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莫测 多少迷蒙
真相明心 缘到福成
• 第一九零期 •
庚寅年十月廿一日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WWW.MINGHUI.ORG

佛法广传南美古国
（明慧记者唐恩报道）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的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其意为“古老的山”，
是秘鲁在前哥伦布时期时印加帝
国的遗迹。这座举世驰名“印加
失落的城市”，遗址高耸在海拔
二千四百公尺的山脊上，是世界新
七大奇迹之一，也是秘鲁最知名的
游览胜地。
秘鲁市宣布“法轮功周”
源远流长，根植于中华神传
文化的法轮功，也在这南美洲古国
秘鲁广传。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秘
鲁市市长唐纳．L．贝克宣布二零
零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为
“法轮功周”，并敦促所有秘鲁人
认知法轮大法为将世界变得更美好
的贡献以及他所触及的无数国内外
民众。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强调
重德修善，学炼者普遍身强体健、
心性道德提升。许多法轮功学员从

修炼中身心受益，也乐于向他人推
荐介绍法轮功。这种“人传人，心
传心”的传播方式，也是法轮功广
获人心的重要原因。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至
四月二十四日，秘鲁国家警察反
腐败机构--廉正公署（DIRECCION
CONTRA LA CORRUPCION）总部组
织了100名警官于每个周六的上午
八时，在利马（LIMA）耶稣玛利亚
（JESUS MARIA）市区的战士广场
（CAMPO DE MARTE）的体育场学炼
法轮功。廉政公署最高长官亲笔签
署表彰证书表彰法轮功学员的奉献
精神。
二零零九年三月下旬，“真
善忍国际美展”在首都利马的
Chorrillos市政厅文化馆中首次
展出后，受到各界的关注。之
后，在其它城市政府的邀请下，
美展在Barranco、San Borja、
Miraflores等城市展出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八日，法轮

功学员应邀参加在首都利马观花阜
市区（Miraflores）举办的一年一
度秘鲁国庆彩车大型游行活动。主
办单位的负责人对法轮功游行队伍
非常满意和赞赏，希望法轮功能够
参加明年一百九十周年秘鲁独立日
的大型游行。
迄 今 ， 法 轮 功 洪 传 于
一百一十四个国家与地区，使一亿
人身心受益；法轮功书籍已经被翻
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
行；法轮功在海外获得了近两千项
褒奖与支持议案。
秘鲁法轮大法学会成立 传递
祥和美好
二零零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秘
鲁法轮大法学会正式成立，注册成
为合法团体。更多的秘鲁民众，相
偕沐浴在 “真、善、忍”的法光
之中。
二零零二年三月，秘鲁法轮功
学员展开了广达十九省、长达二十
天的洪法活动，向民众展示五套功

修法轮功甩掉药篓子 坚持信仰遭中共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
山东省沂南县中医院职工林秀源
于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真、善、忍”，一身不治之症
得到痊愈。因为她不放弃对法轮
功的信仰，被本县专门迫害法轮
功的“六一零”机构接连三次劫
持到洗脑班，并多次被敲诈勒索
和无理地扣发她的工资。
走入修炼，甩掉了药篓子
林秀源老人，今年六十五
岁，修炼法轮功前，身上患有颈
椎病、腰椎骨质增生、慢性胃窦
炎、妇科病等十几种疾病，身在
中医院，对病理自然有所研究，
所以她就用吃药的办法医治自己
身上的病，但是几乎什么药都吃
过了，所有的办法都用过了，没
见有什么大的效果。最后，病越
来越严重。
一九九六年，她的亲戚朋友
和同事建议她修炼法轮功，她便
找到法轮功学员一同学炼，没有
想到炼了不长时间，她发现自己

身上的病全好了，从此，她甩掉
了药篓子，无病一身轻。她非常
庆幸自己得到了法轮大法（法轮
功），使她脱离了疾病的折磨，
显然是法轮功给了她第二次生
命。
坚定信仰，被多次囚禁在洗
脑班
法轮功受迫害后，林秀源
老人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说句公
道话，便于二零零零年二月进京
上访，自此却成了中共打压的对
象。开始时，中医院里的负责人
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保
证书，她没有配合，院领导为此
无理扣发了她三个月的工资。当
年冬天，县“六一零”举办洗脑
班，县中医院和县公安局又将林
秀源骗到洗脑班遭受折磨，她被
强制放弃修炼。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八日，
沂南县公安局的警察突然闯入老
人家中，将她劫持到临沂洗脑
班，囚禁了一个多月，最后向其

马来西亚健康展
第七届国际健康展暨第一
届国际茶叶、饮料及保健品展，
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九日至
二十一日一连三天在马来西亚吉
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展开，洪
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法轮功作为唯一的气功展位参加
了活动，广受民众欢迎。优美、
宁静的功法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
询问，有的当场学炼功法。
印裔护士卡莫斯（Komathy）

家人讹诈三千元钱才放她回家。
二零零二年初冬，县“六一零”
恶徒故伎重演，又一次将他们认
为“不放心”的林秀源绑架至临
沂洗脑班，经历了强制洗脑的精
神折磨，又遭受了中共恶徒无人
性的“面壁”、“熬鹰”、“灌
食”等酷刑折磨。老人此次被非
法关押了四十五天，家人被迫交
二千元钱。
回家后，林秀源到单位要
求上班，但中医院负责人执意让
她在家等待退休。二零零二年她
办理了退休手续，可工资本被县
“六一零”扣押，一分钱也不
给。好不容易熬到了二零零七
年，经过多次磨难的林秀源弄明
白了一个理：工资是自己多年辛
苦工作挣的，“六一零”扣发自
己的工资是非法的。于是，她多
次找到当时的“六一零”主任陈
继光说明道理，最后答应每月只
发四百五十元的生活费。

法轮功受欢迎

在经过法轮功的展位时，主动取
阅资料，并当场学炼功法。在五
套功法全部学完后，她很开心地
表示：“真的很好，很轻松，我
感到身轻体健，而且我的注意力
可以集中，跟你们在一起炼我感
到一股很强的力量，真的很舒
服。”
在本届健康展中，主办单位
安排了很多精彩的节目，法轮功
学员连续两天被安排到台上做功

法示范。有很多民众向学员询问
各地区的炼功点，他们表示有时
间会去学炼法轮功。
参观民众对法轮功无辜遭受
中共残酷迫害的遭遇表示同情：
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简直不可
思议，我们认为这种事情已经没
有了，但是没想到这种迫害人权
和自由的事情还在中国发生，我
们相信法轮功是好的，希望你们
可以坚持。

图：白石城炼功点。南部的阿雷基帕（AREQUIPA）是秘鲁的第二大
城市，以白色火山岩为建筑材料而被称作“白石城”。
法，并向各地市政府的市长递交法
轮大法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同时
在所到城市的电台或电视台留下一
套西班牙语的教功录影带、炼功音
乐和从互联网下载的西班牙文版大
法书籍。
二零零三年二月九日，首都利
马即成功召开了秘鲁首届法轮大法
修炼心得交流会并举办了“法轮大
法洪传世界”图片展。
二零一零年十月三十日，秘

鲁首都利马举办第八届秘鲁法轮大
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也称法会）。
当天有二十位法轮功学员发言，他
们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
体会。西人学员埃尔玛（Herma）
分享她的修炼心得体会说，她五年
前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公园
里，看到一群人在炼功，觉得这些
人平静祥和，一看就知道是好功
法，她就跟着学炼，感到这个功法
非常神奇。（转第二版）

在讲真相中修炼 在救人中走向成熟
——记明慧网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明慧记者陆振岩报
道）明慧网大陆法会从二零
一零年十一月三日开幕，至
十一月二十一日落幕，历时
十九天，共刊登修炼体会文章
一百七十七篇。虽然这些文章
的作者只是中国大陆千百万法
轮功修炼人群中的小小一部
份，从中却可以看到，大量的
大陆老学员们一直默默、稳健
地走在修炼道路上，他们在反
迫害中坚持正信、证实大法、
在各阶层中用“真、善、忍”
要求自己，利用日常生活的便
利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
党、团、队），是大陆大法弟
子（法轮大法学员、法轮功学
员）中的主流修炼人群。
从明慧网第七届大陆法
会的交流稿中可以看到，在法
轮功学员们的无私付出下，中
国大陆已是法轮功真相广传，
迫害越来越不得人心，明白真
相的人越来越多；新学员不断
加入法轮功修炼并快速进步，
而且近年来，多数曾在迫害早
期被中共迷惑而走过弯路的大
陆学员已纷纷重新走回“真善
忍”的修炼，并加倍弥补，稳
步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路上。
正如李洪志先生在《二零一零
年纽约法会讲法》指出的，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无论怎
么迫害，也不过就是把大法弟
子锻炼成熟了。”
真相广传 新学员不断加
入修炼

随着中共在这场残酷的
迫害中采用的卑劣手段逐渐曝
光，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真
相，有缘者本性觉悟开始加入
修炼，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修
炼提高，认识到正法时期修炼
者的使命，溶入讲真相救人的
洪流中。这里仅举二例。
《如果可以选择 我选择
更早得法》的作者是修炼仅一
年的浙江省年轻新学员，文章
讲述了作者从二零零九年六月
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同化“真
善忍”、提高心性的喜悦，和
默默地在日常生活中给周围的
人讲大法真相、劝退党的历
程。这位年轻的新学员说：
“我得法这么晚，没有跟其他
同修一样跟随师父经历那十几
年的腥风血雨的迫害中感天动
地的护法历程，每次想到这
时，眼泪就出来了。在师父和
大法遭受诽谤诬陷时，我在哪
里？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可我
现在知道了，我也可以用我的
实际行动维护大法。我也一直
在想：如果可以选择，我要更
早得法！”
署名山东大法弟子华莲
的文章《新学员：跟着师父
走》，介绍自己二零零五年得
法修炼以来，从学会突破封锁
上明慧网开始，逐步学会制作
真相资料，在讲真相的过程中
修炼自己的心性，平衡好家庭
关系的故事。【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