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德國法輪功學員   
　　

　　 在 科 隆（Köln）、 杜 賽

爾多夫（Düsseldorf）和埃森

（Essen）這三座德國北威州的

大城市，幾乎每個週末都有法

輪功學員舉辦的信息日活動。

　　越來越多的民眾知道了中

共的邪惡本質和法輪大法的美

好。人們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輪

功的真相後，紛紛為制止中共

邪惡而簽名。有的民眾表示：

「問題的根源是中共」，「人們

應該清醒過來了」。

「感謝你們站在這裏」

　　一位來自意大利的中年女

士在科隆向學員了解中共對法

輪功的迫害，她聽著聽著眼睛

就紅了起來。

　　當學員講完後，她哽咽地

說：「（中共）怎麼可以這麼殘

忍？！」並立刻為反迫害簽了

名。在疫情期間，大多數人都

小心翼翼注意保持社交距離，

以保護自己，這位女士卻在簽

完名後緊緊擁抱了給她講真相

的法輪功學員，並激動地說：

「感謝你們站在這裏！」

　　過了一會兒，這位女士又

來到真相點，她說：「我要把

這件事（中共對法輪功的迫

害）告訴我的親朋好友，我還

想給我在意大利的姐妹寄去幾

份傳單。」於是，學員們給了

她幾份意大利語的傳單。道別

時，她不斷向學員表示感謝。

　　當學員們演示第五套功法

時，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德國女

士和她上小學的女兒徑直向真

相點走來。女士說：「我感受

到很強的能量，但是我發現這

個能量不是來自科隆大教堂，

而是你們這裏發出的。」

　　這位女士非常詳細地向學

員了解法輪功，而她的女兒則

直接走到正在煉功的學員身

邊，學著他們的樣子打起坐來。

「人們該清醒過來了」

　　杜賽爾多夫和周邊地區的

學員每週六都在市中心舉辦信

息日活動。

　　有一次，一位護士帶著她

七十歲的母親和女兒一來到真

相點，就告訴學員，她們多次

在市中心看到過真相橫幅，已

經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這位護士告訴學員，自己尤其

在經歷了中共病毒的影響後認

識到「問題的根源是中共」。

　　祖孫三人為聲援反迫害簽

了名，這位護士說：「我要在

我的國家發出我的聲音，希望

德國議會能看到民意」。

　　然後她們還了解到法輪大

法弘傳世界，全世界的法輪功

學員都在講真相後，這位護士

激動地表示：「這就像一塊一

塊的石頭壘起來蓋房子一樣，

你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後她說：「我們（為反

迫害簽名的人）應該越來越

多，團結在一起。人們應該清

醒過來了。」

中國留學生選擇三退

　　在科隆，杜賽爾多夫和埃

森的真相點上，一直不斷有中

國人表示要退出中共的黨、

團、隊。

　　在三月五日週六的信息日

上，三位到埃森不久的中國留

學生好奇地來到真相點。她們

表示還沒有聽說過三退。

　　一位法輪功學員告訴她們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和竊取政

權後對中國人的殺戮，並勸她

們：「好人不要承擔中共做的

壞事，從中共的黨、團、隊退

出來才能得到神佛的保祐。」

知道這些後，這三位留學生都

退了團。

海外之窗

	�文 : 羅馬尼亞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二月二十五

日至二十七日，羅馬尼亞法

輪功學員來到克盧日市（Cluj 

City）中央公園和馬拉斯蒂廣

場（Marasti Square），向民眾

介紹法輪功，並揭露中共政權

對法輪功近二十三年的殘酷迫

害，同時徵簽，呼籲國際社會

制止迫害。 

民眾簽名支持反迫害

　　克盧日市的民眾非常樂意

接受真相資料，主動來了解中

國發生的迫害。那些第一次聽

說法輪大法的人們，對在中國

發生的迫害感到震驚。有些人

深信中共（CCP）甚麼事都

能幹出來，他們還沒有忘記羅

馬尼亞的共產黨曾經對人民所

犯下的罪行。也有一些民眾表

示知道法輪大法，他們很高興

收到蓮花和真相資料，並在要

求中共停止迫害的請願信上簽

名。

　　一位女士接過真相資料後

表示，她讀過《轉法輪》，她要

去公園參加集體煉功。

　　另一位女士看到法輪功的

真相橫幅說：「真、善、忍，

太美了！」還有兩位女士了解

了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後詢

問，她們可以做些甚麼來幫助

制止迫害。

　在馬拉斯蒂廣場，艾米利亞

（Emilia）了解了中共對法輪功

的迫害後，在要求中共停止迫

害的請願信上簽了名。她說：

「對於發生的事，我感到悲哀，

人類怎麼變成這麼壞了？」

「找到一個了解我的人」

　　一位六十歲左右的男士走

近展台，當他聽了法輪功學員

講述的真相，了解到自中共建

政以來，系統地摧毀了中國

五千年燦爛的文明時，他表示

了解共產主義的罪惡，並講述

了羅馬尼亞在共產黨統治下的

悲慘遭遇。他說現在世界大變

樣，人們追名逐利、豪車、名

品，但他們吝嗇、內心空虛。

這個世界看起來好像是進步

了，但我們已經失去了人性。

　　學員說，在某種程度上科

技在開始利用人類，我們正在

迷失方向。接著，學員和他深

入探討了做人的目的。他問：

「為甚麼這個世界是壞的，自

私的？如何在這個混亂的世

界中弄清楚甚麼是好甚麼是

壞？」法輪功學員打開真相傳

單，給他看「真、善、忍」的

原則，告訴他這是判斷紛亂是

非的標準。

　　聽到這裏，這位男士已經

完全敞開心扉，和法輪功學員

繼續聊了一會兒，然後學員遞

上一朵小蓮花，提醒他記住剛

剛講述的法輪功的「真、善、

忍」原則，他告訴學員：「感謝

你，我這輩子一直在尋找一個

真正了解我的人。今天終於找

到了一個了解我的人。」他心

情非常愉快地離開了。

年輕人從誤解到明白

　　有七、八位年輕人也在駐

足觀看，其中一人受中共謊言

的影響，說了一些不好的話。

一位學員有禮貌地答道：「你

說的不是真實的，法輪大法

不是 X 教，而是佛家修煉功

法。」學員接著給了他們每人

一張傳單，告訴他們在 www.

falundafa.org 網站上可以找到

他們母語的法輪大法信息。不

要被中共的宣傳所迷惑。

　　學員還告訴這些年輕人，

我們是一群為了更好地獲得身

心健康而煉功的人，按照「真

善忍」的原則努力成為更好的

人。全世界的法輪功學員都是

免費義務教功。

　　這些年輕人聽後，告訴法

輪功學員，他們是來自愛沙尼

亞、保加利亞等國的學生，他

們正在羅馬尼亞旅遊。學員繼

續告訴他們，法輪大法的原則

是真、善、忍；然而，中共自

一九九九年以來，迫害法輪功

學員、將他們送進監獄、勞教

所，甚至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

官。

　　他們隨後都跟著學員來到

真相展台前，接過更多的真相

資料，臨走的時候，每人也帶

走了一朵蓮花。 

了解真相 羅馬尼亞民眾簽名反迫害

德國北威州民眾：感謝你們站在這裏

	�民眾在杜塞爾多夫真相點前了解真相，並簽名聲援反迫害。

	�二月二十七日，克盧日市中央公園，羅馬尼亞民眾在反對活摘器官的請願書簽字。

	�文 : 愛爾蘭法輪功學員  

　　經歷兩年疫情後，二零

二二年愛爾蘭「聖帕特里克

節」（St Patrick's Day） 大

遊行於三月十七日在高威古

城隆重登場。每年的三月

十七日是聖帕特里克日，也

是愛爾蘭的國慶節。

　　愛爾蘭文化古城「高

威」（Galway）獲選為二零

二零年「歐洲文化之都」。

當天，大約有三萬多人參加

了高威大遊行，這也是該市

有史以來規模 大的國慶節

遊行奇觀。

　　愛爾蘭法輪大法學員受

邀參加盛會，為觀眾帶來法

輪功功法演示、法輪功小弟

子方陣和唐鼓隊的表演。法

輪功方陣所到之處受到熱烈

歡迎，掌聲此起彼伏，有民

眾跟著學做功法動作。

　　經過主席台時，主持人

特別介紹說：「法輪大法是中

國傳統修煉功法，以真、善、

忍為準則，自一九九二年傳

出，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

地區有一億多人修煉。法輪

大法好！」

　　高威市長科萊特﹒康諾

利（Colette Connolly）非常

支持法輪功反迫害，遊行結

束後，她和法輪功學員合影

表示支持，並在和法輪功學

員會面時表示：「（對暴行）

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早在二零一八年，康諾

利推動高威市議會通過議

案，呼籲愛爾蘭政府儘快批

准歐委會《禁止販運人體器

官 公 約》（The Convention 

a g a i n s t  T r a f f i c k i n g  i n 

Human Organs），將非法器

官移植定為犯罪。同時呼籲

愛爾蘭政府要求中共立即停

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以

及強制活體摘取器官的罪行。 

愛爾蘭國慶遊行 
法輪功受歡迎

	�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七日，愛爾蘭法輪大法學員受邀參加「聖

帕特里克節」（St Patrick's Day）大遊行，隊伍所到之處受到

熱烈歡迎，掌聲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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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內蒙古報

導）內蒙古赤峰市松山區法

輪功學員郭振芳，去年六月

九日在赤峰市松山區看守所

被迫害致死，鼻孔有血跡，

後背腰部以下呈紫紅色。今

年三月十五日，郭振芳的遺

體被火化。郭振芳的妻子馮

玉華起訴了松山區公安局。

　　因郭振芳屬於非正常死

亡，馮玉華聘請兩名法醫做

了屍檢。松山區公安局也做

了屍檢，而且搶先公布郭振

芳死於心梗，而非迫害致死。

馮玉華聘請的兩名法醫，不

敢主持正義，也說郭振芳死

於突發心梗。

　　但是，法醫對郭振芳「鼻

孔有血跡，後背腰部以下呈

紫紅色，一條腿的膝蓋內側

有傷口」，無法提供合理的解

釋。看守所也拒絕提供監控

錄像。

　　郭振芳，六十七歲，赤

峰市松山區穆家營鎮鴨子河

村六隊人。郭振芳與妻子馮

玉華都修煉法輪大法，老倆

口以真、善、忍為原則提升

道德，同時煉功祛病健身。

　　松山區警察一直暗裡監

視、跟蹤郭振芳。二零二零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夫

妻倆從兒子家回來的路上遭

警察綁架。

　　當日下午，警察非法抄

家，掠走許多私人修煉物品。

郭振芳和馮玉華被非法關押

在松山區看守所，後被構陷

到松山區檢察院。

　　去年六月八日，赤峰市

松山區法院對郭振芳和馮玉

華夫婦第二次非法開庭時，

郭振芳身體、精神狀態都很

好，自己從車上跳下來走到

庭審現場。可是第二天晚上，

郭振芳在赤峰市松山區看守

所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電

話趕到醫院，醫生說郭振芳

被送到醫院時已無生命體征。

　　家人發現郭振芳鼻孔有

血跡，後背腰部以下呈紫紅

色，一條腿的膝蓋內側有傷

口。那裡有幾十個便衣控制

現場，不讓家人繼續接近屍

體。之後，松山區法院非法

判馮玉華一年六個月，監外

執行。

　　（明慧網通訊員內蒙古報

導）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

法輪功學員季雲芝，今年三月

二十一日被當地看守所迫害致

死，終年六十六歲。　　

　　季雲芝生前在看守所遭獄

警和犯人毒打，被折磨致奄奄

一息，她曾跟監室的人說：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迫害死

的。」季雲芝死後，巴林左旗

公安局動用大量警力，看守遺

體。而且，不許家屬對遺體進

行查看、拍照。

修煉法輪功 疾病痊愈

　　季雲芝家住赤峰市巴林左

旗林東鎮，以前患有嚴重的結

腸炎、膽囊炎、咽喉炎、腎

炎、膀胱炎、腰椎間盤突出、

眩暈症等多種疾病，醫院已束

手無策。

　　季雲芝有幸於一九九六年

修煉法輪大法，不到三個月的

時間，她所有的疾病不翼而

飛。季雲芝按照大法真、善、

忍的標準做人，修心向善，同

事和鄰居都說她是好人。

　　自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

江澤民團伙瘋狂迫害法輪功

後，季雲芝兩次被非法勞教。

在勞教所，獄警用高壓電棍長

時間電擊她，致使她出現心臟

病症狀，一著急，心臟就抽

搐。她還多次被騷擾，去年九

月九日再次被非法抄家。

遭警折磨致死經過

　　二零二二年大年初一，巴

林左旗公安局國保大隊長徐劍

峰、副隊長韓東棟等九個警察

闖入季雲芝家中，將她強制拉

到醫院體檢。當時季雲芝出現

了抽搐的狀況，已不能站立和

說話，而且不停地嘔吐。警察

還說她是裝的，把她長時間放

在冰涼的瓷地板上。

　　季雲芝在看守所絕食反迫

害，遭到看守所所長高永剛、

法醫田志軍、警察和在押犯人

的打罵、凌辱和酷刑折磨。所

長高永剛指使法醫田志軍給季

雲芝插鼻飼灌食，田志軍還多

次打季雲芝嘴巴子。

　　獄警指使孫麗穎、張宇欣

等犯人迫害季雲芝，多次把她

拖出去毆打。將季雲芝折磨得

奄奄一息後，又把她轉到 501

監室繼續迫害。那裡的牢頭宋

長影更是心狠手辣，繼續指使

其他犯人折磨季雲芝。

　　 後看守所所長高永剛、

法醫田志軍和其他警察看季雲

芝實在不行了，才把她送進左

旗醫院，搶救了好幾天。

　　今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巴

林左旗公安局通知季雲芝的老

伴去醫院看季雲芝，老伴要求

把季雲芝接回去，獄警以領導

沒批為由，拒絕釋放季雲芝。

　　結果，第二天，季雲芝就

含冤離世。

警察把守遺體

　　家人要求進病房見季雲芝

後一面，公安不讓。家人在

門外看見季雲芝的食管已被切

開，臉上和肩膀處都有血跡。

　　醫院走廊裡站滿了警察，

接著警察把季雲芝的家人都攆

出那個樓層，把電梯關了，不

讓人用那個電梯。

　　然後，警察偷偷把季雲芝

遺體拉到火化場，停放到法醫

室。季雲芝的家人又跟到火化

場，那裡已經布置了四、五十

名警察。季雲芝的遺體由警察

把守。季雲芝住家周圍也被特

警、公安、便衣監視。

　　季雲芝從今年二月一日被

綁架，直到三月二十一日離

世，四十八天，她每天都在被

摧殘折磨。

　　對於季雲芝的死，巴林左

旗公安局國保大隊、看守所及

其相關人員罪責難逃。

　　湛湛青天不可欺，善惡有

報終有時！

　　中共警察們選擇在傳統的

大年初一，綁架一個六十多歲

的善良婦女，並迫害致死，他

們迫害好人的惡行，必將招致

天譴報應。

內蒙古季雲芝被迫害致死

深圳林樂宏、馬彥平被枉判三年多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深圳市法輪功學員林

樂宏、馬彥平，在龍崗區看

守所被非法關押一年多後，

去年十二月底，林樂宏被鹽

田區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六個

月，馬彥平被非法判刑三年

三個月，兩人都被勒索罰金

五千元。

　　林樂宏，一九七六年四

月出生，大學本科畢業，家

住深圳市南山區。馬彥平，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出生，大

專畢業，河南通許縣人。兩

人都在深圳龍崗區布吉鎮大

芬油畫村租房住。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二日

晚上，林樂宏、馬彥平在大

芬油畫村租住房內，被龍崗

區公安分局國保警察及布吉

派出所警察綁架、非法抄家，

之後兩人一直被非法關押在

龍崗區看守所。

　　十月十五日，警察再次

對兩人的租住房進行了非法

查抄，將法輪功書籍、資料、

電腦、打印機、塑封機、切

邊機、硬盤、U 盤等個人物

品全部劫走。十一月十八日，

林樂宏、馬彥平被龍崗區檢

察院非法批捕。

　　非法關押期間，林樂宏

多次絕食反迫害，遭看守所

強制灌食，健康受到嚴重傷

害。二零二一年四月，林樂

宏遭強制灌食後，被送到醫

院「搶救」。從此，林樂宏

吃什麼吐什麼，回到看守所

後，身體一直不好。血壓高

至 160/180mmHg（低 血 壓

高）。她每週需要吸氧一次，

只能吃流食，出現心口痛，

左手麻木。

　　去年八月十八日上午，

林樂宏、馬彥平被鹽田區法

院非法庭審。有律師出庭做

無罪辯護。

　　為了抵制持續的迫害，

從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始，林

樂宏又開始絕食，被連續強

制灌食二十多天。體重只剩

四十六公斤，舌根發硬，吞

嚥困難，胸口時常發悶，血

糖 極 低（不 到 3mmol/L），

手腳冰涼，特別怕冷，26︒ C

的氣溫下還要穿大棉襖。林

樂宏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害。

	�2021 年 7
月 16 日，法

輪功反迫害

22 年之際，

逾千名法輪

功學員在華

盛 頓 DC 遊

行，他們手

捧被迫害致

死的大陸同

修的遺照，

要求中共立

即停止迫害

法輪功。

廣州葉小冰冤案 
律師細講公檢法如何違法

（明慧網通訊員廣州報導）

廣州市天河區法輪功學員葉小

冰，因向民眾講真相，今年三

月二十三日被海珠區法院非法

判刑兩年，勒索罰金三千元。

葉小冰當庭表示要上訴。

　　葉小冰畢業於廣東湛江廣

播電視大學，在廣州從事運營

方面的工作。她以前身體不大

好，患有傳染病；二零一二年

修煉法輪功後，身體漸漸康復。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上午，廣州天河區警察袁斌、

劉俊澤等人，闖入葉小冰住處

非法搜查。然後，警察以房間

有法輪功書籍和資料為藉口，

將葉小冰綁架，並搶走她的法

輪功書籍、打印機和電腦。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海珠區法院非法庭審葉小冰。

兩位辯護律師主要從適用法律

錯誤和程序違法兩個方面，為

葉小冰做了無罪辯護。

　　律師指出：公訴人始終沒

有提供任何證據或法律依據，

證明法輪功是 × 教（註：中

共是真正的邪教）；法輪功倡導

真、善、忍，提倡修身養性，

做好事做好人，政府沒有權力

超越《立法法》對其進行打擊、

消滅；公安部和國務院辦公廳

認定的十四種邪教組織中，沒

有法輪功。

　　中國現行《刑訴法》51 條

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

的舉證責任由檢察院承擔。而

公訴人始終沒有提供任何事實

和法律依據，證明葉小冰破壞

了哪部、哪條法律的實施，造

成了什麼樣的社會後果。沒有

具體的犯罪客體，沒有犯罪侵

犯的對象，這是哪來的犯罪？

　　律師還指出：本案程序上

存在諸多違法之處。

　　首先，立案程序違法。

起訴書顯示抓捕時間為四月

二十四日上午十點，證人證

言，二十四日上午十點三十分

將人帶走。而接報時間是四月

二十四日晚上十點三十三分，

屬於先抓人後立案，有迫害和

欲加之罪的嫌疑。

　　其次，偵查程序違法。偵

查人員入室抄家、綁架，沒有

出示工作證，沒有宣讀搜查

證，扣押物品沒有當場核實、

清點、封存；搜查筆錄、扣

押決定書、扣押清單為打印版

本，顯示為現場製作，但偵查

人員並沒有攜帶電腦和打印機

入室，涉嫌偽造法律文書；公

訴人沒有在法庭出示任何所謂

證據原件，無法質證等等。

　　律師 後指出：本案以及

針對所有法輪功修煉者的指控

案件，都是假借法律的名義，

行政治迫害之實。在經受了

二十二年的迫害打壓之後，世

界各地的法輪功修煉人如雨後

春筍般湧現。善的，一定會得

到弘揚；惡的，一定會遭到唾

棄。我們每一個人都面臨著決

定未來人生的選擇。今天的選

擇會鑄就未來人生的價值。

內蒙古郭振芳被迫害致死 
家屬控告公安局

法律知識

	�廣州市法輪功學員葉小冰最

近被冤判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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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 : 湖北大法弟子

　　二零二零年一月，中共病

毒（新冠病毒）在武漢爆發。

作為武漢人，我親眼見證了這

場災禍的慘烈，而我的兩位親

屬在染上病毒之後，幸運地得

到了大法的救度！他們的康復

經歷，對仍被疫情困擾的人們

或許有幫助。

　　當時快要過年了，武漢的

市民都在忙著置辦年貨和走親

訪友，大街小巷、商場超市都

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人們沉浸

在節日的歡樂中，卻不知一場

滅頂之災正在悄悄降臨！

　　我的舅舅去鬧市區購物和

探訪親友，回家之後感覺身體

不適，就到醫院去檢查，確

診感染了中共病毒（新冠病

毒）。但那時醫院裡早已擠滿

了感染病毒的人，院方只得讓

我舅舅回家自行隔離。無奈之

下，舅舅只能住在家裏的陽臺

上。但很快，舅媽就被傳染

上，且發展成重症。

　　幾年前，我曾經給舅舅、

舅媽講過法輪大法真相，舅

舅當時就接受，還看過《轉法

輪》，舅媽則很排斥。舅舅雖

然沒有走入修煉，但他一直對

大法有正面認識，舅舅染疫後

一直都是輕症。而舅媽染疫後

很快發展成重症。

　　舅媽的狀況很不好，舅舅

帶著她到處去看病。可那時公

交車和地鐵都已停運，老倆口

就乘坐出租車，一個醫院一個

醫院地跑，結果是所有的醫院

都人滿為患，根本連掛個號都

沒希望。老倆口只得回到家

中，舅媽就臥床不起了，高

燒、呼吸困難、不能進食……

　　舅舅急得不停地撥打市長

熱線、110、120 等電話求助，

依然沒有結果，直到在床上躺

了八天之後，才有一家郊區的

小醫院接收了舅媽。

　　此時的舅媽身體已經極度

虛弱。拍片顯示她的肺部大部

分變白，因為過度緊張和害

怕，她又患上了抑鬱症，幾天

幾夜不能睡覺，真是雪上加

霜！醫院幾次下了病危通知

單，並且一再讓舅舅做好心理

準備，說舅媽可能挺不過去。

　　當我知道這些情況的時

候，舅媽已經住院半個多月

了，舅舅已住進方艙醫院。我

打電話安慰舅舅不要擔心，又

給舅媽打了電話。

　　電話接通後，傳來了舅媽

微弱的聲音，我讓舅媽少說

話，保存體力，聽我講。接

著，我給她講了大法真相和自

己親身受益的體會，並且用科

學上同頻共振的原理，講解了

為什麼誠念九字真言——「 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會有祛

病健身的奇效，並且讓她馬上

做三退。我真誠地對舅媽說：

「人的生命和健康是 重要

的，您就按照我說的，試一試

吧！」這一次，她接受了真相，

答應一定誠念大法九字真言。

　　此後，我每隔一個星期就

給舅媽打一次電話，了解她的

情況。第一次電話中，舅媽告

訴我，本來醫院要把她轉到方

艙，突然又改變決定，把她轉

到了武漢 好的大醫院。那裡

的環境和醫院條件都好很多。

　　我告訴舅媽：「你轉運了，

這是大法師父在管你。」舅媽

的身體一次比一次好，先是退

了燒，接著可以進食了，後來

又拔掉了輸氧管，還能圍著病

床走幾圈了。

　　一個月後舅媽康復出院！

　　回家後，舅媽在電話裡告

訴我：原來我給她講真相，她

不但不接受，還很反感，而這

一次她真心接受了，沒想到就

過了這一大難！我對舅媽說：

「這不怪你，是我沒有修好自

己，沒讓你在我身上看到大法

的美好。但你能在緊要關頭選

擇相信大法，說明你和大法是

有緣的。」我一再囑咐舅媽，

平時有時間還是要多念「法輪

大法好」這句真言，舅媽高興

地接受了！

誠念大法真言 武漢舅媽死裡逃生

	�文 : 山東大法弟子

　　去年，我的一個表侄女婿

突然感到身體不適，到縣醫院

一查，醫生說是一種難治的怪

病，得了這種病，基本上就等

死了。在醫生建議下，侄女婿

轉到市級醫院，診斷結果和縣

醫院的一樣。市醫院裡已有三

個這樣的病號，這四個病號，

每天打一樣的針，吃一樣的藥。

　　幾個月後，其他三人相繼

去世。奇怪的是，侄女婿的身

體卻一天比一天強， 後出院

回家了！醫生、護士都覺得奇

怪，治療方案沒變，這樣的病

怎麼能好了呢？

　　一天，侄女婿突然說：「我

知道我是怎麼好的了，是大法

師父保護了我。」他拿出錢夾

裡的大法護身符給妻子看，侄

女也恍然大悟，原來護身符上

寫的「誠念法輪大法好，危難

來時命能保」是真的呀。

　　每年八月十五和過年，我

的這個表侄女都來看我和老

伴。每次我都會跟她講法輪大

法真相，她很認同大法真、

善、忍原則。表侄女在計生部

門工作，明白真相後，每當下

鄉抓超生的孕婦時，她都感到

有種罪惡感，也很無奈，後來

只要上邊安排幹這事時，她都

找藉口不去。

　　十幾年前，我送她大法護

身符，她很高興地接受了，還

給她丈夫也要一個。回家後，

侄女對丈夫說：「我姑說，只

要從心裏相信大法好，師父就

會保護你，你經常出差，戴上

這個護身符吧。」

　　侄女婿說，有師父保護多

好！十幾年來，他身上總是帶

著大法護身符。

　　這次闖過生死關後，表侄

女和她丈夫更加相信大法，無

比感激大法師父。

　　今年年前，表侄女拿著大

包小包的東西來我家，說：「姑

啊，我得好好謝謝你呀，是你

給我的護身符保護了我丈夫，

是師父救了他，要不他可能已

經不在人世了。」她又給其他

家人請了大法護身符。

病房三個人去世 只有他好了

	�今年三月初以來，中國爆發新一輪新冠疫情，蔓延到二十多個省市。圖為大陸民眾做核酸檢測。

堂姐斷指再生
　　（大陸來稿）堂姐在上班

時，不慎左手食指被鍘刀從中

間部分齊刷刷的鍘掉了。送到

醫院時，醫生說沒有把握接活

這個手指頭，不能救了。

　　這時有個人告訴堂姐：在

心裏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並求大法師父救她，

如果她相信，奇蹟就會發生

的。堂姐毫不猶豫地說：「我

信。」

　　就這「我信」兩個字，讓

堂姐的斷指再生，連醫生都說

她運氣太好了，斷指居然接活

成功了。

　　那時正是「自焚偽案」發

生後不久，邪惡迫害大法弟子

很厲害，她還不敢跟醫生說，

她是相信法輪大法好得到的福

報。

　　但從那以後，堂姐非常相

信大法好，堅持看《轉法輪》並

煉法輪功五套功法，還跟她認

識的人講大法好。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三月初以來，新冠病

毒奧密克戎毒株在中國大陸

二十多個省市蔓延，其中上

海、廣東、吉林、河北、山

東等成為疫情「重災區」。

官方公布的疫情統計數字，

被外界質疑是造假。而一刀

切的「清零」防疫措施，使很

多人陷入困境，甚至造成人

命慘劇。

疫情通報謊話連篇

　　因疫情失控，廣東省公

安廳副廳長黃守應、深圳市

公安局副局長黃文雅等多名

公安高官被免職。

　　地方官員害怕承擔責任

被解職，不敢說出疫情真相，

只能編造數據。

　　例如，山東青島市，每

天都有很多小區和村莊被

封，不順從者或者有不同意

見者，就被抓。官方說，沒

有出現新的疫情，卻封門、

封區、封村，強制核酸檢查

一遍又一遍。

　　民眾都知道，官方的疫

情通報簡直是謊話連篇，

但自從青島市三月十二日

下發通知，並且抓了幾個人

後，幾乎沒有人公開談疫情

實情，只能私底下罵，幾乎

每個人都能說出身邊發生的

未上報的疫情確診者。　　 

　　其它省市的情況都差不

多。比如，吉林省延吉市，

從三月十二日起全市停工，

截至三月二十五日，全市現

已做過六次核酸檢測。所有

小區實施封閉管理，公交車、

出租車全部停運。但官方稱，

確診人數隻有 117 人。稍有

頭腦的人就會問：如果只有

一百多人確診，為什麼要這

麼興師動眾？

　　有人總結，中共所謂「清

零」，實質上是依靠政法系

統實施的「政治清零」和「暴

力清零」；中共宣傳的「可防

可控」對像不是病毒，而是

人。

急診部關閉　 
上海護士去世

　　上海東方醫院一名女護

士，三月二十三日在家中哮

喘發作，用藥後無法緩解。

當晚七時許，家屬開車送她

到醫院急診部就醫。但急診

部因防疫暫時關閉，以進

行環境采樣和消毒。這名護

士被家屬送到另一間醫院救

治，時間已經延至當晚十一

時許，因搶救無效去世。網

民們批評全民核酸篩查的做

法，屬於過度防疫，以至釀

成悲劇。

　　三月二十六日，上海市

衛健委官方微博公布上海

市、區主要醫療機構暫停醫

療服務情況。包括上海浦東

曙光醫院、上海浦東龍華醫

院等三十六家的門診或部分

門診、急診暫停部分醫療服

務。復旦大學發布通知，該

校將繼續按照校園准封閉管

理。

　　對於上海感染者「居高不

下」的原因，大陸防疫專家、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

感染科主任張文宏二十五日

在疫情防控記者會上表示，

上海目前流行 Omicron 亞型

變異株 BA.2，一人感染後

可傳染十人，傳播力度是二

零二零年疫情初期的三至五

倍。病毒潛伏期也縮短，基

本上三天可以傳一代，十天

可能傳染一千人，屬指數級

上升。

　　但張文宏稱「上海整個

傳播指數級的上升已被打

斷」，遭大陸網民炮轟。

極端防疫亂象

　　吉林省長春市，官方稱

本土病例累計破萬例，幾乎

每天強制公民做核酸，像驅

趕羊群一樣，警車開道，集

體做核酸。

　　做核酸的工作人員，戴

著手套的手伸進人的嘴裡，

讓喊「啊」字，一個接著一

個，中途也不消毒。假如有

一個人帶著新冠病毒，會不

會傳給其他測試者？　

　　河北唐山市，從三月

十九日到二十五日已經封城

七天，市民已被要求做了六

次核酸檢測。全市以及各縣

區所有村全封閉，所有車輛

停止（除特批的車之外），

很多路口有專門的警察日夜

看守，物價暴漲。

　　很多小區居民不能出

樓，樓口貼有買菜群的二維

碼，從上面訂菜，然後打電

話隔著小區柵欄傳遞，菜價

基本是正常菜價的兩倍到三

倍。許多百姓家的食品儲備

不足，還有許多老人不會使

用網購系統。更慘的是病人，

因為不能出去買藥而陷入絕

境。

地方官不敢說出疫情真相
註：這段時間疫情在中國各

地爆發，特在本版開設「大

陸疫情」欄目，向讀者提供

一些相關信息。

大陸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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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報導）根

據大陸媒體報導和明慧網消息

統計，二零二一年中國大陸公

安系統廳、局長遭惡報的特別

多。據不完全統計，去年僅公

安廳長、局長就有 155 人遭惡

報。其中 130 人被調查，19 人

死亡，多人被判刑。這些人替

中共作惡，迫害修煉「真、善、

忍」的法輪功學員，結果自己

搭上性命，有的還禍及家人，

實在可悲！

　　這裡列舉部分惡報案例。

生前替中共行惡  
死後還被利用

　　 潘 東

升， 福 州 市

副 市 長、 公

安 局 局 長。

據大陸媒體

報導，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五

日，潘東升「在工作崗位上突

發疾病」，經全力搶救無效死

亡，終年五十七歲。官方給出

的原因是「長期超負荷工作，

積勞成疾」。

　　潘東升自二零零零年，就

是福建公安網路安全監察處副

處長，直至二零一零年，任福

建省公安廳科技通信處處長，

是中共監控設施「金盾工程」

的參與者。潘參與建造的監控

網絡，在近年成為「610」迫害

法輪功學員 主要的手段，在

明慧網上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

法輪功學員，因為監控錄像而

被迫害。

　　為了掩蓋潘東升遭惡報猝

死，中共追授他為「全省優秀

共產黨員」、「八閩楷模」、

「時代楷模」、「年度致敬英

雄」。

　　王屑，安

徽 省 太 湖 縣

副 縣 長、 縣

公安局局長。

二零二一年九

月一日，王屑

因患胰腺癌救治無效死亡，終

年五十二歲。王屑對當地法輪

功學員遭受的迫害負有主要責

任。

　　劉學鋼，

黑 龍 江 哈 爾

濱 市 道 外 區

東 萊 街 派 出

所 所 長， 參

與迫害法輪功，二零二一年九

月二十四日病亡，終年五十一

歲。中共追授他為全國公安系

統「二級英模」。

　　匡伯彪，

廣西梧州市副

市長、市公安

局長、黨委書

記、市委政法

委第一副書記。之前曾任廣西

鳳山縣公安局局長，河池市公

安局副局長。

　　匡伯彪任職的河池市、梧

州市都是廣西迫害法輪功 嚴

重的地區。二零二一年六月十

日，五十六歲的匡伯彪遭報病

死，被中共稱為「任長霞式公

安局長」等。

　　任長霞也是迫害法輪功遭

報身亡的典型。二零零四年四

月十四日，四十歲的河南省登

封市公安局局長任長霞，在從

鄭州回登封的高速公路上，她

乘坐的豐田轎車與同方向行駛

的大貨車追尾相撞。車內其他

人，包括司機王學軍都安然無

恙，而坐在 安全位置的女局

長任長霞卻被當場撞死。該市

不少明白的警察都議論，她是

賣力迫害法輪功遭報了。

　　其妹跟人說：「過去我不

信法輪功說的『善有善報，惡

有惡報』，現在我真的相信

了！」

　　任長霞死後四年，她的丈

夫衛春曉突發腦溢血也死了，

年僅四十五歲。當地人感歎，

跟隨共產黨作惡，禍及家人。

　　中共大力樹任長霞為典

型人物。中國公安部追認她

為「一級英雄」，央視還拍了

二十一集連續劇。

　　中共樹死人，騙活人，這

些手法也許能讓一些利慾熏心

者繼續不顧死活、為中共賣

命。但是，人死了，這些虛名

又有何用？而且迫害佛法、迫

害好人，死後還要算帳。

　　

涉法輪功人命案  
李迎晨遭報死亡　

　　李迎晨，黑龍江鶴崗市興

安分局副局長。二零二一年

初，李迎晨剛調到興安公安分

局，就突然發病，搶救無效

死亡。中共把李迎晨捧為「烈

士」，可是抵賴不了他迫害好

人的事實。

　　李迎晨在黑龍江鶴崗市看

守所任所長期間，酷刑折磨法

輪功學員，他的名字多次在明

慧網曝光。

　　二零零四年，法輪功學員

譚延軍在鶴崗市公安局第一看

守所，被迫害得耳膜穿孔、強

直性脊柱炎、關節炎、肺結

核、竇性心動過速、風濕病

等，骨瘦如柴，不能行走。同

年十一月十五日，看守所所長

李迎晨、獄醫楊占軍、司機張

強把譚延軍扔到他母親家百米

外的胡同裡，然後揚長而去。

　　六十五歲的譚母只好把兒

子拖回家門口。譚延軍對姐姐

說：我是雙腿走出家門，雙手

爬進家門，都是共產黨害的。

　　譚延軍被迫害得吃不下

飯，經常吐血，回家不到三個

月，於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七

日，望著未成年的兒女，流著

淚，睜著眼離開了人世，年僅

四十歲。

吳宗波被下屬 
槍殺死亡

　　據中共湛

江 公 安 局 官

方 通 報， 二

零二一年二月

七日，湛江市

徐聞縣公安局警察徐某興，持

槍擊傷該局警察吳某波（男，

四十六歲）後企圖自殺。

　　中共媒體報導，徐某興是

徐聞縣公安局一派出所所長，

吳某波是徐聞縣公安局副局長

吳宗波。兩人被送到醫院搶

救，吳宗波死亡。據明慧網曝

光，廣東省徐聞縣是中共迫害

法輪功的重災區。

　　吳宗波被下屬開槍打死，

中共包裝為因公犧牲，不讓百

姓知道事實真相，其實都是參

與迫害的因果報應。

遼寧殺人惡魔、前公

安廳長李文喜被起訴

　　 據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消

息，前遼寧省

公安廳廳長李

文喜因違法受

賄，涉嫌犯罪被移送起訴。

　　李文喜原來是遼寧本溪市

副市長、公安局長，因積極配

合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被

周永康、薄熙來一路「提拔」：

二零零零年一月任遼寧省公安

廳副廳長、二零零二年五月任

遼寧省公安廳廳長、黨委書

記，直到二零一一年三月。他

離任公安廳長後，繼續出任中

國警察協會副主席、遼寧省警

察協會主席。

　　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

一一年三月，李文喜任職遼寧

省公安廳副廳長、廳長這十一

年期間，是遼寧省法輪功學員

被迫害 嚴重的十一年，據明

慧網《中共酷刑虐殺法輪功學

員調查報告》一文統計，遼寧

有 392 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

死，迫害致死人數居全國第二。

　　李文喜任職期間，下達命

令至遼寧省各市縣公安、派出

所，大肆非法抓捕、刑訊逼供

法輪功學員。參與和掩蓋發生

在瀋陽監獄城、遼寧馬三家教

養院、大連的屍體加工廠、瀋

陽蘇家屯集中營、本溪、盤

錦、大連等遼寧省各地監獄、

勞教所、看守所、洗腦班等黑

窩裡酷刑折磨、殘殺法輪功學

員的罪惡。

　　李文喜手上沾滿善良法輪

功學員的鮮血，身上揹負太多

的罪孽，就如同周永康、薄熙

來、徐才厚、李東生（原中

共公安部副部長、中共中央

「610」頭目）、王立軍、武長

順（原天津公安局長）等等迫

害法輪大法的中共高官一樣，

將成為階下囚，天理使然。

江蘇省政法委書記、

公安廳長王立科被捕

　　二零二一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高檢察

院以涉嫌受賄

罪、行賄罪對

江蘇省委政法

委書記、公安廳廳長王立科作

出逮捕決定。二零二零年十月

二十四日的消息稱，王立科涉

嫌嚴重違法違紀，主動投案自

首。王立科的落馬，也是其迫

害法輪功的因果。

　　王立科，一九六四年十二

月十五日生，長期在遼寧、江

蘇公安系統任職，曾任遼寧錦

州市公安局副局長、葫蘆島市

公安局長、遼寧省公安廳副廳

長、大連市公安局長，江蘇省

公安廳長、省政法委書記。

　　王立科親自組織、指揮參

與了對遼寧、江蘇地區法輪功

學員的滅絕人性的迫害。任職

期間，至少九十九名法輪功學

員被迫害致死，三千多人被綁

架，數百人被非法判刑。

　　王立科任大連市副市長、

市公安局長期間，因積極參與

迫害法輪功，被中共公安部授

予「一級英模」。

張家口市公安局長 
程蔚青患腦瘤死亡

　　河北張家

口市公安局長

程蔚青，於二

零二一年十月

九日患腦瘤遭

惡報喪命，終

年五十一歲。

　　程蔚青曾任石家莊市公安

局副局長、衡水市公安局長、

張家口市公安局長，積極追隨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

　　二零零三年六月至二零零

九年九月，程蔚青任河北省維

穩辦副主任，期間河北地區至

少有 208 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

致死。程蔚青任石家莊市公安

局副局長期間，法輪功學員袁

平均、石彥武被迫害致死。

　　程蔚青任張家口市副市

長，市公安局局長後，從二零

二零年到二零二一年初一年多

期間，張家口綁架法輪功學員

118 人次，11 人被非法判刑，

26 人被非法拘留，53 人被綁

架到洗腦班，100 多人被非法

抄家、搶劫，200 多人遭上門

騷擾、威脅恐嚇，多人被迫流

離失所。

　　就在程蔚青籌劃如何在張

家口開冬奧會前加重迫害法輪

功學員之時，惡報降臨，他因

患腦膠質瘤不治，於二零二一

年十月九日喪命。

黑龍江省公安廳副廳

長高德義溺水身亡

　　黑龍江省

公安廳黨委副

書記、常務副

廳長高德義，

二 零 二 一 年

八月二十一日溺水身亡，終年

五十六歲。黑龍江省是迫害法

輪功 嚴重地區，高德義是迫

害法輪功的主要責任人。

　　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二零

一八年四月，高德義任黑龍江

大興安嶺地區行署公安局局

長、黨委書記，當地法輪功學

員林國英被迫害成植物人含冤

離世。

　　二零一八年四月至二零二

零年八月，高德義任齊齊哈爾

副市長、市公安局長、黨委書

記、市委政法委副書記。齊齊

哈爾市法輪功學員李惠豐坐了

十二年冤獄，慘遭十萬伏超高

壓電棍電擊等酷刑，於二零二

零年一月二十八日含冤離世，

年僅四十八歲。

原遼寧公安廳長 
薛恆遭報被查

　　 據 二 零

二一年八月三

日消息，原遼

寧省公安廳廳

長薛恆因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

被調查，他本人不得不「主動

投案」。

　　薛恆在位期間，積極執行

江澤民罪惡集團對法輪功的迫

害政策。

　　薛恆，一九五五年十一月

生，遼寧省綏中人。二零一一

年三月任遼寧省公安廳廳長、

遼寧省副省長、省委政法委副

書記；二零一三年三月任遼寧

省副省長；二零一六年一月任

遼寧省政協副主席。

　　薛恆任職遼寧省政法委副

書記、公安廳廳長兩年期間，

遼寧發生大面積的綁架法輪功

學員的案件，有二十九名法輪

功學員被迫害離世。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迫害

元凶江澤民下達了「名譽上搞

臭，肉體上消滅，經濟上截

斷」、「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

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

絕令，把部分公安警察教化成

了迫害善良的打手、流氓。一

些公安廳、公安局官員們，為

了升官發財，把良知出賣給中

共，不擇手段迫害修心向善的

法輪功學員。

　　然而，善惡有報是天理，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所有參

與迫害法輪功的人都將受到天

理的審判。

善惡因果

2021大陸155名公安廳長及局長遭惡報
	�2021 年中國

大陸 155 名公

安廳長、局長

遭惡報。惡報

案例排在前面

的五個省是：

廣東省 14 人，

遼寧省 13 人，

山東省 13 人，

河北省 12 人，

山西省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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