同學說得一模一樣，要求也

一樣。

　　她的父母都是農民，跟老

師又不住在一個村，她的夢怎

麼這麼准呢？大家真是百思都

不得其解。

我媽媽講的神奇事

　　我媽媽年輕時總流鼻血，

每次都得流一飯碗，她用過各

種藥和偏方，都無用。

　　我爸爸八歲時，我奶奶就

死了。奶奶得病時，她就張羅

給我爺爺娶了二房。我爸爸是

在我大爺家長大的。結婚後，

領我媽回家探親，在爺爺家的

北炕上住，地中有個大幔帳。

　　一天晚上，我媽夢見一個

高大的穿著黑色大襟衣服、挽

著髮髻的老太太，站在屋子中

間。老太太指著南面炕上我的

後奶奶說：「這孩子這麼流鼻

血，你也不管？你不管，我

管。」說完就不見了。從那之

後，我媽就再也沒流過鼻血。

　　我媽把夢跟老一輩的人

說，老輩人都說那個老太太是

我死去的奶奶。這事怎麼解

釋？能說人死如燈滅嗎？ 

真真切切看到神佛

　　一九九八年秋後的一天早

晨，我在煉功點煉完功，輔導

員告訴大家，晚上到一位同修

家去看一群老幹部在各地法輪

功煉功點的實地採訪錄像。一

放錄像，我就看到煉功點的上

空，一排排穿著黃袈裟的佛，

雙盤著腿，從天而降，來到煉

功點的周圍。

　　我還看到大大小小的法輪

像雪花似的，還有許多天女在

撒花。有的學員身後有通天的

大柱子，有的學員頭頂上有三

根大柱子在旋轉，柱子上面帶

著花，散發著強大的能量，太

殊勝了。這不就是神蹟嘛！能

說神不存在嗎？！

　　中國有句話：落葉歸根，

認祖歸宗。中國人的老祖宗是

炎黃，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歷

史和神傳文化。只有共產邪黨

來了，才毀滅神蹟，把人說成

是猴子變的，罵自己的老祖宗

是動物。

　　作為真正的中國人，就應

該是炎黃的子孫，趕緊遠離馬

列，退出中共黨、團、隊組

織，才能回歸自己真正的家園。

神蹟和神是真實存在的
	�佛 經 記 載

三千年開一回

的 優 曇 婆 羅

花，多次在韓

國天梯書店綻

放。圖為 2016
年 6 月 23 日下

午所攝，當時

長在玻璃上的

優曇婆羅花隨

著微風搖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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