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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人生萁測多才迷濛真相明，七緣到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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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香沮法輪功學員  幫凶被利刑
·文：香港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六

曰，香港西九龍法院對法

輪功學員二零一九年遇襲

案做出一項判決，對被指

在作案時負責把風的柯衍

湛，判刑兩年九個月，襲

擊法輪功學員的幕後主謀

和凶徒仍未落網。

香港法輪佛學會歡迎法庭

判決，認爲是彰顯善惡有報、

懲惡揚善的人間正理。但強調

眞相還未查明，法輪功學員長

期遭受中共迫害，這次事件也

是中共有組織策劃，幕後指使

和操縱，呼籲各界繼續調查眞

相，譴責幕後元凶中共，將凶

徒繩之以法。

二零 一 九年九月二十 四

日，法輪功學員廖秋蘭在和長

沙灣警署商談完「十 一」遊行

安排後，與另外兩名法輪功學

員離開警署，正打著電話，遭

兩個黑衣蒙面男子用棍棒襲

擊，一人打頭、一人打身體。

她遇襲後遍體鱗傷，全身淤血

發紫，頭部血流不止，送醫救

治發現傷口長達四～五釐米，

縫了五針。

法官：涉有組織丶有計

劃襲擊應重判以嚇阻

案件從二零二一年十月四

日開 審，歷經約四個月的聆

訊，區域法院暫委法官許肇強

裁決，被告柯衍湛 「有意圖而

傷人」罪成，二零二二年年一

月二十六日判他即時監禁兩年

九個月。

許肇強法官指出 ，有意圖

而傷人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本

案是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

的襲擊，有人負責指揮，有人

在警署監視受害人，有人負責

施 襲，有人開車接載凶徒離

開。雖然被告柯衍湛只是負責

爲主犯把風，但同樣構成「有

意圖而傷人罪J'與其他參與

者並無分別，應判處有阻嚇力

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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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一九年九月＝十四日，法輪功學員廖秋蘭遭兩個黑衣蒙面
男子用棍棒襲撃，頭部向流不止，送讎救治發現傷口長達四～五
釐米，縫了五針。

截查疑似欲襲薑者

警員意外捉到把風者

被判罪成的 柯衍湛今年

二十二歲，他和同案的兩名被

告在同一酒吧工作， 柯又是三

合會成員。 在 襲 擊事件發生

前，柯在長沙灣警署附近徘徊。

拘捕他的警員作供稱，當

天附近葵湧曾發生襲警事件，

「因擔憂同事安全j ，懷疑 柯衍

湛在警署外徘徊形跡可疑，於

是上前截查。

柯被帶回警署後，不到一

小時即發生襲擊法輪功學員

案。警員在 柯衍湛手機內發現

兩張受害人的照片，他手機內

的 WhatsApp群 組和 對 講程
序 Zello 在案發時收到可疑訊

息，包括「長順街地鐵站J'

「target (目標）出 來 j 。 法

官指，訊息與受害人遇襲的時

間、路線吻合。

另外兩名被告陳 嘉 明及

玉述傑也因爲在警署 附近徘

徊，被其他警員在案發前 截

查。他們的電話號碼也在可疑

WhatsApp群組內，但控方沒

有提供兩人的手機資料作為證

據。法官引述判例指，不能單

憑柯衍湛手機內的證據將另外

兩名被告定罪，裁 定兩人罪名

不成立。不過法官指出，陳嘉明

同樣行爲可疑，不排除也參與

了監視廖女士。另外，王述傑

在襲擊次日即離港前往大陸。

代表 柯衍湛的大律師一度

聲稱受害人廖女士沒有出 庭，

不排除遇襲是 「自編自導，騙

取賠償及同情。j 法官駁斥他

·法輪功學員廖秋蘭
二零—九年就十—遊
行與警方開會後，遭
暴徒襲擊。三名被告
柯衍湛丶陳嘉明及王
述傑被控「有意圖傷
人罪j。圖為王述傑。

·法 輪 功 學 員二零
— 九 年遇襲案，負
責把屋的柯 衍 湛 ，
二 零二二年 — 月
二十六日，法官判定
構成「有意圓而傷人
罪」，判刑兩年九個
月。 圖為柯衍湛。

說法毫無理據，指廖女士頭頂

傷勢嚴重，質問： 「怎麼會故

意令自己脆弱的頭部受到如此

重擊？」

中共不斷恐嚇受害人

受害人廖秋蘭遇襲後，中

共國安多次威脅她在大陸的家

人說，「要來香港拘捕她j 。

她表示，頭部傷口一個月才勉

強癒合，遇襲後 一 年仍感痛

楚，目前已經康復，所幸她修

煉法輪功後身體比以往健康，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一九九九年七月開始，法

輪功遭到中共迫害後，廖女士

多次代表香港法輪功向警方申

腈遊行集會。她指，中共特務

多年來一直跟蹤、恐嚇她。每

當參加活動，她出 行、搭車都

有人跟蹤，每日二十匹小時接

到騷擾恐嚇電話，連家人也受

滋擾。為了家人安全，她多年

不敢回家。

在二零一六年七二零法輪

功反迫害周年集會上，廖女士

被當頭淋紅油，隨後中共特務

又打電話恐嚇她：「你不要繼

續搞活動，你繼續搞活動，下

次就不是這樣的下場。j「再

搞法輪功活動就對你不客氣，

對你下狠手。j

二零一九年遭到襲擊後，

她仍然頻繁遭跟蹤、接到恐嚇

電話，最終她擔心人身安全，

決 定離開香港。

廖女士表示，她修煉法輪

功後身心受益，「爲何不可以

為法輪功講一句公道話？j所

以多年來堅持在香港申請反迫

害遊行集會，替中國大陸法輪

功學員伸張正義。她強調，法

輪功的活動都是合法的，得到

了警方批准和協助。

律師譴責暴力攻擊

籲警全力追查

曾 任職廉署調査 主任的

大律師查錫我表示，如果 有

提供車牌，又有通訊 (Whats

App) 電話記錄，按道理應該

不難査到其他涉案者，但也不

排除有其它原因難以捉拿，譬

如涉案者已離開香港。他期望

警方投入所有 資源盡全力調

査，因爲襲擊法輪功學員事件

對香港影響深遠。

廖女士也透露，當日她被

襲擊時，同行學員記下接載凶

徒的車牌號碼，提供給警方，

警方也取得了她被襲擊地點的

閉路電視。她呼籲港府徹査事

件，捉拿幕後元凶，早日將暴

徒繩之以法。

在廖女士遇襲之後，去年

五一三法輪大法日前夕，又發

生香港法輪佛學會會長梁珍被

蒙面惡徒持棍毆傷案件，梁珍

提供了襲擊者車牌，現場也有

閉路電視。警方雖然事後拘捕

至少兩名凶徒，但日前卻稱證

據不足，無人被檢控。也有老

年法輪功學員在街頭講述法輪

功眞相時被惡徒推跌，多名法

輪功學員遭到跟蹤、監視。

查錫我表示，法輪功在香

港是合法組織，任何人用非

法、暴力手段，以襲擊、恐嚇

阻止他人進行合法活動，都應

該受到譴責，任何市民無論是

否法輪功學員，都應受到法律

保障。

美國豷院租政妻譴責中共妻求旦即釋放法轎功學員
（明慧記 者英梓綜合 報 稱：「自一 九九九年以來，中 加拿大國會議員：中共 會應繼續倡導中國的言論 自 法輪功學員的最新攻擊，是他

導）奧運前夕，中共對許那等 共一直企圖消滅從中國大陸傳
為「形象」打壓異議者

由，特別是爲那些被中共迫害 們暴行的最新證據，更有理由

十 一名北京法輪功學員非法判 出的修煉功法——法輪功及其 的法輪功學員提供言論自由。 切斷（與 中共的）聯繫， 停

刑二至八年。美國國務院和北 和平修煉者，包括爲其信仰權 加拿大國會議員吉尼斯 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 止支持（中共）這個邪惡政

美政要、律師紛紛譴責，並要 利抗爭的人權捍衛者。J (Garnett Genuis) 接受採訪時 麥塔斯 (David Matas) 接 受 權。」斯科特參議員說。

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釋放法 這位官員援引了有膈酷刑 表示，中共爲籌備奧運會採取 媒體採訪時說，最近對法輪功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

輪功學員。 和嚴厲判決的報告說：「大量 的極端措施，完全符合中共政 學員的重判與即將到來的奧運 前委員約翰尼·摩爾 (Johnnie

的 證 據 表 明，中國政府（中 權通過壓制異議聲音，以優先 會有直接聯繫。中共的目的是 Moore) 牧師說，面對中共在

美國國務院要求中共 共）至今仍在打壓和虐待這 考慮其所謂「形像」的一貫做 恐嚇表達不同聲音的人。 冬季奧運開幕前幾週的判決，

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個群體。j「成千上萬的法輪 法。 是「需要道德期確性的時刻j。

功學員每年都面臨著拘留、騷 「北 京（中 共）始終關 美國聯邦參議員：應 「我們要清楚知道這裡發

據英文大紀元報導，美國 擾，以及報告顯示的酷刑和虐 注的 是自己的 所謂『國際形 停止支持中共邪惡政權 生了什麼： 中共正在奧運會前

國務院一月二十 一日呼籲，中 待，原園只是……他們和平地 像』，並常常試圖 阻 止關鍵 抓捕民衆。民主黨人和共和黨

共「立即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 實踐著自己的信仰。J 信 息 外泄。 我 們已經看到 美國聯邦參議員里克．斯 人，以及美國的盟友，都需要

暴行和虐待，釋放因信仰而被 被捕的法輪功學員往往未 了 這 一 點， 尤其 是 在 疫 情 科 特 (Rick Scott) 對英文大 與中共劃清界限。對那些一匱

監禁的人們，並査明失蹤學員 經審判而被長期隨押，不允許 (COVID-19) 期間和重大國際 紀元 說：「中共對宗教少數群 揮舞著社會正義旗織的企業來

的下落j。 委聘合宜的律師代表，並因虛 活動之前。j 體的打擊是無情的。j 說也是如此，他們現在正面臨
一位國務院官員在電郵中 假、不實的罪名遭受懲罰。 吉尼斯議員強調，國際社 「這次對提供疫情信息的 著考驗。j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何平斯德哥爾

摩報導）二零二一年十一月

每個週六的下午，斯德哥爾摩

市中心通往老城來來往往的行

人，常會遇到在國會大廈旁

的錢幣廣場講真相的法輪功學

員。許多了解真相的人表示：

中共迫害好人不得人心。有的

對學員說：「你們是世上勇敢

善良的人，傳遞的信息對我們

非常重要！」

　　位於國會大廈旁的錢幣廣

場是法輪功學員經常講真相的

地方，也是當地其他團體舉辦

各種抗議活動、公開向社會各

界發出呼聲的地方。

　　法輪功學員長期以來的講

真相、反中共迫害活動自始至

終是和平的，呈現出寧靜祥和

的氛圍，給當地居民及警察留

下了深深的印象。

警察：我很想嘗試一下

　　十一月十三日週六，除了

法輪功學員的講真相活動，廣

場上還有其他兩個團體規模較

大的抗議活動。兩位警察過來

對學員說：「今天這裏人會很

多、很亂，我們的車就停那邊

的不遠處， 有事就來找我們。」

　　接著其中一位警察還向學

員詢問了很多關於法輪功的信

息。他對學員說：「我們的工

作每天都要去面對和處理各種

麻煩事，身心疲憊，我很想嘗

試一下這個功。」臨走時他取

了一張介紹大法真相的傳單，

如獲至寶地揣進兜裏，笑著

說：「今晚我必須把這個仔細

讀完。」

留學生從抵觸到三退

　　這個星期六的下午，有兩

位九零後的大陸女留學生站

在真相展板前問學員：「你們

講的這些都有證據嗎？法輪功

到底是怎麼回事？」學員看到

兩人都帶著對法輪功抵觸的情

緒，很明顯是誤信了中共對法

輪功的謊言宣傳，於是就耐心

地向她們講述了大法洪傳全世

界的盛況，還講了法輪功學員

和平上訪，天安門自焚偽案是

中共自編自演的，以及中共活

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用

大量事實幫助她們分析、認清

中共的騙人伎倆。

　　同時還告訴她們：要想真

正了解法輪功，可以到網上去

免費下載《轉法輪》。這本書

告訴人如何去做一個好人。一

看就能讓人清醒識破中共對法

輪功的宣傳都是造假和欺騙。

並讓她們想一想：中共為甚麼

要燒書、不讓中國人看《轉法

輪》？就是害怕人們都知道法

輪功是在教人按照真、善、忍

做好人，中共在殘害善良無辜

的好人，完全是非法的、邪惡

的。

　　兩位女生從開始的抵觸，

到靜靜地聽學員講， 後都明

白了真相，其中一位女生在

學員的幫助下上大紀元退黨網

站，當場就辦理了三退，退出

了曾經入過的團、隊組織。她

還把三退證書號碼拍了照，保

存在了手機裏。

我的心和你們在一起

　　「從和你的談話中，我感

受到你們的真誠、善良，這裏

有一個非常非常美好、祥和

的能量場，儘管廣場上吵吵鬧

鬧，但當人一站在這裏就明顯

地感受到祥和。」這是十一月

二十七日週六，斯德哥爾摩市

民巴塞爾（Basel）在和學員交

談時的感歎。

　　巴塞爾表示非常感謝法輪

功學員所傳遞的信息，「你們

的善心會讓人、讓這個社會變

得越來越好。」

　　巴塞爾是一個有著精神追

求的人，他介紹自己走過很多

國家，也經歷了很多的事情。

當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

器官的真相後，他在制止活摘

徵簽表上簽字。他認為中共不

僅殘害中國民眾還隱瞞疫情，

導致（中共）病毒蔓延到全

球，讓全世界的民眾都跟著遭

殃。

　　他對學員說：「中共漠視

生命，把人只是當個數字，邪

惡至極！你們是世上勇敢善良

的人，我的心會永遠和你們在

一起。」

中共迫害善良不得人心

　　一位來自阿爾巴尼亞的先

生在展板前仔細閱讀，他看到

善良的法輪功學員為了不放棄

自己的信仰，遭到中共如此殘

酷的迫害甚至被活摘了器官很

是同情。他說：「我的國家也

是經歷了由專制變成民主的過

程。中共迫害這些善良的好人

不得人心，註定也是不會有好

結果的。」

　　他認為法輪功學員做得非

常好，不僅簽了字還把所有的

真相展板以及自己的簽名都拍

了照，當場就上傳到了自己的

推特帳號，「我的推特很多網

友都是各國使館的人，我要讓

他們及更多的人都來關注這件

事（活摘器官），幫助共同制

止這個罪惡。」

瑞典民眾：你們的善心讓社會變得越來越好

��法輪功學員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國會大廈旁的錢幣廣場舉辦講真相活動，吸引瑞典民眾駐足

觀看展板、與學員交談，了解法輪功真相。

��文 : 芬蘭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九

日，芬蘭法輪功學員在首都赫

爾辛基的甘比（Kamppi）購物

中心附近舉辦講真相活動。一

月的芬蘭大雪紛飛，氣溫在零

下 10 攝氏度。當地部分法輪

功學員以燭光守夜的方式，揭

露中共迫害法輪功和活摘法輪

功學員器官的真相，呼籲芬蘭

民眾更多關注仍在中國發生的

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法

輪功學員還告訴民眾，本應是

中國新年之際，但這場迫害導

致成千上萬的家庭在節日裏不

能團圓。

　　「如果不站出來說話，展

示我們的信仰和內心，我們將

不再擁有自由。」SD 先生看

到法輪功學員舉辦揭露中共迫

害法輪功的活動後，簽名聲援

法輪功學員反迫害。他告訴學

員，去年七月他曾有機會參觀

了「真善忍國際美展」，印象

深刻。他說：「邪惡為甚麼能

存在，是因為人們甚麼都沒有

做。如果保持沉默，慢慢我們

也會失去反抗的權利。如果不

站出來說話，展示我們的信仰

和內心，我們將不再擁有自

由。」

　　市民麗莎（Lisa）看見法

輪功學員的活動，主動簽名。

她說：「中共領導根本不知道

甚麼是人權。人權應該屬於所

有的人，因為我們就是人。之

前我聽說過法輪功被殘酷迫害

的事。這種迫害對中國不利，

對所有人都不利。施害者迫害

別人，終究有一天報應會回到

施害者自身。正義會站在受害

者一邊。」麗莎還表示說：「不

能因做生意而忽視了道德底

線。」

　　 年 輕 的 服 務 員 勞 拉

（Laura）簽名後，告訴學員

剛發生的趣事。原來她在商場

咖啡屋喝咖啡時，一位陌生人

（不是法輪功學員）問她是不

是個好人，如果是，就應該去

法輪功學員的展位那裏幫忙簽

名。她聽後毫不猶豫地從咖啡

屋走到真相台前，簽名支持法

輪功學員反迫害。

　　一位中國小伙子拉著行李

詢問附近的酒店，原本他準備

回家過年，但航班被臨時取消

了。拉著行李的他在市中心遇

到了法輪功學員。攀談之後，

學員問他是否已經辦理過退出

中共黨、團、隊組織的事宜。

　　他說入過少先隊，要退

嗎？

　　「當然要退啊。」學員回

答他，你曾經對著中共血旗發

過誓：「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

生」，這就意味著你一輩子都

得為中共賣命，中共幹的壞事

都得算一份在你名下，那你不

就要為中共背黑鍋了嗎？」

　　小伙子聽明白了這個道理

後，很爽快地說：「那就幫我

退了。」

　　學員還說，雖然航班取消

了，也未必就是壞事，這樣安

排你來三退保平安的。小伙子

聽了後笑了。

風雪中 芬蘭民眾簽名
支持法輪功反迫害

��在氣溫只有零下十攝氏度的風雪中，芬蘭民眾簽名聲援法輪功

學員反迫害。

疫情中傳避疫良方

台灣學員獲民眾讚譽
　　 （明慧記者清漢台灣嘉

報導）二零二二年一月十六

日，台灣嘉義法輪功學員在

著名的嘉義公園晨煉，傳播

大法美好，祥和的煉功場面

吸引市民駐足觀看。

　　嘉義公園位於中山路，

歷史悠久，園裏古木參天，

有豐富文化古蹟，許多市民

喜歡到公園散步、運動。疫

情期間，又吸引許多外地遊

客。

　　法輪功學員在公園入口

處煉功，讓早晨車輛裏的上

班族和旅客能看見煉功的殊

勝場面。也讓來公園晨練的

市民第一眼就能看見。 

　　一位學員說：「讓民眾

感受大法的美好，也讓有緣

人了解大法的博大精深，是

我們的責任。」

　　疫情期間，法輪功學員

還在嘉義縣市各地的疫苗施

打站，向打疫苗的民眾及附

近攤商派發資料，介紹避疫

良方「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學員還穿街走巷派發

法輪功簡介和特刊，法輪功

學員的勇氣和愛心，受到民

眾讚譽。

　　在水上鄉市場派發簡介

時，學員遇到一位年輕女

士，她豎起大拇指讚揚：「在

疫情中你們很關心我們。法

輪功有勇氣，有愛心，我現

在才了解法輪功是善良的。」

　　一位學員在嘉義市中正

路發簡介時，服裝店的老闆

表示，曾上網閱讀了中共迫

害法輪功的相關報導，他問

學員：「中共迫害法輪功這

麼多年了，你們還這麼堅

持，法輪功一定有奧妙之

處，我真想了解。」

　　學員鼓勵他，這是個千

載難得的機緣，並交流了自

己的體驗：「修煉法輪功不

但能祛病健身，還能使人變

得真誠、善良、寬容、平

和。修煉後，我的思想昇華

了，人生觀改變了，我們都

在大法中受益，所以要告訴

世人法輪功的美好，讓有緣

人來修煉。」

��台灣嘉義

法輪功學員

在疫苗施打

站發特刊，

告訴民眾抗

疫良方及法

輪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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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

導）吉林省德惠市法院二零

二一年分別對農安縣法輪功學

員高曉歧、趙秀蘭、孫鳳仙非

法判刑九年、五年、兩年。長

春市中院維持非法原判。高曉

歧、趙秀蘭已被劫持到吉林省

女子監獄，孫鳳仙則不幸於去

年十二月十五日含冤離世。

　　高曉歧、趙秀蘭、孫鳳仙

均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被

警察綁架。當天，農安縣警察

非法抓捕了二十二名法輪功學

員。已知其中有十三人被非法

判刑：張秀芝（女，十年）、

高曉岐（女，九年）、蔡玉英

（女，九年）、馮立齊（男，九

年）、吳冬梅（女，七年）、

于姣茹（女，六年）、單為和

（男，六年）、呂相富（男，六

年）、趙秀蘭（女，五年）、

孫秀英（女，四年）、張敬元

（男，兩年）、孫鳳仙（女，兩

年）、董秀輝（一年半）。

　　這次非法抓捕行動，是由

長春市政法委和農安縣政法委

共同策劃實施的。

警匪入室綁架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五日清

晨，吉林省農安縣出動大量警

察非法抓捕法輪功學員。所有

參與人員手機關機三天。警察

如匪徒般破窗撬鎖，強闖入

室，不僅瘋狂綁架法輪功學

員，還將他們家中的法輪功書

籍、手機、電腦及錢財洗劫一

空，同時。

　　當天早晨六點多，高曉歧

去同修趙秀蘭家，警察正在趙

家搶劫。他們直接將高曉歧綁

架，並跳窗入室，到高家非法

抄家。高曉歧年近九十的老母

親當時受到驚嚇。警察在高家

搶走十幾萬元的現金。高曉歧

在派出所受到刑訊逼供，警察

氣急敗壞打了她很多耳光。

　　當天早上七點半左右，孫

鳳仙準備去醫院上班，剛一開

門，一下子進來十多個警察，

到處亂翻，搶走電腦、手機、

法輪功書籍，以及收看電視的

衛星天線等等。隨後，孫鳳仙

夫婦都被帶到農安縣公安局錄

口供。經過非法審訊和驚嚇

後，孫鳳仙身體不適，被送到

了長春市看守所病監大隊，後

來又被關入農安縣看守所。

法官公開違法

　　二零二一年四月九日，德

惠市法院非法庭審高曉歧、趙

秀蘭、孫鳳仙、蔡玉英、于姣

茹、孫秀英、張敬元、單為和

等八名法輪功學員。法官不允

許家屬請的律師上庭，要求家

屬開沒有修煉法輪功的證明才

能旁聽，而且只允許一名家屬

旁聽。 家屬和律師被拒之門外。

　　參與此次非法庭審的法官

王榮富，態度野蠻而囂張。他

公開說：「別跟我說合法不合

法，不要談這個問題。現在就

是這麼要求的……法輪功案件

就特殊。」「殺人犯可以（請

律師辯護），法輪功就不行！」

「沒有辯護權力！違法就違法

了！你隨便告！」

　　同年十一月底，長春市中

級法院在沒有通知家屬和律師

的情況下，非法維持原判。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下

午，孫鳳仙在農安縣看守所突

發腦出血，送到長春市中日聯

誼醫院搶救。十天後被轉回農

安縣中醫院。十二月十五日凌

晨一點三十分左右含冤離世，

終年六十五歲。

　　（明慧網通訊員湖北報

導）湖北孝感市雲夢縣法輪功

學員季大友出去講真相後，再

也沒有回來。

　　家人到處尋找，大約五十

天後，在一片蘆葦叢中發現了

他的屍體，已經腐爛。當時雲

夢縣城關派出所把季大友的衣

服拿到他家裏。季大友是怎麼

死的，疑點重重。

　　雲夢縣 610、國保大隊曾

經多次到季家找他的麻煩，威

脅他，叫他不要到處跑（指講

真相），不然就把他抓起來。

　　當地另一位法輪功學員講

真相時，被雲夢城關派出所的

人綁架。警察威脅他說：「你

知道老季是怎麼死的嗎？」

　　季大友，男，一九四二年

出生，一九九六年開始修煉法

輪功，身心受益。一九九九年

七月中共瘋狂迫害法輪功後，

他一直堅持修煉和講真相，從

不懈怠。

　　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季大友講真相時被安陸市辛榨

派出所綁架， 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一九年的一個炎熱的

夏天，大概是七月二十七日的

早上，季大友出去講真相後，

就再也沒有回來了。家人尋找

了將近五十天， 後在前往孝

感市方向的一片蘆葦叢中，發

現了季大友的屍體，屍體已經

腐爛。

　　根據明慧網曝光的數據，

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湖北孝感市至少有二十七

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五

人失蹤，四十四人被非法判刑， 

一百二十九人被非法勞教。

   由於中共信息封鎖，這只

是實際受迫害人數的冰山一

角。

　　（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

導）北京冬奧會前夕，二零

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北京昌

平區法輪功學員焦淑英遭中共

警察入室綁架。綁架的藉口

是，一年之前（二零二一年一

月）她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

被監控拍到。焦淑英現在被非

法關押在昌平看守所。

　　焦淑英今年六十歲，北京

懷柔區九渡河人。修煉法輪功

之前，患有二十多種疾病，風

濕病、肝病、胃病、十二指腸

潰瘍、神經衰弱、中耳炎、腿

疼、腰椎間盤突出等等，常年

離不開藥，身體非常瘦弱。

　　她原是昌平二毛紡織廠職

工，因身體原因下崗（失業）

了。當時她才三十六歲，看上

去就像六十多歲的人，疾病的

折磨使她脾氣變得暴躁，動不

動就罵人。

　　一九九八年，焦淑英開始

修煉法輪功，她按照大法真、

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不僅

把愛罵人的毛病改了，說話的

聲音也變柔和了，疾病不翼而

飛，  體重增加。村裏人都知道，

焦淑英的身體是煉法輪功煉好

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

法輪功後，焦淑英多次遭非法

關押、強制洗腦、強制灌食等

迫害。

　　二零零一年，焦淑英在流

離失所中生下女兒。生完孩子

幾天回家時，就被警察非法抓

捕，在看守所遭受毒打、潑涼

水、體罰等折磨。

　　焦淑英的丈夫曾修煉法輪

功，多種嚴重疾病都好了，但

迫害發生後他不敢煉了。妻

子遭迫害， 他也承受了很大壓

力，于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不

幸離世。

　　焦淑英在迫害中一手把兩

個孩子養大，可想而知有多麼

艱難。她的兩個子女多次承受

失去媽媽的痛苦和恐懼。

　　只因為修煉法輪功祛病健

身，信仰真、善、忍做好人，

如今六十歲的焦淑英又遭非法

關押。她九十歲的老母親和女

兒未滿週歲的孩子無人幫助照

顧，家裏亂作一團。

北京潘航、夏春鳳 
遭監視居住

　　北京法輪功學員潘航在

皇城根街上講「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時，於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被不明真相人舉報，被

非法拘留十天。

　　潘航獲釋後，住在北京海

澱區雙榆樹南里二區家中。片

警（甄警察，18601173826）三

次把他叫去，其中一次有居委

會人員參加，再有一撥人穿警

服上家敲門，共有四次讓他簽

字放棄大法修煉。潘航沒有簽

字，並告訴他們自己多年來修

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情況。

　　從今年一月二十四開始，

當局安排人員每天對潘航

二十四小時監視居住和出行，

家門口樓層的電梯廳，二十四

小時有兩人蹲點。

　　從今年二月一日開始，北

京市朝陽區大法弟子夏春鳳被

二十四小時監控。北京市朝陽

區常營派出所警察、麗景園居

委會人員，派兩個人在夏春鳳

的家門口日夜監視、跟蹤。

徐彩華、薄樹達夫婦

遭警綁架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上午，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拱

辰派出所六、七個警察非法闖

入薄樹達、徐彩華家中，搶走

大法師父法像、大法經書、電

腦、打印機、塑封機、切卡機

和相關耗材，並將夫妻二人綁

架。當日晚上薄樹達被送看守

所，徐彩華因體檢未合格於次

日早晨被家人取保、回家。

　　今年中國新年前夕，一月

二十九日晚上七點，拱辰派出

所六個警察（五男一女）又

到家中騷擾、告知夫婦二人被

非法批捕， 並再次將徐彩華帶

走。徐體檢不合格，後半夜兩

點回到家中。

冬奧「維穩」 北京焦淑英遭警入室綁架

吉林13位好人遭誣判 孫鳳仙離世

　　（明慧網通訊員河南報

導）河南南陽市法輪功學員

李文然，二零二零年被中共

冤判一年半，於今年中國新

年前一個星期含冤離世，終

年七十九歲。

　　李文然，一九四三年出

生，是南陽市監獄的退休職

工。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

日下午，李文然在公園講法

輪功真相時，遭南陽市公安

局新華分局警察綁架、非法

抄家。警察抄走法輪功書籍

二百零六本，以及真相幣、

真相日曆、光盤等資料。由

於身體原因，李文然當天被

取保候審。

　　在李文然不知情的情況

下，公安將構陷案件移送到

唐河縣檢察院，二零二零年

五月十三日唐河縣檢察院向

唐河縣法院提出公訴。

　　李文然老人被非法判處

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罰金

三千元。

　　因身體原因，老人沒有

被送往看守所，由社區居委

會和社區警察監視。他們

經常騷擾李文然老人，強制

他參加洗腦班，老人於二零

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迫害

中含冤離世。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

日，南陽市公安局開始大肆

非法抓捕，陸續有一百多

名法輪功學員遭迫害。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趙培

員、王偉等二十七位法輪功

學員被非法判刑，其中趙培

員被非法判十三年，王偉被

非法判九年。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二零二一年，河南省至少

有五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

離世。他們是李現習、郭保

軍、白國顯、岳彩雲、李建

設。九十人被非法判刑，至

少二百三十七人次被綁架。

河南老人李文然含冤離世湖北法輪功學員季大友疑遭謀殺

��海外法輪功學員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陸同修。

��中共以冬奧「維穩」為由騷擾、綁架法輪功學員。圖為油畫作

品《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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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河北大法弟子 

　　二零一零年四月份，我在

外地打工，兒子給我打電話，

說他要去外地，讓我回家照顧

一下兒媳。

　　我回家後，看到兒媳腿上

長出一塊牛皮癬，正在吃藥、

上藥。可是幾天過去了，也不

見好轉，反而越來越嚴重。

　　我對兒媳說：「皮膚病不

好治，牛皮癬就是治好了，多

少年後還犯，你看你以前治好

了，今天不是又犯了嗎？你就

跟我學法輪功吧。」她搖搖頭

說：「害怕。」

　　我說：「你怕啥？」她說：

「怕嚴重了怎麼辦？」我一聽，

知道她緣份還沒到，不能強求。

　　兒子來電話，讓趕緊去醫

院。於是我帶她去當地大醫院

治，不但沒治好，還發展到全

身。沒辦法，兒子回來，又帶

她去瀋陽大醫院皮膚科治療，

可是越治越嚴重。有病亂投

醫，後來又去了外地醫院診

所。廣告上的偏方都用遍了都

不管用，越治越嚴重。無論在

哪買藥，都是剛開始見效，再

吃就不管用了。

　　二零一一年，兒媳的皮膚

癬更加嚴重，全身都長滿了，

不能穿衣服。 後她主動跟我

說：「媽，我不治了，我跟你

煉功。」

　　我說：「那你就學法吧，

但是不要想你的病，要靜下心

來真心誠意地學，因為師父講

了不能抱著治病的心來學大

法，要無求而自得。」

　　對兒媳的選擇，我並不感

到驚訝。我于一九九七開始修

煉法輪大法，家人都知道大法

好。這麼多年，無論是我去北

京證實法，還是平時講真相，

丈夫和孩子都支持我。兒媳單

純善良，對大法師父很敬重，

每次趕集回來買好吃的都是先

敬師父。每年大年初一，幾個

孩子都給師父敬香、拜年。

　　這樣兒媳開始學法了，師

父幫她淨化身體。她整個身體

像老樹皮一樣，開始扒紋、流

水，穿不了衣服就在床上呆

著，高燒 39 度，全身都腫起來

了。我摸了一下兒媳的前胸、

後背都燙手。我鼓勵兒媳：「多

學法，師父在給你消業，一定

要堅定。」

　　兒媳很堅強，堅持學法，

到第三天不那麼熱了。

　　兒子回來見媳婦（指妻

子）這樣，心疼得不得了，一

量體溫還是 38 度，兒子不高

興了。

　　我問兒子：「你為啥生氣，

是你媳婦自己要學法的，難道

你沒有信心？」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問問你媳婦

有沒有信心，如果沒有，你們

趕緊找地方治去，別說我手頭

還有錢，就是沒有錢也得給

治，這是咱家的緣份。」

　　兒子聽我這樣一說，就回

到媳婦房間去了。過一會兒，

我到兒媳房間，坐在她跟前

說：「我兒子對你沒有信心，

說你修煉不了，今天媽問你一

句話，你自己有沒有信心？」

　　兒媳堅定地說：「有，我

自己有信心。」我說：「成！

神佛見人心，就你這堅定的一

念，師父就會管你，信師信法

不能摻水份。」

　　就這純正的一念，大法顯

神威。第四天早上，兒媳婦起

床發現前胸和後背都脫皮了，

見到新長出的肉皮了，也不發

燒了。第五天臀部和大腿都脫

皮了，長出了乾淨的皮膚，全

身都消腫了。

　　學法僅半個月的時間，兒

媳的牛皮癬好了！她整個從頭

到腳脫了層殼！現在的皮膚光

滑細膩，根本看不出以前得過

牛皮癬。我們全家再次見證了

法輪大法的神奇與超常。

　　這件事也轟動了全村，左

鄰右舍和村裏的人都說法輪大

法太神了， 有的人開始學法了。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二零二零年我身處疫情重

災區，親眼看到人們面對瘟疫

的恐懼和無助，這裏分享我的

母親誠信大法，走過疫劫的經

歷，希望對人們有所幫助。

　　我媽今年八十四歲，有八

個兒女。為了撫養我們，媽媽

一生勤苦勞累，三十多歲就一

身病，到了六十多歲時，類風

濕幾乎導致媽媽癱瘓。

　　那時我因身患多種疾病，

學煉了法輪大法，疾病全消。

於是，我經常把大法師父的講

法錄音放給媽媽聽。

　　可是沒多久，中共開始迫

害法輪功，我三次被非法拘留。

巨大的輿論壓力導致媽媽不敢

完全走進大法中來。但她心裏

一直相信法輪大法好，就因為

這一念，她也受益很多。

　　二十年來，媽媽很少生病

吃藥，雖然八十多歲了，頭腦

清醒，思維敏捷，做事乾淨俐

落，大家族中四十多人的生日，

她全記得。四個兒媳婦都誇我

媽非同一般，個個敬重媽，稱

她是個好婆婆。

　　二零一九年十月的一天，

我媽突然全身發冷打顫，並伴

有嘔吐，緊接著全身疼痛出冷

汗，胸悶氣短，弟弟趕緊把她

送進醫院，經過詳細的檢查，

終得出的結論是肺癌晚期，

癌細胞已經轉移了，加上年齡

大，無法診治，只能打點止痛

藥和消炎藥。

　　住院期間， 媽媽水米不

進，氣若游絲。一睡著，就夢

到跟死去的人在一起，並且兩

腳冰冷、僵硬，肚子裏翻江倒

海，欲吐不能，非常難受。

　　我想，媽媽相信大法，我

讓她聽法，師父會保護她的。

於是，我趕緊買個播放機，讓

媽媽聽師父的講法錄音。慢慢

地，她能吃點東西了，疼痛減

輕了，住了十五天，就出院

了。在我家住了一個多月，我

天天陪她煉功學法。大概三個

月， 媽媽就可以做些家務活了。

　　哪知新冠肺炎接踵而來，

本來媽媽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

復，又鬧肺炎，我不禁擔心媽

媽的抵抗力。可是由於疫情的

原因，我們不能回老家看望媽

媽，只有大哥大嫂在老家陪媽

媽。

　　越擔心，越出問題。一天

晚上，哥哥打電話給我說：媽

媽情況很嚴重，又冷又打顫，

手腳發抖，心裏難受，伴有

四十度高燒，體溫還在上升。

懷疑感染了新冠肺炎，如明天

繼續發燒，沒有好轉，就要上

報隔離，年紀大，哪受的了？

　　弟弟聽說後，打電話叫我

幫忙買壽衣，準備後事。因弟

弟是政府官員，一直在抗疫第

一線，目睹好多老人因肺炎無

法救治而去世，所以特別擔心

媽的安危。

　　因有了上次的經歷，我很

鎮定。我叫哥嫂都對著我媽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也

叫媽媽不要怕，求師父救度，

一定沒事的。大約一個多小時

後，媽媽停止了打顫，又過了

兩個小時，媽媽出了一身透汗，

燒也退了。

　　現在媽媽吃飯正常了，身

體有勁了，心裏也舒服了。我

們兄弟姐妹懸著的心也放下了。

祛病健身

大疫中 八旬母親走過生死劫

與病毒擦肩而過

  （大陸來稿）我在銀行工

作，在我縣疫情高峰期間，銀

行派我和一男同事向縣醫院撥

救助款項。

　　男同事比我年輕，而且身

強力壯。在縣醫院辦事期間，

男同事發燒、咳嗽。經檢查，

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在當地醫

院隔離就醫，沒幾天就被病毒

奪走了生命。

　　我與他近距離密切接觸，

按說感染幾率是相當大的。但

是，我居家隔離十四天後，核

酸檢測正常。單位領導和同事

都說我命大。

　　但我心裏清楚，是法輪大

法師父救了我一命。因為我母

親修煉大法二十六年了，我們

全家都相信大法，真相護身符

長年戴著不離身，才使我倖免

於劫難。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安一民眾接受核酸檢測。

兒媳真心修大法 頑固的牛皮癬好了

臉上的黑斑神奇般消失了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在上初中的時候，我額頭

上就長出了幾個黑色的斑點，

那時候因為家裏經濟條件的原

因，沒有去醫院檢查，也沒有

太在意。

　　上大學的時候，臉上的斑

點漸漸多了起來，臉頰兩側也

開始長了。

   那時候，我感到很自卑，

和別人說話的時候，都不敢抬

頭看對方的臉。期間也去了專

門看皮膚病的醫院，吃了很多

藥也沒用。

　　工作後，臉上的黑斑越來

越多，我每天都在為這臉上的

斑點發愁，幾乎把所在城市所

有可能治好斑點的醫院都轉了

個遍。

   我的工資大部份都用來

治這個臉了，熬中藥、打

針，還是沒有起色。

　　我二姑是法輪大法弟

子，她每次回老家，都給

我講大法好以及她的親身

體會。我每次都聽著，心

裏也知道大法好，但是沒

有走進修煉。

　　直到有一天，父親突

然去世。二姐因為過於悲

傷，出現身體不適，去醫

院也檢查不出是甚麼病，

吃藥也沒有用。

　　這時，二姑建議二姐

學大法，並教她煉法輪功

的五套功法。漸漸地，

二姐身體不適的感覺消失

了，而且很多人都說她比

以前漂亮了。

　　二姐勸我也好好學大法，

於是我開始看書、煉功。轉眼

間過了幾年，我修得不精進，

處於帶修不修的狀態。直到疫

情期間，我每天在家靜心學

法，不久神奇的事情在我

身上發生了！

　　首先是臉上長斑點的

地方莫名地發癢，我沒在

意，就覺得是好事。

　　突然有一天，我照鏡

子，發現臉上斑點好像變

淡了。

　　再後來，之前發癢的

那些斑點，神奇般地從臉

上脫落了下來。脫落後的

皮膚非常自然，就像從沒

長過斑點一樣。

　　現在無論是額頭還是

臉頰上的斑點，都幾乎沒

有了。看到我的人都覺得

我變漂亮了，有的甚至都

認不出我了，真像換了一

個人似的，太神奇了！

　　我知道這都是大法帶給我

的改變。

��中國大法弟子繪畫作品：《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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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到位於中

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上

訪，要求當局釋放被天津警察

暴力抓捕的四十五名法輪功學

員，並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

籍。

    在時任國務院總理的關注

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決。

當晚，法輪功學員安靜地散

去，地上一片紙屑都沒有，連

警察扔的煙頭都給撿起來了。

　　這就是四 . 二五事件，被

國際社會稱為「中國上訪史上

規模 大、 理性平和、 圓

滿的上訪。」

　　但是，中共江澤民集團為

了迫害法輪功，把依法上訪

說成是「鬧事」、「圍攻中南

海」，這完全是栽贓陷害。實

際上，法輪功學員非常平和，

既沒有大聲喧嘩，更沒有阻塞

交通。對中南海，他們既沒有

「圍困」，更沒有「攻擊」，他

們只是依法集體到國務院信訪

辦公室上訪，而該辦公室在中

南海附近。

　　四 . 二五事件的導火線是

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 深層

原因則是多年來中共對法輪功

的打壓。

   早在一九九六年，中宣部

禁止出版法輪功書籍。緊接

著，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授意

公安部，多次發出通知在全國

對法輪功進行秘密調查，欲網

羅罪證取締法輪功，各地都發

生了公安強行驅散煉功群眾、

非法抄家、拘禁等嚴重干擾法

輪功學員正常修煉的事件。 

　　四 . 二五上訪是法輪功學

員在中共迫害升級的情況下，

不得已採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

害舉動。

   （大陸來稿）我所在的

單位是個大型企業，效益很

好，是人人都想來的地方。

　　一九九九年七月法輪功

受迫害時，我們單位有四名

職工公開修煉法輪功。其中

一人的叔叔在我市當過市

長，後來又調到省裏工作。

還有一人的公公是某單位的

一把手，正處級。我和另一

名同修 L 則沒有家庭背景。

　　當時的總經理 A 明知

我們都是好人，為了迎合上

面的旨意，把我和 L 的名

字報上去了，致使我們受到

騷擾。還有一名在我們單位

經商的業主，因為不放棄

修煉法輪功，被非法關押在

區政府。A 總經理去區政府

辦事，看到了這個業主被冤

枉，不但沒有半點同情心，

回來後還嘲笑修煉真、善、

忍的法輪功學員。

　　二零零零年，A 被調走， 

B 調到我單位任總經理。

   後來 A 靠關係調到一個

效益非常好的企業。他把單

位的大量資金和國家撥來的

建設款項，用來賄賂上級，

供領導出國旅遊，還有一些

經濟上的問題。在不長的時

間裏，好端端的一個企業，

被他搞得開不出工資來，職

工怨聲載道。

　　有一次，他和下屬單位

的幾個人開車去外地辦事。

回來的路上，車翻了，A 傷

得很重，車裏的人都摔傷住

院。由於貪污腐敗，揮霍公

款，單位長期開不出工資，

職工集體上告，情況查實

後，A 總經理被免職。他在

家呆了一段時間後，又靠關

係，調到某局當局長兼下屬

一個公司的經理。

　　二零一九年，A 再次被

實名舉報，被判刑一年，身

敗名裂。刑滿回家後，即將

退休的他想辦退休手續，卻

沒有了歸屬。

　　再說說 B 總經理，也

曾被單位的大部份職工逐級

上告，告到國家 高機關。

這些職工還在公開場合多次

舉行抗議活動，導致警察多

次出動，在當地搞得沸沸揚

揚。但矛盾解決後，B 總經

理的官職並沒有受到影響，

還當他的總經理。

　　B 總經理知道我修煉法

輪功，從來不刁難我。公安

便衣經常到單位監視我，有

的還找到 B 總經理調查我。

B 在自己職權範圍內，盡力

保護我，替我擋著，也從來

不跟我說公安給他找麻煩的

事。在我快退休時，B 總經

理對我說：有啥事找我。

　　B 總經理保護法輪功學

員，給自己和子孫積下福

份。他本人在危難面前，也

化險為夷，人生路上一帆風

順。

　　十年前的一個週末，B

總經理開車拉著幾個朋友出

去遊玩，回來的路上，車從

橋上翻到橋下。發生這麼大

的車禍，可 B 總經理和幾個

朋友都安然無恙。近幾年，

B 總經理又和幾個朋友合夥

開辦了一個公司。

　　兩個總經理遭遇相似，

為什麼結局完全不同？這是

因為在正邪和善惡較量面

前，他們的選擇不同。

    法輪大法是佛法，教人

重德修心，回歸善良。善待

大法的人，天賜洪福；迫害

大法的人，會給自己和子孫

招來禍殃。

善惡因果

��文 : 青山 （黑龍江）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的一

天，我十六歲的兒子被派出所

警察抓走了，說他要進京，擾

亂社會治安。我、妻子、兒子

一家三口都修煉法輪功，做好

人。我明白，警察抓我兒子，

是想勒索錢財，不交錢，就把

我兒子送走。

　　恰巧家裏有份傳單，是我

妻子在麵食店打工時撿到的，

寫的是遼寧馬三家子勞教所把

多名法輪功女學員的衣服扒光

後，強行關進男監牢的事。這

是中共喪盡天良的鐵證。我拿

著這份傳單，就去了派出所所

長家。

　　開門的是所長的妻子，她

見我是陌生人，便站在門口問

我：「你是幹甚麼的？你來有

甚麼事嗎？」

　　我說：「你家所長剛上任，

想搞出點成績，好快點提升，

就把我孩子抓走了，說他要進

京，擾亂社會治安。我孩子才

十六歲啊，正讀中學呢！他進

甚麼京呢？我們修煉法輪功

的，都按真、善、忍做好人，

為別人著想，不做任何壞事，

這也成了罪過嗎？我給你一份

傳單，你看看，看明白了，你

就得救了！」

　　她伸手接過傳單，我繼續

說道：「這傳單是大法弟子用

省吃儉用的錢做出來的，你看

完後，再還給我啊！我們修大

法的，不說一句假話，這上說

的都是事實。不信，你去遼寧

調查調查，我給你拿路費。」

　　第二天早上，我就給她送

去兩千元錢，用透明塑料袋裝

著，都是一元、五元、十元

的。我叫門，所長妻子出來

了，我見她兩眼紅腫，象是剛

哭過的樣子。

　　我把錢遞給她說：「今年

我賣大蔥賣了三千元，我給你

拿來兩千當路費，你去遼寧調

查調查吧！看是不是真的？」

　　 所長妻子雙手推脫，說：

「我們不收，我們不能收！我

相信這材料寫的是真的。」

　　我回家後沒多久，所長就

給我打來電話，要我去趟派出

所。

   我聽他的語氣很硬，態度

很不好，就說：「我沒做任何

壞事，我不去。」所長馬上把

音量壓下來，溫和地說：「你

來一趟，沒有別的，就想問你

點事兒。」

　　去不去呢？我正猶豫的時

候，腦海中突然想起師父在講

法中說過，世上的人都曾經是

師父的親人。那我應該去救他

啊。

　　於是，我帶著我二哥去了

派出所，讓他做個見證，別讓

他們編個罪名，把我抓起來，

再騙我家裏人。

　　到了派出所，所長讓我倆

坐下，問我：「你那傳單哪來

的？」

　　「撿來的。」我說。

　　所長又問：「你到我家都

說了些甚麼，把我媳婦（妻

子）給說哭了？」

　　我說：「你媳婦真是個好

人，多善良啊！你的孩子也那

麼優秀，可別因為你作惡，害

了她們啊！你看看，當年文化

大革命時，那紅衛兵、造反派

胡作非為，平反後，哪個沒受

處分？你媳婦是擔心你啊！你

是家裏的頂樑柱，你要有個好

歹，她娘倆咋辦？她能不哭

嗎？」

　　我看所長低下了頭，默默

地聽著。我接著說：「我真的

是為你們著想啊！我讓你們看

傳單的目的，就是讓你們知道

它（中共）都幹了些甚麼，哪

有一點兒人性！將來不會有好

下場的，老天都在看著呢！你

好好想想吧，可別再跟著它跑

了！」說完，我起身就走了。

　　我是星期五去的他家，接

下來的星期一，我兒子就被放

回來了。從那以後，所長見到

我就樂呵呵的，還叮囑我：「你

可要注意安全啊！」

　　後來，他調離了工作崗位， 

不再管迫害法輪功的事了。

一份傳單救了派出所長一家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近，我地（河北某市）

有一名從天津返鄉過年的人

（下稱 M 先生），經核酸檢測

確診為陽性、無症狀感染者。

一時間本地進入緊急狀態。

　　凌晨一點多，給相關領導

發送指令；凌晨三點多，相關

行政人員被上級召集；凌晨四

點多，醫護人員匆忙集結，從

周邊趕來的救護車、運送志願

者的大巴車集結待命。

　　縣城內店鋪關閉，街道冷

清，村莊封堵，甚至要求村民

「人不出村，足不出戶」。全

縣篩查密接者、 全員核酸檢測。

　　感染者 M 先生的一位朋友

修煉法輪功，朋友通過信息提

示 M：別忘了「老師」（法輪

功師父）的話。M 表示，他想

起來了。

　　隔天，專家再檢測，M 的

核酸檢測結果已轉成陰性。所

有得到消息的人都長長地出了

一口氣。

　　M 以前接觸過大法，曾經

拜讀過大法書。一九九九年中

共迫害法輪功後，M 迫於壓

力，不敢煉了，但一直相信大

法好，還珍藏著大法書籍。他

回短信告訴朋友：等回家後，

會把「書」（法輪功書籍）找

出來看。

　　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九字真言，退出中共黨

團隊組織，是關鍵時刻救命的

法寶！希望每個善良的生命都

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平安度過

劫難。

核酸檢測陽性轉陰性的秘密 兩任總經理的不同結局

��繪畫作品：《播撒希望》。作者：如初。畫中的小女孩是散

發真相傳單的大法小弟子。

四 . 二五萬人和平上訪真相
��一九九九

年 四 月

二十五日，

萬名法輪功

學員到北京

信訪辦和平

上訪歷史圖

片。

��新冠病毒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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