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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新澤西州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七

日，美國新澤西州州眾議員卡

羅爾﹒墨菲（Carol Murphy）

在南澤西勞雷爾山市（Mount 

Laurel）的 YMCA（基督教青

年會）健身中心舉辦了疫情後

的首屆社區資源博覽會，三十

多家機構和組織參展。法輪功

學員也應邀參展，展示法輪功

的功法，向人們介紹學煉法輪

功對身心健康有益。

　　卡羅爾﹒墨菲表示，法輪

功學員參加社區活動，為民眾

展示打坐的功法非常好。她

說，自己也想試試練習這種打

坐方法。

　　法輪功學員在展位旁做功

法演示和教功，不少人被優美

舒展的煉功動作所吸引，到展

位前諮詢，有的人還當場學煉

法輪功。

　　還有一些團體、組織邀請

法輪功學員去教功。他們都表

示，現在這個時期、尤其因受

疫情影響已經近兩年沒能正常

生活了，再加上現在社會道德

在下滑，每天都有槍擊等暴力

事件發生，人們更需要學煉法

輪功這樣教人按真、善、忍原

則做好人的功法。

　　埃德（Ed）說，一年前

就有朋友向他介紹法輪功，今

天他終於有機會學功並且學會

了，這令他感到非常高興。他

表示，煉功後感到很舒服，他

很想到煉功點參加集體煉功。

　　莎莉﹒林格（Sally Ringe）

是一位退休護士，學煉法輪

功動作後，她表示：「感覺很

好」。林格表示，自己學過一

些氣功和太極拳，對氣的流動

和能量比較敏感，她感到法輪

功很不同尋常，「他是非常平

和的，在一個嘈雜的房間裏，

這是非常和平的。」她表示，

感受到煉功時的能量。

　　 麗 莎 ﹒溫 克 勒（Lisa 

Winkler）在參展的一非盈利組

織當義工，趁間歇時間到各展

位看看。她被法輪功的功法展

示所吸引，於是到法輪功展位

一探究竟。她說：「我非常好

奇。」她感到法輪功非常平和、

令人放鬆，「任何能夠恢復平

靜、緩解壓力的方式，我認為

都是好東西。」

　　麗莎﹒溫克勒表示，自己

以前聽說過法輪功遭受中共迫

害的真相，但對於法輪功功法

本身令人身心受益的部分還不

了解；今天看到功法演示真是

一大收穫。

　　（明慧墨爾本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在澳洲墨爾本市中心省立

圖書館門前廣場，慶祝並聲援

3.9 億中國勇士退出中共黨、

團、隊組織（三退）的集會，

吸引了部分政要、社區領袖及

各族裔民眾共襄盛舉。

　　嘉賓在發言中，支持中國

人和平抗爭並揭露中共的殘暴

和統治世界的圖謀，呼籲認

清正邪、共同抵制中共，並

表示，如果越來越多的人遵循

真、善、忍原則，世界將更美

好。

州議員： 
聲援中國民眾反迫害

　　維州自由黨黨鞭、上議院

資深議員菲恩（Bernie Finn）

在發言中表示：「中共是澳大

利亞的敵人，它是自由的敵

人，是所有自由民眾的敵人。

我們有義務站起來，講述真

相，告訴公眾，它想控制澳大

利亞、控制全世界，就像控制

中國百姓一樣。」

　　菲恩希望西方的民眾認清

中國人民和中共的區別，他還

表示，能公開聲援中國人退出

中共、並為正確的事情挺身而

出的人，是勇敢的人，因為是

在為正義而戰。他說：「我們

應該指出，揭露中共的邪惡並

不是反對中國人。中國人民被

踩在共產黨的靴子下。他們作

為受害者遭受的苦難比任何其

它國家的人都多。我們對中國

人民表示同情和支持。」

　　菲恩最後表示：「你們正

在做的是一項善良好人期待做

的事情。我感謝你們，並為此

向你們所有人表示祝賀，因為

這一切太特別了，你們是非常

特別的人。」

澳洲聯邦大選候選人：

真善忍將讓世界更美好

　　澳洲聯邦大選候選人巴克

（Paul Barker）認為，言論自

由、宗教自由等人們與生俱來

的權利，本不需要爭取，但是

強權統治剝奪了人們內心渴望

的自由。

　　巴克將代表自由民主黨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在今年五月的澳洲大選中競

選聯邦眾議員的席位。他在發

言中表示，分享自己遭受過

的受專制政權迫害的經歷是很

重要的，這將幫助其他人了解

歷史，並做出明智的選擇。他

說：「如果在我們有生之年，

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我們失敗

了，那麼我們的下一代要重新

獲得這些基本權力就將變得異

常艱難。」

　　他還表示，在當今的正邪

較量中，「有的人做出了令人

髮指的邪惡行為，但也有人實

踐著偉大的正義之舉。重要的

是，我們需要明辨正邪。」

　　他最後表示：「如果更多

的人能遵循真、善、忍原則，

那麼世界將變得更美好。」

奧運銀牌得主： 
中共迫害良知顛倒黑白

　　貝克爾（Jan Becker）是

前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也是

一九六四年東京奧運會銀牌獲

得者。她在發言中表示，中共

迫害良知、顛倒黑白，特別是

殘酷迫害遵循著真、善、忍原

則的善良人。

　　貝克爾談到自己修煉法

輪功二十三年了，從中受益

匪淺。她作為二零零七年全

球人權火炬傳遞大使，曾和另

一位奧運選手魯賓斯（Martin 

Ruebins）一起穿越歐洲和澳洲

傳遞人權火炬，以喚起更多人

對中國法輪功修煉者遭受迫害

的關注。當時，人權聖火接力

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許多國家、地區的報紙和電視

都進行了報導，請願書也獲得

了許多簽名，後來又被遞交到

國際奧委會。

　　她說：「然而，北京卻舉

辦了二零零八年奧運會，而中

共對人權的踐踏及對信仰團體

的迫害也愈演愈烈。」

中文媒體社長呼籲 
炎黃子孫抵制中共

　　墨爾本《天安門時報》社

長、「大中華民國光復會」副

秘書長阮傑說，中共不等於中

國，更不等於中國人民，它是

上世紀國際共產革命的產物。

它毀壞中國文化、社會道德，

還對全世界進行滲透，包括澳

洲在內。」

　　阮傑稱讚法輪功是一股新

生的維護社會道德、中華傳統

文化的正面力量，然而中共

二十多年來一直對他們進行殘

酷的迫害。他說：「大家一定

要明白，中共政權是反中華民

族、反傳統文化的，它是破壞

我們中國、危害我們中國的一

個最大的犯罪集團。中國共產

黨不等於中國，中國共產黨更

不等於我們中國人民。」

　　他在聲援 3.9 億中國勇士

三退的同時，也向每一位炎黃

子孫呼籲，「應該制止任何來

自共產黨的反人類行為，反對

中共對異見人士、宗教人士、

維權人士的迫害，支持法輪功

爭取信仰自由的權利。」

　　維州維吾爾協會主席奧

斯曼（Alim Osman）、 澳洲越

南社區協會主席阮本（Bon 

Nguyen）、獨立社會活動組

織「重燃澳大利亞」（Reignite 

Australia） 主 席 喬 納 斯

（Morgan Jonas）也在集會上

發言。

墨爾本集會聲援3.9億人三退 
政要籲認清正邪

美國新州學員社區介紹法輪功 受歡迎

	�維州自由黨黨鞭、上議院資深議員菲恩（Bernie Finn）在演講中表示：「中共是澳大利亞的敵人，

是所有自由民眾的敵人。」

	�新澤西州州眾議員卡羅爾﹒墨菲（Carol Murphy，中）拜訪法

輪功展位，並接受法輪功學員贈送的功法傳單和精美小蓮花。

	�文 : 土耳其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五

日 至 二 十 七 日， 阿 達 納

橙花節在土耳其阿達納市

（Adana）舉行，幾十萬人

參加了節日慶祝活動。法輪

功學員在這三天中，參加遊

行，在舞台上展示功法，設

立攤位傳播法輪大法的美好。

　　許多人對法輪功感興

趣，並學煉了法輪功的功

法。他們對中共迫害法輪

功，尤其是活摘法輪功學員

器官的暴行感到震驚。許多

人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請願信

上簽字。

　　災害與應急管理主席團

的成員坎納先生 (Caner) 想

要學功，並索取了很多資

料。當他了解到中共對法輪

功的殘酷迫害，他震驚了，

馬上在要求停止迫害的請願

信上簽了字。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在著名的街道舉行了遊行。

在眾多的人群中，法輪功團

體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很多

人都伸手取真相傳單，了解

法輪大法。

　　法輪功學員還在舞台上

展示法輪功功法。期間，許

多人來了解真相。一位女士

說，當她觀看法輪功學員在

台上展示功法時，她感到一

股熱流通過身體，她椎間盤

突出的疼痛頓時消失了。

　　在活動期間，法輪功學

員分發了數千份真相小冊

子，並準備在阿達納市成立

煉功點。此外，阿達納當地

的考澤電視台（Koza TV）

也來到法輪功學員的攤位進

行了採訪。 

土耳其橙花節 法輪功受矚目

	�法輪功學員在

土耳其阿達納市

橙花節期間，參

加遊行，在舞台

上展示功法，設

立攤位傳播法輪

大法的美好。圖

為法輪功學員

（中）在教民眾

法輪功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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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重慶報

導）重慶市長安公司二廠退休

工程師、八十多歲的法輪功學

員王柳珍在中共長期迫害中，

於二零二二年元旦離世。

　　王柳珍因堅持信仰，曾兩

次被非法勞教，三次被關進精

神病院摧殘，灌毒藥，打毒針

（強行注射破壞中樞神經的藥

物），嚴重損傷她的內部器官。

　　中共人員對她進行二十四

小時的嚴密監控長達十多年，

還在她家門口搭建一間小屋，

派九人三班式跟蹤監視她。監

視人員在上級的唆使下，經常

對王柳珍老人毒打、推拉、辱

罵……曾用木凳打斷她的鼻

樑，打斷她的雙腿等。

　　從王柳珍老人的經歷，我

們看到了她對真、善、忍信仰

的堅定，也看到了施暴者的野

蠻和毫無人性。善良與凶殘的

對比是如此鮮明。

　　

說公道話被非法勞教

　　王柳珍於一九九六年開始

修煉法輪功，不久身體上的各

種疾病不治而癒。一九九九年

七月二十日，邪黨頭目江澤民

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

　　王柳珍認為，法輪功是教

人行善，處處為別人著想，做

無私無我品德高尚的人，是於

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好

功法，怎能讓江澤民一句話，

說打壓就打壓，說取締就取締

呢？於是，王柳珍進京為法輪

功說公道話，結果被中共警察

綁架回重慶，並被非法勞教。

在勞教所被下毒

　　在勞教期間，惡人在她的

食物中拌入了不明藥物，她食

後有心裡悶得慌，頭腦不清醒

等症狀出現。於是她絕食反迫

害，遭卻到更嚴重的折磨，導

致生命垂危。勞教所怕承擔責

任，把她送到 324 醫院，進行

所謂的治療。

　　更邪惡的是，為了強迫

王 柳 珍 放 棄 修 煉， 江 北 區

「610」、街道、社區、長安二

廠退休科串通一氣，強迫王柳

珍的丈夫與其離婚，否則停發

她丈夫的養老金。還強迫王柳

珍的子女簽約，不准看望照顧

老人，否則讓其失業。

被關精神病院

　　二零零九年，中共惡人對

王柳珍的家人施壓，逼迫老人

放棄修煉，王柳珍堅決不放

棄。但為了家人不受連累，她

搬到北碚老年公寓去。但惡人

仍然不放過老人，於二零零九

年三月再次綁架她，強行送到

重慶荊紫山精神病院迫害。在

那裡，老人常遭惡人暴打。

　　據目擊者說：「無論怎麼

樣折磨暴打，王柳珍仍然不放

棄自己的信仰。」

   惡人見此，就準備再次勞

教王柳珍。因長安二廠醫院院

長說：「算了吧！人家只不過

是一個精神上的信仰，她這麼

大年紀了，就在廠醫院精神科

吧。」這樣王柳珍老人就被轉

到廠精神病醫院繼續迫害。

　　王柳珍絕食抗議，天天

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停止迫害法輪功，修

煉無罪，信仰無罪！」惡人又

將她劫持到荊紫山精神病醫院

迫害。

　　

藥物迫害致其失明

　　二零一零年，邪黨人員為

了加強對她的監視，在她家門

口搭建了一間小屋（見圖），

派了一班人馬，全天二十四小

時監視跟蹤。

　　江北區政法委指派一名叫

張軍的二十九歲男子，負責帶

領「五裡店保安公司」的八個

人，每日三班二十四小時跟蹤

監視，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七

日 上 午， 為 了 討 回 公 道，

王柳珍孤身一人去渝北區

黃 泥 塝 重 慶 市「610」 辦 公

大 樓， 重 慶 市 綜 合 治 理 辦

公廳門前高喊：「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修煉無罪！」 

　　王柳珍被跟蹤的人抓回來

暴打一頓。監視她的八個人合

同期快滿，仍然沒有達到那些

惡人的目的，如強迫老人寫所

謂的「三書」（放棄修煉的三

書）。「610」人員與惡警又將老

人綁架到長安一院精神病院，

強行打針吃藥（阻斷中樞神經

破壞肝臟的藥），從而導致老

人雙目失明。

　　

派出所僱混混暴打老人

　　二零一零年底，為了防止

王柳珍講出被迫害的真相，當

地派出所花錢僱來兩名二十多

歲的社會混混，兩名混混的衣

扣上安裝有錄像頭，不允許老

人與任何人接觸講話，他們害

怕老人揭露他們的惡行。

　　一天，雙目失明的王柳珍

摸著上了公交車，兩名混混把

老人從車上拽下扔在地上並暴

打她，王柳珍不顧挨打，仍然

高喊：「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修煉無罪，停止迫害，還

我人身自由！」

　　這些監視她的人聽從邪黨

的指揮，虐待老人，不但使老

人雙目失明，還把她折磨得只

剩皮包骨，身體縮小了一半，

雙腳不能站立，只能坐在地上

用雙手撐著慢慢挪動。就在這

種情況下，惡人還時常辱罵

她：「去死吧，去自焚」等等。

王柳珍老人說：「我修煉法輪

大法，不會去自殺的。」

　　二零一一年元旦左右的一

天，監視她的惡人用小木凳對

王柳珍不斷地進行暴打，致

使老人的鼻樑被打斷，滿臉

流血，眼睛青腫。惡人邊打邊

罵：「老子今天晚上就要除脫

（打死）你！」

　　事後，王柳珍告訴人們

說：「他們怕我這個樣子出去

被人瞧見，指責他們的惡行，

就把我拉到水管子旁邊，按在

地上清洗臉上的血跡，當時痛

得我直喊『救命』。」

　　「後來驚動了我的前夫，

他才打電話叫我兒子回來。本

來我想讓兒子把我帶到政法委

去，兒子說都傷成這個樣子

了，先帶我到長安醫院去檢

查。」王柳珍老人說。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家人實在不忍心看到老人家這

個慘狀，就到公安局去問：「你

們這樣子對待老人（二十四

小時跟蹤陷害），到底要搞到

什麼時候結束？」公安局的人

說：「我們現在已經不管這個

事了，是社區和街道在負責管

理，而且一直要管到她生命終

結為止。」

　　

老人的腿被打斷

　　之後，邪黨人員對王柳珍

老人的迫害越加劇烈。

　　二零一一年八月十三日，

王柳珍到觀音橋去喊：「法輪

大法好！」因之前監控她的人

被上級警告過，如果王柳珍到

觀音橋去喊了口號，他們就會

被扣工資。這些監視她的惡人

因為擔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受到

影響，守白班的人一直不敢下

班，因此懷恨在心，對其痛下

毒手。

　　因為老人雙目失明，分辨

不了白天黑夜，也辨別不了方

向。有人透露，監視的人曾誘

導老人向有崖坎的地方走去，

這是一個很僻靜的地方，然後

在那兒打斷了老人的雙腿。

　　八月十四日，王柳珍的腿

被打斷，有生命危險，同修去

醫院看望，卻找不到人。問醫

生和護士都不敢告知。後來有

住院人員透露，老人在重症監

護室，即使親人也不能相見。

　　八月十五日，有同修進入

長安醫院的重症監護室，看見

王柳珍躺在床上，嘴張著，口

腔內放有擴口器。王柳珍只是

腿部受傷，根本就不需要擴口

器。惡人此舉的目的就是要堵

住她的嘴，防止其惡行敗露。

而且，王柳珍進食進水完全由

鼻飼進行。王柳珍並沒有口腔

及食道的病變，完全不需要鼻

飼進水進食。

　　王柳珍雙膝處纏著厚厚的

繃帶，同修問她話，她能聽

見，但是無法回答，只是流

淚。床邊檢測儀器顯示她的血

壓、心跳等一切正常。

　　八月十七日，又有幾位同

修進入監護室看她，對她說：

「如果你是自己摔倒的就不要

動，如果你是被人所害，就

抓住我的手。結果她就抓住了

同修的手，同修又以同樣的

方式反復詢問了幾次，她的反

應都一樣。同修又問：「有幾

人害你的，是幾人你就抓我幾

下？」她抓了同修兩下。由此

看出王柳珍的意識是非常清醒

的。

用大忍之心勸善迫害者

　　無論監視王柳珍的人怎麼

折磨她，她仍懷著大忍之心，

勸善這些人。

   王柳珍老人生前說：「其實

監視我的人，我都多次給他們

講了真相，勸他們不要參與迫

害修真善忍的好人。善惡有報

是天理，不要給自己和家人帶

來不幸，你們現在都很年輕，

什麼工作都可以去做，千萬不

要做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在我

的勸說下，有五、六個小青年

都先後離開了，但也有執迷不

悟的。

   「有一個叫馮萬均的是一個

小頭頭，他自己不出面，但總

是指使他下面的人折磨我，打

我。還有一個叫周傳偉就經常

折磨我，打我。周傳偉的老婆

在上班時雙手被機器絞得粉碎

性骨折，都遭了報應了，可至

今他還仍然執迷不悟。」

　　人在做，天在看，善惡有

報在兌現。希望曾經參與過迫

害法輪功學員的人，為了你自

己未來，為了你家人的幸福安

康，應該徹底反省，站出來揭

露邪惡，將功贖罪。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黑龍江嫩江市法輪功學員

朱孝清，因在二零二零年二月

疫情封城期間發放法輪功真相

資料，遭中共綁架。二零二零

年十一月，朱孝清被非法判刑

九年半，現被關押在黑龍江省

女子監獄。

　　朱孝清，女，五十五歲，

家住黑龍江省嫩江市七星泡農

場。她曾是個病秧子，患有肺

結核、肝病、心臟病、胃病、

腸炎、腰間盤突出、頸椎病、

肛門癌、糖尿病、神經官能

症、肩周炎等疾病。用她自己

的話說，「真是生不如死」。 

  朱孝清于一九九九年修煉

法輪功後，所有的病都好了，

走路一身輕，脾氣也變好，家

庭和睦了。

　　二零零三年四月，朱孝清

去北京為法輪功說公道話，被

警察綁架、抄家，非法拘留

十五天後，又被關進洗腦班。

　　二零一二年，朱孝清正在

家做飯，被警察綁架、非法抄

家，又被非法拘留十五天。朱

孝清說：「我沒有破壞法律實

施，我沒有那個職權，我就沒

那個能力。」有一警察說：「我

們就是這麼不講理」。朱孝清

在拘留所裡被警察拳打腳踢。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朱

孝清因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

被當地警察綁架，非法抄家。

警察把所有大法書籍、資料全

部抄走，將朱孝清綁架到公安

局地下室，進行非法審訊。

   朱孝清自始至終都回答：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最

後，警察說對朱孝清監視居住

半年。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朱孝

清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九年

半。

重慶退休工程師王柳珍遭受的殘酷迫害

黑龍江朱孝清被冤判九年半

	� ( 左 圖） 王

柳珍老人因為

堅持信仰，生

前被中共勞教

所下毒，被關

進精神病院打

毒針，迫害致

雙目失明。中

共派出所還僱

傭 社 會 上 的

「混混」對老

人日夜監視、

毆打。

	�王柳珍老人被中共惡人打得滿臉青紫。 	�中共人員在王柳珍家門前，專門設崗亭監控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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祛病健身

	�文 : 娟子（中國河北）

　　

　　我有兩個女兒。二零零五

年九月，大女兒剛上初一，腿

上出現了幾個小紅點。因為她

說不疼不癢，我就沒往心裡去。

　　有一天，我正在哄剛出生

的二女兒，大女兒突然說肚子

疼得厲害，坐不住，也睡不

著。我馬上給開門診的親戚打

了電話，他過來也沒說出什麼

病，就按肚子疼輸了液。輸液

後，孩子肚子疼得更厲害了！

全身出現紅點

　　我們趕緊帶孩子到市附屬

醫院看，住了四天醫院，專家

會診結果說是闌尾炎，說得給

她做手術。

　　我們就從市醫院回來，找

人用土辦法治療。這一折騰，

孩子的病情更重了，全身都出

現了紅點。

　　我們第二次帶孩子去市附

屬醫院就診，才確診是過敏性

紫癜，已經侵入到腎臟，就是

紫癜性腎炎。

　　在附屬醫院住了十多天，

病情稍有緩解。親戚建議回縣

醫院住吧，這樣照顧方便，就

又回來了。回來後越輸液，孩

子的病情越嚴重，整個人腫得

不像樣了。我們只好又找親

戚、朋友借錢，帶孩子到北京

治療。

激素治療 人胖得走樣

　　當時二女兒剛出生，我走

不開，丈夫和我哥哥帶著大女

兒去了北京兒童醫院。當時孩

子下肢腫得連小便都蹲不下，

檢查時走不了路，需要坐輪椅。

　　北京醫生讓做腎穿，讓家

長簽字，並說如果做了腎穿，

孩子可能長不高、不能生育。

丈夫不同意，同去的哥哥說：

「醫院讓做就做，不聽醫生的

來醫院幹什麼？」

　　丈夫斟酌了半天，最後還

是決定不做手術。我和丈夫於

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輪大

法，我原來的膽囊炎、關節

炎、婦科病都好了，丈夫的神

經性頭疼也好了。所以，丈夫

覺得回家修煉，孩子還是有希

望康復。他去北京時，從師父

的《洪吟》一書中抄了幾首詩，

讓孩子有空就背。

　　北京兒童醫院治療還是用

激素控制，那時大女兒剛十二

歲，醫生給她每天用十二顆激

素藥。在醫院住了二十天後回

家，腫雖然消了，但激素的副

作用使孩子變得肥胖，出現

了典型的「滿月臉」、「水牛

背」。身材像個婦女，大腿、

肚子出現了像孕婦的那種妊娠

紋。孩子一邊吃激素，一邊吃

中藥，大約吃了有一百八十副

中藥。

　　每天一家人關心的就是她

的尿，清亮還是渾濁。幾天就

得去醫院覆查化驗一次，看尿

是否又多了「十」號。每次去

市裡檢查，下了車，我們都得

背著她，不敢讓她自己走路。

全家就這樣一天天熬著。

修煉大法 峰回路轉

　　有一天，大女兒突然發高

燒，坐在她旁邊，都能感覺被

她烤著。她難受得實在受不了

了，就說：「爸爸，咱們打坐

吧！」丈夫就陪她打坐（法輪

功第五套功法）。

　　他倆打坐一個小時。打完

坐，孩子出了一身汗，身上一

下涼了下來，高燒退了！這一

下，孩子對修煉有了信心。她

開始抄《轉法輪》、煉功，並且

把激素藥減量，身體不僅沒有

出現任何不良反應，反而往好

的方向發展。

　　隨著學法煉功，孩子慢慢

瘦了下來，身體逐漸恢復正

常。現在，大女兒一米六五的

個子，身體健康，已經工作了。

　　如果不是修煉法輪功，得

了這種病是很難治好的。我們

原來的鄰居大姐就是一個例

子，她五十多歲，每天吃八顆

激素藥，最後股骨頭壞死，走

路一瘸一拐的。我們單位有個

女同事，四十歲就內退了，也

是每天吃八顆激素藥，造成股

骨頭壞死，不能上班了。

　　是慈悲的大法師父給了我

大女兒第二次生命！我們全家

人感謝大法，叩謝師父！

	�文 : 新加坡法輪功學員

 

　　我哥哥二零零三年患上抑

鬱症，他經常難以入睡，不喜

歡擁擠的環境，因為會引發他

的恐慌症。他一直通過吃藥控

制病情，但是有時壓力大或緊

張時，會引起病情復發。

　　最近，哥哥開始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

言，他發現晚上睡得好了，

當感到恐慌時，也能更好地處

理。他說：「總之，我的生活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非常感

激九字真言。」

初起

　　當我在為解決皮膚病問題

尋找一種自然療法時，我得知

了法輪功，並開始修煉，那是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兩三個月後，我皮膚病最

嚴重的部分都好了，同時我的

健康整體得到了改善，精力充

沛。我非常高興，把法輪功推

薦給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

是，他們認為我的康復是由於

氣候等因素造成的。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我結

婚了。第二年，妹妹也宣布要

結婚了。家裡就剩哥哥了，想

到自己的將來，他的抑鬱症又

復發了。

　　在一次家庭聚會中，他問

我，有沒有什麼他可以做的簡

單事情，比如像媽媽一樣每天

唸經誦佛。他不喜歡冗長的文

字，也不想煉功。

　　我告訴他：「你可以試著

念九字真言：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只要你誠心念，就會

有效果，在心裡默念都行。」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他不需要

煉功，不需要看書，也不需要

改變信仰或者生活方式。

　　我還發給他一個 YouTube

鏈接，介紹念九字真言如何幫

助人們應對「中共病毒」（新

冠病毒）。視頻中，一位抗病

毒專家展示了她的研究結果。

一共三十六名感染了病毒的患

者參加實驗，百分之七十三的

人完全康復，百分之二十七的

人有改善。所有人都從九字真

言中受益了。

　　後來，我哥哥告訴我，他

看了我發的視頻。這個視頻的

內容打動了他，於是他開始念

九字真言。

哥哥的經歷

　　今年一月四日，哥哥給我

發短信，說前一天晚上他念完

真言後，睡著了。他非常驚

訝，因為過去幾個晚上他一直

失眠。他想：「九字真言真的

對我起作用了？」

　　我鼓勵他繼續堅持下去。

過了幾天， 他又給我發短信

說，前一天晚上他在結束旅行

回家的火車上反覆念九字真

言，幫助他排除負面想法。他

說：「在擁擠的人群中，周圍

都是陌生人，我很容易緊張。

當我出現負面想法時，九字真

言幫我回歸正軌，保持積極向

上的思想。」

　　他還說，「念九字真言幫

我保持冷靜，不再陷入幻覺，

頭腦清醒，內心平靜。」

兄妹和解

　　今年一月八日下午，哥哥

告訴我，他頭天晚上為自己過

去粗暴對待妹妹的行為道歉

了。他說：「是九字真言給了

我力量、勇氣和智慧去做這件

事。這是戰勝自我的一個巨大

的勝利，我很高興這麼做了。」

　　我真的被感動了。以他的

脾氣，我從沒想過這種可能

性。我告訴他我的驚訝，哥

哥回答說：「我知道。以前的

我太驕傲、太自私，根本做不

到。」接下來，每星期一次的

晚餐聚會上，我們都見面。我

妻子說，哥哥積極地參與聊

天，變得快樂、外向了。

　　哥哥還有其他方面的收

穫。他說：「以前我經常在夜

間多次醒來上廁所，現在我只

需要起來一次，最多兩次。」

他的老花眼也有改善。

　　今年二月十三日，哥哥去

看醫生時，醫生說他完全康復

的機會很大（指一年內不復

發）。二月二十五日，哥哥再

去看醫生時，醫生將他的藥量

減半了，從十毫克（一月十三

日開的）減到五毫克。這表明

他正在康復中。

　　現在，哥哥每天晚上都念

九字真言。他已經看完《法輪

功》一書，現在正在讀《轉法

輪》，並開始煉法輪功第一套

功法。目睹哥哥身心變得更健

康，我從心底裡感謝大法，感

謝師父！希望更多的人嘗試九

字真言（不需要大聲念出來，

也不需要改變你的信仰、生活

方式）！

誠念九字真言 哥哥克服了抑鬱症

大陸疫情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上海的封城措施「全域

靜態管理」還在繼續，除了

身穿防護服的白色大軍，街

道空無一人。

　　四月四日，上海對全市

近二千五百萬人進行了核酸

檢測。在幾輪核酸檢測中，

上海大批的醫生、護士被交

叉感染。很多醫院出現醫院

內部交叉感染，幾乎全部醫

生、護士、護工、工作人員

都成為密接和次密接。

　　有醫院領導請示閉環管

理，但政府領導部門為了完

成任務，不讓醫院隔離封

閉，仍然派出大批密接和次

密接的醫護人員去各個小區

做核酸檢測。

　　目前已知的出現問題醫

院有上海六院、龍華醫院、

岳陽醫院、普陀區中心醫

院，中山醫院、閔行區中心

醫院等。

　　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員會

吳乾渝介紹，截至四月七日

晚 12 點，上海本輪疫情累

計報告感染者超過 13 萬例。

這 13 萬例確診中，官方報

告只有 1 例重症。這樣的數

據堪稱「奇葩」。外界質疑

中共官方數據縮水嚴重。

　　上海繼續實施封控管

理，除特殊情況外，嚴格落

實「足不出戶」。很多小區

大門緊閉，居民面臨嚴重的

斷糧危機。

　　在微博裡，一長串的抗

疫求助，明確寫出自己所在

小區位置，包括浦東新區禹

州國際、浦東新區唐鎮高科

東路、浦東新區金橋鎮樂園

路、寶山區淞南鎮淞南一村

到十村等區，都在哀嚎 「沒

有收到任何物資」。有人在

網上怒吼「快被逼死了」。

　　上海當局將家長與年幼

子女強制分開的防疫手段引

發大量爭議。當地基層官

員、學者及民眾對防疫措施

怨聲載道，有上海疾控專家

感歎，當局的防控措施已經

把人逼瘋。

　　中共解放軍和十六個省

市約十萬人從公路、鐵路及

機場抵達上海，除協助對抗

疫情，還要防控社會事件。

居住在機場附近的居民馮女

士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外地

武警已經到達上海並投入戒

備，不斷有大型飛機起降的

轟鳴聲。

上海很多醫護被交叉感染

	�上海靜安

區一肉類和

魚類市場要

求顧客出示

健康碼。

女兒的紫 性腎炎治癒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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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和

平上訪，已經成為歷史。但那

一天的情形，卻深深地印在我

的腦海中，彷彿昨日，永不能

忘。

　　四月二十四日，一個功友

給我打電話，講了天津功友被

抓的事，說天津功友明天要去

國務院信訪局上訪，他們需要

支持，問我去不去。我正好是

二十五日休息，就說：「去！」

　　二十五日早上六點四十左

右，我坐地鐵到了府右街南

口。那兒聚集了上百名功友，

說警察已經攔住了路口，不讓

進去。大家三三兩兩地走著，

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聽見美妙

的煉功音樂，一看有二、三十

人在煉功，我走過去，跟著煉

起來。

　　後來一個熟悉的功友對我

說，可以從小胡同走進府右

街。我們手拉手，快步走去。

這時，所有通向府右街的小胡

同裡，几乎全是大法弟子。胡

同雖窄，肩擦著肩，沒有一個

人說話，只聽見急切、快速的

腳步聲。

　　到了府右街一看，路的西

邊馬路牙子上已經站滿了大法

弟子，警察十步一崗圍著路

邊，從南到北拉成一條線。大

家靜靜地站著或坐著，有的打

坐、有的學法。

　　此時正是上班時間，路中

間大小車輛、自行車從北到南

行駛著，所有的人都驚訝地看

著這祥和、安靜的人群：沒有

標語、沒有口號、沒有喧嘩、

沒有憤怒、沒有怨恨。

　　我找到了一個認識的功

友，其他功友給我讓座，因為

人多，坐不下，大家輪著坐。

我正好帶了《轉法輪》，就認真

地讀起來。

　　中午，有人從小胡同裡的

飯館買來包子給大家吃。買包

子的功友說，買包子的人特別

多，大家默默地排隊。沒有人

爭搶，沒有插隊，買完了，等

著老闆蒸下一鍋。老闆樂得合

不上嘴，說：「從來沒遇到這

麼多、這麼好的上訪人群，法

輪功真好！」

　　我那天一整天，既不餓、

也不渴、也不想去衛生間，只

覺得輕鬆、愉悅、無慾無求。

那天的天氣預報說是有小雨

的，但雲開日出，竟出了太

陽，風和日暖，不冷不熱。

　　有的弟子給身邊的警察講

真相，警察都表示能理解，沒

有爭論、沒有衝突。

　　有的弟子去扔垃圾，順路

邊走邊收集大家的垃圾，一起

扔掉。不時地，有公安、國

安、武警的麵包車緩緩經過，

可以看到裡面架著攝像機，大

法弟子們站得筆直，讓它照。

坦坦蕩蕩，堂堂正正，沒有畏

縮，沒有懼怕！

　　下午因單位有事兒，我就

走了。晚上，問別的功友還去

不去？她說：「九點多就撤了，

天津已放人。」

　　後來江澤民鎮壓時說：「法

輪功 4.25 圍攻中南海」，我聽

了一驚：「真是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啊！」

　　法輪功學員的四 . 二五和

平上訪，我敢說在中國這塊土

地上前所未有！不但中共治下

幾十年沒有，近百年的現代史

沒有，五千年的歷史也沒有。

她將作為人類歷史輝煌的一

頁，被人們傳頌。 

四二五事件簡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

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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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在時任國務院總理

的關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

解決。當晚法輪功學員靜靜地

散去，地上一片紙屑都沒有，

連警察扔的煙頭都給撿了。

現場一女警感動地說：這就

是德，看看人家多講道德。

四 . 二五上訪被國際社會稱為

「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大、最

理性平和、最圓滿的上訪」。

歷史回眸：祥和安靜的北京萬人上訪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建明（化名）五十多

歲，是某公安局副局長。

他的主要工作是所謂「維

穩」，身不由己干了許多

助紂為虐的事情。

　　一開始，建明對法輪

功不了解，只要上面一布

置迫害，每次他都帶頭參

與。法輪功學員多次給他

講真相，他不聽。他的惡

行在明慧網上曝光後，海

外法輪功學員給他打來勸

善電話，這對他起到了一

定的震懾作用。

　　一天，建明參加他表姐

孩子的婚禮。在婚禮上，他

遇到了表姐村裡的一位女法

輪功學員。這個學員告訴他，

法輪功是佛法修煉，迫害修

佛的人對他不好，並勸他退

黨。建明說：「我還要工作，

黨可不能退。」

　　雖然沒退黨，但建明畢

竟聽進去些真相，他也覺得

法輪功學員都很善良。

　　有一次，他帶人去綁架

一個女法輪功學員，當事人

不在家，十來歲的女兒跑出

去給媽媽送信。建明看見了，

但他並未阻攔。最後這位女

學員躲過了這場迫害。

　　之後，建明還是身不由

己地參與著迫害，只是不那

麼主動了。

　　二零一八年，建明旁聽

了當地法院對一名法輪功學

員的非法庭審。當聽完律師

有理有據的無罪辯護後，他

才如夢方醒：原來按照中國

的法律，法輪功在中國真的

不違法。原來這麼多年，自

己真的都是在違法迫害。這

對他又是一個很大的觸動。

但他還是沒有正念，心想：

「共產黨一黨專政，我違法又

怎樣。你沒罪，又怎樣？法

院不還是照樣判你？！」

　　就在這個時候，建明的

身體出了問題。經醫院檢查，

在他的體內發現了癌細胞，

雖然不至於馬上致命，但對

他也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近年來，建明的那些手

下，有公安局的同僚、有派

出所的所長、還有普通警察，

以不同的形式死了好幾個。

他憂心忡忡地說：「怎麼都是

死年輕的？」

　　漸漸地，恐懼控制了建

明的身心。他想起了法輪功

學員說的：「人不治天治！」

　　建明雖然有病了，但也

不敢聲張，怕別人知道了，

說他遭了報應，只能堅持著

上班。這時，他朋友的妻子

（法輪功學員）再勸他退

黨，他同意了。

　　一天，國保警察綁架

了一個貼法輪功真相條幅

的老年女法輪功學員，要

送拘留所，建明正好碰

上。一看，正是他表姐村

裡的那個勸他退黨的女學

員。他沉著臉，對國保隊

長說：「走走程序算了。」

國保隊長明白了他的意

思：「局長這是不讓迫害

法輪功學員呀！」

　　這些年來，國保警察

們也多少明白些真相，不

想再做壞事了，但迫於上面

的壓力，不得不干。現在局

長發話了，正好送個順水人

情。他們拉著女學員在拘留

所辦了個手續，就讓家人把

她接回去了。這位女學員也

不忘救人的使命，勸國保隊

長退了黨。

　　二零一九年秋天，建明

外出辦事，他的手下又給他

打來電話說：上面吩咐下來

了，讓他們去騷擾法輪功學

員，並向他請示：「法輪功學

員若不配合簽字，是否就抓

人？」

　　建明一聽，就說：「怎

麼，幹這個事兒，你們上癮

哪？都什麼時候了，還這麼

鬧勁？」他的手下馬上明白

了，到法輪功學員家連門都

沒敲，在門外轉一圈，就回

去交差了。

　　建明現在除了開會，平

時不怎麼上班了。特別是這

場瘟疫到來後，他更相信法

輪功學員講的都是真相。

查出癌症後 公安局長立功贖罪 上門騷擾的警察遭痛斥：

「你們跟土匪一樣」
	�文 : 中國大陸大法弟子

　　「你們頭頂國徽，不去抓

壞人，反而來抓好人，……你

們簡直跟土匪一樣。」一位法

輪功學員的家人這樣痛斥上門

騷擾的警察。警察自覺理虧，

囂張的氣焰一下沒了，掉頭就

走，從此沒再騷擾過這位法

輪功學員家。法輪功學員家屬

抵制迫害，使得邪惡收斂了很

多。這樣的例子現在越來越

多，下面略舉幾例。

案例一

　　法輪功學員 A 二零零二

年去北京上訪後，不斷被警察

騷擾。有一天，警察又到 A 家

非法搜查，到處亂翻。A 斥責

他們：「你們頭頂國徽，不去

抓壞人，反而來抓好人，實在

是不可思議！」一頭目問道，

你家門外貼的對聯，是不是你

貼的？此時，A 的丈夫大聲質

問：「滿大街都有對聯，都是

她貼的麼？」警察無話可說，

默默離開了。

　　沒過多久，國保科長（已

遭惡報暴病身亡）又帶警察來

騷擾 A，進門就說：「上次你

的態度很不好，並且說你還去

過北京上訪，這次非搜出些資

料不可。」他們就翻箱倒櫃，

搞得家裏一片狼藉。

　　這時 A 的丈夫平靜地對

警察說：「你們簡直跟土匪一

樣。」這樣一說，那些警察的

囂張氣焰就沒了，掉頭就走，

從此沒再騷擾過同修。

案例二

　　某一村莊有幾位大法學

員，迫害剛開始時，警察經常

去騷擾，還勒索學員的錢財。

其中一位學員的家人站在門

口，說：「你們三番五次來找

麻煩，今天誰敢來，誰把騙的

錢還給俺！」

　　他指著治安主任說：「你

們貪污的錢都幹啥了？無緣無

故抓好人，你們做點好事積點

德吧，那時騙的是一千元，現

在得還三萬元，要不還錢，誰

再來，把他的狗腿打斷。」

　　從此以後，惡人再也沒有

去他家騷擾過。

案例三

　　去年冬天，中共人員到法

輪功學員 D 家騷擾，企圖綁

架她去洗腦班。D 的丈夫對她

說：「你別呆在家，讓我來對

付他們。」D 的丈夫告訴中共

人員：「她這麼大年紀了，煉

功以後沒吃過藥，也沒有生過

病，她學真、善、忍，脾氣變

好了，你們想把她『轉化』成

什麼樣？」對方趕緊說：「她年

歲大了，就不讓她去了。」

　　這幫人走出門的時候，又

指著對聯說：這對聯得撕掉。

D 的丈夫說：「我們家的對聯

有什麼不好？都是教人做好

人，讓人有美好未來的。」那

些人無話可說，就走了。

　　邪不勝正。如果家人、鄰

居、單位同事都勇敢站出來，

維護正義，邪惡是非常害怕

的，迫害也就難以為繼。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在北京上訪的歷史圖片。他們人數雖多，但沒有標語、

沒有口號、沒有喧嘩，也沒有堵塞交通。他們只是靜靜地站在人行道上，等著向政府反映事實真相。

大法修煉人展現的道德風範，讓現場警察都驚歎。

	�看到很多迫害法輪功的人遭惡報，

現在越來越多的大陸警察暗中幫助法

輪功學員，希望將功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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