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意大利法輪功學員　

　　從二零一五年起，意大利

南方的幾所高中，陸續地接觸

到法輪大法，尤其是貝利托和

卡洛兩所高中的學生開始有幸

聽聞法輪大法。

高中課堂上認識法輪功

　　貝利托和卡洛兩所高中的

學生們，七年來從高一到高五

班的每屆學生都有機會了解法

輪大法及在中國仍在進行的迫

害。任課教師隨著年級增長給

學生安排的相關課程時間也隨

之增加，並藉此告訴學生法輪

功真相，揭露中共自建政以來

歷次政治運動中對中國人民尤

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破壞。在

校的所有學生都觀看過介紹大

法的資料及視頻並學習法輪功

功法。

　　通過觀看幾部描述法輪功

修煉者在中國遭受迫害的獲獎

真相影片，師生們都表示獲益

匪淺。有的老師表示感受到法

輪功學員的善良和精神價值，

使這些正在成長期又處於疫情

恐慌下的高中生，都更有勇氣

面對現實，學會在困境中讓自

己快樂、積極、健康地成長。

　　在五年級畢業班國家考試

的議題中，有關中國自由信仰

及傳統文化方面的內容。有的

高中生遞交了關於法輪大法的

報告。師生們在準備的資料

中，介紹並揭示了在當代中國

所發生的對於信仰及傳統文化

的迫害及摧殘。

　　神韻巡演到意大利時，學

校還組織了學生前去觀看。學

生們驚歎神韻演出的美麗，更

近距離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

散發的優雅及韻律。他們感到

印象深 並驕傲於有幸學習漢

語，相融於這樣偉大的國度及

文化。

體育課中學煉功法

　　二零二二年開學以來，在

中文老師及體育課老師的配合

安排下，學校體育課也安排了

教授法輪功功法課程，這樣不

僅中文班學生，其他語言班學

生也能在體育課中系統、詳盡

地學煉法輪功功法。課上學

生們都感受到強烈的能量及祥

和、寧靜的安撫力量。

　　一段時間的學煉法輪功

後，多個班的主任老師都反映

學生們上課時的表現，相較學

煉法輪功之前，都更快樂、安

靜，心態平和、精力集中。

　　校長也對教授法輪功給予

肯定和鼓勵，體育老師還特意

購買了大法著作《轉法輪》來了

解法輪大法。學校網站專門介

紹法輪大法及在中國發生的迫

害，展示學生體育課的煉功視

頻。現在全校老師都要求專門

為老師安排時間教授法輪功功

法。

大法善化力量改變學生

　　隨著法輪大法在這些高中

傳播，其正面的影響也愈發顯

著。

　　卡洛高中的一個高三漢語

班，在一年級時是各科老師的

頭疼班，各種矛盾不斷，很難

管理及教導。

　　但二年級時，中文課老師

開始讓學生接觸法輪大法，觀

看介紹影片及真相資料。漸漸

地所有老師感到這班學生的整

體變化，由開始時的躁動不安

變得安靜、平和。

　　其他科目老師們時常稱讚

他們的變化及欣慰於他們健康

成長。全班學生還要求老師給

他們安排習煉法輪功法的課

時，他們都明白自己在大法中

受益良多。

　　（明慧澳洲悉尼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

日，法輪功學員再一次應邀參

加澳洲悉尼西部最大城市黑鎮

（Blacktown）歡慶嘉年華大巡

遊，澳洲市議員讚法輪功團體

為人類帶來了和平的信息。

　　西悉尼黑鎮是澳洲第三大

城鎮。每年的遊行慶典都非常

隆重，法輪大法團體已二十多

次應邀參加這項節慶活動，受

到主辦方和現場觀眾的喜愛，

並多次獲金獎。

　　學員當天在展位前展示法

輪功五套功法時發出的祥和能

量場，以及他們內心的平靜祥

和給當地民眾留下了深 的印

象。他們稱讚法輪功學員成功

地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

一起，並向他們展示了世界真

正需要甚麼。

法輪功團體給人類 
帶來和平的信息 

　　澳大利亞榮譽勛章獲獎

者、黑鎮市議員凱西﹒柯林斯

（Cr Kathie Collins，OAM）

稱讚法輪大法學員是鍥而不捨

的人，他們總是給人類帶來

和平的信息，「所以我們歡迎

法輪大法常駐於黑鎮的生活

中。」她說自己經常用法輪大

法真、善、忍的原則來指導自

己言行，這對社會絕對有好

處。「如果我們沒有善，那麼

我們就會失敗。如果我們的心

不向善、沒有善，那麼我們已

經失去了良心。」

　　黑鎮市議員傑斯﹒迪亞茲

（Cr Jess Diaz） 說：「我 很 高

興看到法輪大法團體每年都來

黑鎮。而且這確實是我見過的

最好的團體之一 ...... 謝謝你來

到黑鎮。」他還表示，大家都

讚賞並相信法輪大法真、善、

忍價值觀。

　　澳大利亞榮譽勛章獲得

者、黑鎮市長托尼﹒布萊斯代

爾（Mayor Tony Bleasdale，

OAM）經常讚賞法輪功團體為

黑鎮帶來美好，真正展現了他

們對黑鎮的貢獻。他還表示：

「這是一場精彩的遊行。」

學員的平靜祥和 
給居民留下深刻印象

　　在當天活動上，法輪功五

套優美的功法動作和輕柔的音

樂吸引了不少中西方民眾。他

們表示能感受到法輪功學員煉

功時發出的祥和能量場。一些

居民表示想學法輪功並留下了

聯繫方式。

　　得知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

的真相後，凱莉﹒塞蒂（Kylie 

Ceti）說：「可怕的是，雖然

迫害罪行還在發生，但有人希

望它被遺忘。我感到高興的是

法輪功學員正在繼續努力講真

相，讓更多世人明白真相。並

把真、善、忍的美好傳播給社

會。」

　　她表示：「每個人都有言

論自由，沒有人應該受到懲

罰。他們（法輪功學員）沒做

錯任何事！」 

　　 多 麗 絲 ﹒ 維 拉（Doris 

Vella）稱讚法輪功學員成功

地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聚在一

起，向人們展示了世界真正需

要甚麼。「僅僅因為信仰問題，

中共迫害法輪功已達二十三年

之久，這太可怕了。法輪功學

員在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中共

在這場迫害中永遠不會贏。」

　　多麗絲稱讚真、善、忍的

普世價值說：「『真』是我們所

相信的，『善』是對他人有善

心，可以療愈一切。」她鼓勵

法輪功學員繼續努力講真相。

「你靈魂深處必須相信神的存

在。不管有人說得多麼消極，

神看到了一切。」

市議員：法輪功為人類帶來和平信息

法輪大法扎根在意大利高中

	�文 : 俄羅斯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九

日，俄羅斯安加爾斯克市、

伊爾庫茨克市和切列姆霍沃

市的部分法輪功學員，參加

了安加爾斯克市城市日慶祝

活動，向人們介紹法輪功。

　　在該活動上，市民們在

「石化學家」文化宮所在的公

園裏展示自己親手製作的藝

術品和手工藝品。法輪功學

員在公園一角展開橫幅和美

麗的大蓮花，妝點了節日的

公園。

　　有學員在現場徵集「打

倒中共惡魔」（ENDCCP）

全球聯署簽名，這項徵簽

已在西伯利亞地區進行近一

年。很多人駐足聆聽中共邪

惡犯罪的真相，以及中共迫

害法輪功的真實原因並在簽

名簿上簽名。有些人感受到

大法弟子的真誠和善意並信

任他們，還沒聽完真相就要

簽字。

　　一些人說，他們曾經在

其它請願書上簽名，但還想

在這一份簽名簿上簽名。一

個年輕人對他女朋友說：「你

記得嗎，我告訴過你在中

國，（中共）殺害法輪功學

員盜賣器官的事情嗎？快簽

這份請願書吧。」

　　在安加爾斯克，很多民

眾已經知道法輪功；因為十

多年來學員們持續講真相、

徵簽、參加各種城市活動。

　　一名學員走近身著俄羅

斯民族服裝的一名業餘表演

者跟前徵簽，學員剛一開

口，這位表演者就說：「你是

法輪功，我簽。我知道你們

十五年了，你們都是好人。」

　　一位基督徒在聽說活摘

器官真相後告訴自己的學

生，「這（活摘器官）是來

自魔鬼的邪惡。《聖經》上說

這是一場善與惡的較量。」

　　一位年輕女性走到學員

面前說，她小時候在這個公

園曾參加過「和平的花瓣」

活動，學習過製作紙蓮花。

學員們通常也給孩子講真

相，告訴他們法輪功的真、

善、忍原則，也告訴人們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這位

女子說很高興再次見到學員

們，她說自己是「按照你們

說的真、善、忍原則長大

的」。現在她已經成年並

結婚。這位女子的母親走過

來，眼裏含著淚水，感謝法

輪功學員的善良和他們所做

的重要事情。學員們聽了也

很感動、很受鼓舞。  

俄羅斯城市日慶祝活動

法輪功學員傳真相

	�在今年五

月十三日世

界法輪大法

日，學生們

恭 祝 大 法

師父生日快

樂！

	�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法輪功學員再次應邀參加澳洲悉尼西部最大城市黑鎮（Blacktown）歡

慶嘉年華大巡遊。

澳
洲

	�了解真相

的人們紛紛

在徵簽表上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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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文 : 美國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一

日，南加州部分法輪功學員在

洛杉磯中領館前抗議，呼籲停

止迫害法輪功，要求中共當局

立即釋放因修煉真、善、忍被

非法關押的親人。

張軼淵：立即釋放 
我妹妹張軼博

　　洛杉磯居民、法輪功學員

張軼淵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

他的妹妹張軼博。

　　張軼博曾任上海一家外企

商務經理，去年十月九日遭中

共當局綁架，至今仍被關押在

上海市長寧區看守所。二零

二二年二月十五日，妹妹張軼

博和妹夫何冰剛被構陷至上海

市長寧區檢察院。

　　張軼淵說：「今年（二零

二二年）三月的時候，案子

送到了法院，換句話說，中共

的執法機關，還是準備對修煉

法輪功的人，非法起訴，在被

非法抓捕的四個月裡面，完全

禁止會面，理由是危害國家安

全，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妹妹在

看守所裡面的任何情況，一直

到了三月份，律師終於見到了

我妹妹，才知道這個案子已經

被送到了法院。」

　　張軼淵說，他妹妹修煉法

輪功後，聰明能幹，做好人；

他的妹夫何冰剛因不放棄對法

輪功的信仰被迫害致殘；他的

母親也因修煉法輪功曾被非法

判刑三年半。他強烈譴責上海

當局迫害一群信仰佛法、修煉

真善忍、對社會有百利而無害

的好人。　

　　「我們生活在美國這個自

由的社會，可能想像不到，在

中國有很多同胞因為信仰，

只因為要說一句真話，就會面

臨殘酷的迫害，甚至失去生

命。」張軼淵表示，中國法律

保護宗教自由，五千年文化講

敬天信神，修煉法輪功不僅符

合當今法律，也符合五千年傳

統文化。

　　張軼淵呼籲中共當局立即

釋放他的妹妹張軼博，並告誡

所有參與迫害的人不要隨著中

共作惡。他說：「上級下達的

迫害法輪功的指示和命令是違

法的。善惡終有報，不是不

報，時候未到。」

董欣華：母親兄長遭

迫害離世 弟弟又被冤

判 勿讓悲劇重演

　　洛杉磯居民董欣華的弟

弟、大陸法輪功學員董怡然，

年初因發放法輪功資料被中共

警察劫持，目前被非法關押在

瀋陽市和平區看守所。警方以

疫情為由，禁止親友探視。

　　董欣華的母親梁毓琴和兄

長董欣然，因為信仰真、善、

忍，遭到中共的殘酷迫害而離

世。董欣華希望兄長、母親的

悲劇不要在弟弟身上重演，她

呼籲各界幫助營救她的弟弟董

怡然。

　　董怡然原為遼寧省瀋陽市

公安局刑警支隊技術處工程

師。因為修煉法輪功，遭中共

非法開除公職，曾兩次被非法

勞教，並被非法判刑三年，共

計遭陷冤獄七年半。

　　 董 欣 華 說， 今 年 二 月

二十四日，六十一歲的弟弟董

怡然在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

時，被瀋陽市公安局和平區分

局馬路灣派出所張凱、杜勇等

六名警察綁架。警察非法抄

家，搶走了空白的光盤、真相

材料、大法書籍等私人物品。

　　董欣華說：「我們多方聯

絡，現在都沒有音信，警察告

訴說，因為疫情原因，不讓接

見，也不讓律師見。我們對他

的人身安全非常擔心，不知道

裡面能發生什麼事情。」

　　董怡然曾遭受酷刑迫害，

二十四天被強制剝奪睡眠，遭

受潑涼水、皮帶抽打、電擊等

迫害，累計坐牢七年半。

　　董欣華說：「二十三年了，

江澤民一夥對法輪功修煉者的

迫害，造成多少家庭妻離子

散，家破人亡，我們家就是最

好的見證。」她正告所有參與

綁架董怡然的人員，立即停止

迫害法輪功。

童翠華：妹夫李佑武

被冤判八年

　　洛杉磯居民童翠華表示，

她的妹夫李佑武因發法輪功真

相信息，於二零一七年七月

十七日遭江西新余渝水區國保

警察綁架，被冤判八年，並被

勒索一萬元人民幣罰款。

　　這是李佑武第二次被非法

判刑。二零一一年，李佑武因

為給學生講真相被誣告，曾被

判冤獄三年半。

　　李佑武曾是一名無業遊

民，打架鬥毆是家常便飯；他

修煉法輪功後浪子回頭，改掉

了所有惡習，成了一名打不還

手、罵不還口的好人。他和妻

子開辦了一家課外培訓學校，

獲得老師、學生和家長好評，

在當地口碑甚佳。

　　童翠華要求中共當局立即

釋放李佑武，釋放所有被非法

關押的法輪功學員，法辦迫害

元凶江澤民。

　　洛杉磯退黨中心負責人李

海倫表示，自江澤民與中共

互相勾結迫害法輪功以來，

二十三年中有多少好人遭受折

磨、含冤離去；今天仍不斷

有法輪功學員遭受酷刑折磨、

被迫流離失所，甚至被迫害致

死，這些人間悲劇不應該再繼

續發生。

　　她正告所有參與迫害法輪

功學員的相關單位與個人：「善

惡必報，不要充當中共迫害好

人的打手、成為天滅中共時的

陪葬。立即停止迫害，作出正

確的選擇。」

　　（明慧網通訊員四川報

導）四川省遂寧市介福橋派出

所警察和當地居委會人員，去

年對老年法輪功學員趙燕實施

綁架、抄家，整個過程如同土

匪強盜一般。

十餘人綁架一個老人

　　去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十點

多，七十六歲的趙燕從外面買

菜回家，經過一條小巷時，不

經意間發現兩個形跡可疑的人

正盯著她。她走到小區大門口

時，發現老伴坐在那裡。老伴

對她說：「我的鑰匙放在家裏

了。我打電話叫女兒找你，（趙

燕沒帶手機），介福橋派出所

的人正在找你。」

　　趙燕環顧四週，男男女女

十多個，守在她老伴周圍，其

中四、五個女人是鹽市街社區

居委會的。這幾個女人看見趙

燕，互相使著眼色。趙燕往樓

上走，這十幾個人緊跟其後上

了樓，逼著趙燕開門。

　　門一開，他們便一窩蜂似

地闖了進去。趙燕正想鎖上她

臥室的門，一便衣警察衝上

前，用手按住門，不讓鎖。其

餘的人分頭衝進各房間，翻遍

所有的抽屜、櫃門和角落，搜

走電腦、mp3 播放器、U 盤、

手機、視頻播放器、 錄機等

私人物品。

　　在警察的授意下，居委會

四個女人合力將七十六歲的趙

燕使勁兒往客廳拖，老人試圖

掙脫，警察誣陷老人妨礙他們

執行所謂「公務」。

　　警察架著趙燕往樓下走，

老人一路高呼：「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有個警察問她為什麼要

喊？老人回答：「我沒做壞事，

你們是在抓好人。」警察把老

人塞到警車裡，一邊一個警

察，將老人夾在中間。

　　非法審訊期間，趙燕問警

察的姓名時，其他的警察不吱

聲，有個警察囂張地說：「我

是劉大隊長，你去曝光嘛，我

搞了這麼多年，我怕啥子？」

　　還有一個叫鄧丹（音）

的警察也說：「我們不怕，做

了這麼多年，又沒報到我。」

不知他是否聽說過中國這句老

話：善惡有報，不是不報，時

辰一到，一切全報。

　　警察叫趙燕在筆錄上簽

字，她拒絕，並告訴他們：「簽

了對你們不好。」警察連忙說：

「不簽算了，不簽算了。」一直

到第二天凌晨兩點多，老人才

被家人接回家。

　　趙燕的老伴八十多歲，已

患肺癌多時，眼睜睜地看著一

幫警匪在自己家裏肆意妄為，

老人又氣又驚又怕，大腦受到

很大 激。他經常喃喃自語，

時而驚恐地說：「趕快收東西，

外面又有兩個警察。」

洛杉磯居民要求中共釋放受迫害親人

四川老人遭警匪搶劫綁架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瀋陽市法輪功學員劉玉

坤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

遭獄警在飯菜中下毒。最近

得知，劉玉坤已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含冤離

世。

　　劉玉坤於一九九九年初

開始修煉法輪功，多年的疾

病很快痊癒，家庭開始出現

歡聲笑語。

   可是，同年七月二十

日，中共開始瘋狂迫害法輪

功。劉玉坤冒著危險走出

來，面對面向民眾講真相。

派發檯曆被冤判三年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劉

玉坤在沈河區免費發放法

輪功真相檯曆，很多民眾索

要。受中共謊言毒害的人向

派出所惡意舉報，導致劉玉

坤在家中遭當地派出所警察

綁架。

　　在瀋陽市第一看守所非

法關押期間，劉玉坤經常拉

肚子，牙齒掉了三顆，身體

多種病症復發，一度被送醫

院檢查。

　　二零一四年七月，劉玉

坤被沈河區中共法院非法判

刑三年。

獄警在她飯菜中下毒

　　在瀋陽女子監獄，劉玉

坤遭惡人恐嚇，還被警察在

飯菜中下藥，身體出現嚴重

糖尿病症狀，在出獄前後，

斷了兩根腳趾。

　　回家後，劉玉坤繼續受

到迫害，被非法索要三年的

退休金，生活陷入困境。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初，

她出現腦血栓症狀。十二月

中旬，片警突然強行入室對

她拍照，使她再次遭受重大

精神打擊。十二月二十九

日，劉玉坤含冤離開人世。

瀋陽市劉玉坤含冤離世

	�洛杉磯法輪功學員張軼淵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他的妹妹張軼博。

	�張軼淵的妹妹張軼博。

	�張軼淵的妹夫何冰剛。

	�洛杉磯居民董欣華（左）呼籲中共立即釋放其弟弟董怡然。

	�洛杉磯居民童翠華呼籲中共立即釋放其妹夫李佑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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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目前的醫學很發

達，但是仍然有很多疾病

無法被攻克。

在《絕處逢生》這本書

裡，我們可以看到各種人

罹患頑疾和絕症的悲涼故

事。可是他們因各種因緣

際遇修煉法輪功之後，都

得以絕處逢生，開始了身

心健康的幸福生涯。

該書收集了八十多個

真實的人生故事，均采編

於明慧網，包括： 染怪病

的美國普度大學博士生的

重生；十四個白血病人中

只有我因修大法活了下來；

修大法治癒絕症，尿道排

出七公分結石；大法治癒

我的股骨頭壞死和乳腺癌；

瑞典肺癌患者：法輪功讓

我奇蹟般恢復了健康；等

等。

大 家 不 妨 讀 一 讀 此

書，給自己的人生打開一

扇希望的大門。

本書也是「明慧叢書」

系列的一集，可以在天梯

書店買到。

天梯書店網址：

tiantibooks.org

	�文 : 新加坡法輪功學員

　

　　金色的五月，普天同慶大

法日。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三

日，恰逢法輪大法弘傳世界

三 十 載， 暨 李 洪 志 師 父 的

七十一華誕。欣迎節日到來，

新加坡的三位法輪功學員，懷

著對師父和大法的無限感恩，

分享他們入道得法和身心受益

的神奇經歷，希望更多的世人

能夠聽聞「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的福音。

軟件工程師修大法 
濕疹頑疾痊癒

　　四十二歲的軟件開發工程

師景安修煉大法七年了。現在

的他像個生龍活虎的小伙子，

而在二三十歲風華正茂時，他

卻被嚴重的濕疹折磨了十多

年。

　　回首過往，那是一段苦不

堪言的記憶。景安說他「一直

都是通過塗藥膏來抑制病症的

發作，只能起到暫時緩解的作

用，而且長期塗藥還會引發副

作用。」

　　二零一四年底，當時住在

澳洲的他決定不再塗藥了，嘗

試其他方法。結果濕疹爆發，

成片成片的鱗狀皮膚奇癢無

比，還往外滲出黃色液體，夜

夜難以入眠。

　　有病亂投醫，中醫治療、

食物過敏測試、濕疹安全飲

食，練氣功、打太極、學瑜

伽，種種辦法他都試了，卻收

效甚微。

　　二零一五年的一天，景安

讀到一本書 ，其中講到法輪功

是一門直指人心的功法，給他

留下深 印象。於是他在網路

上搜尋，讓他喜不自勝的是，

法輪功所有材料在網上都是免

費的，他開始學煉功法。沒想

到兩三個月後就收到了明顯的

效果，濕疹最嚴重的地方漸漸

痊癒了。

　　這以後，信心大增的他開

始閱讀法輪功的著作，而且越

讀越有興趣。他發現，法輪功

講的道理博大精深。他學會了

以真、善、忍準則處世待人，

說話做事都會考慮別人是否能

夠接受，會不會傷害到他人，

很快改善了人際關係。

　　家人親眼見證了景安的變

化。前陣子在一次家庭聚會

中，患抑鬱症近二十年的哥哥

問他：「法輪功有沒有什麼簡

單易學的東西可以做的？」哥

哥長期以來一直靠藥物來控制

疾病。

　　景安想到「九字真言」，

就告訴哥哥：「確實有一個非

常簡單的辦法，就是誠心誠意

地念誦『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不需要放棄信仰或改變

生活，只要念這九個字就可以

了，誰都可以這樣做。」

　　哥哥念「九字真言」後，

病情很快改善了，醫生說如果

一年不復發，康復的機會很

大。哥哥告訴景安說：「當我

感到恐慌或焦慮時，『九字真

言』會幫助我內心獲得平靜，

我會感到安穩。」同時，他的

失眠症和老花眼也改善了，連

晚上起夜的次數都減少了。

　　現在，哥哥每天晚上都

念九字真言。他已經看完了

《法輪功》，現在正在讀《轉法

輪》，還學煉了第一套功法。

　　

老人誠念真言神蹟顯

　　胡松嵐今年七十二歲，退

休前是一名送貨員。兩年前的

一次生死大劫促使他走入法輪

大法修煉。

　　胡先生的太太是一位修煉

十年的法輪功學員，常給他講

修煉人的故事，也叮囑他常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胡先生非常支持太太煉

功，他說：「太太煉功前身體

很差，一個星期至少看兩天中

醫，拔罐、針灸，樣樣都來，

也不見好轉。我就建議去政府

醫院看（西醫），看了也沒好。

我那時很煩惱！」

　　「她煉功後，起初我還半

信半疑。後來看她身體越來越

好，我跟她講，你學這個法輪

功真好！」

　　二零二零年三月的一天，

在家中的胡先生要走出沖涼房

時，突然感覺渾身發軟，暈倒

在門口。他說：「當時的感覺

就是渾身無力，全身動不了，

但是意識清楚，能聽到別人講

話。」

　　在救護車上，一位男護士

問他，手能動嗎？他發現，兩

隻手不能動，手指也動不了，

很僵硬，不由得心裏暗暗叫苦

怎麼辦。突然，他想起，危難

時要念「九字真言」，可以逢

凶化吉、遇難呈祥。於是，他

在心裏默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他說：「大概就是六七秒

鍾的時間，左手手指就可以動

了。繼續念幾秒鍾，右手也可

以動了。我心想，李洪志師父

今天又救了我一命。」

　　後來，醫院檢查出他的心

臟血管堵塞，五條血管中，三

條堵了 75%，一條堵了 95%。

醫院想要用氣球擴張術幫他疏

通血管，但是失敗了。

　　他被轉到另一家醫院，說

是要做繞道手術。感到手術風

險大，他拒絕了。又回到第一

家醫院，仍然採用氣球擴張術

疏通血管。醫生擔心會和上一

次一樣不成功。不過，這一次

他一直默念「九字真言」，結

果手術非常順利。

　　「我知道是師父再一次救

了我。」此前他在工作時曾有

過三次化險為夷的經歷。一

次是被同事倒車時撞飛；一次

是去超市送貨時，貨架最高處

掉下重物，他險被砸中；一次

是上夜班時突發胃穿孔緊急就

醫，撿回一條命。

　　胡先生曾感歎：「這一切

都是師父保護我。我年輕時剛

出來工作的時候，有在家禽屠

宰場工作，欠過命債，師父幫

我還了債。」

　　這一次又躲過一場大難，

胡先生決定和太太一起修煉法

輪功，他參加了法輪功九天學

習班，系統地看了法輪大法創

始人李洪志師父的九天講法錄

像。

　　真正走入修煉後，胡松嵐

發現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好，甚

至比退休前還好。以前，走上

一、兩百步就感覺喘，必須要

休息一下；現在走路很輕鬆，

走多遠都不覺得累。以前要吃

很多藥，慢慢不吃了，現在反

而更健康了。

17 歲男孩告別藥罐子

　　 十 七 歲 的 安 德 魯

（Andrew）曾經是個瘦巴巴的

小男孩，是讓媽媽心疼的「藥

罐子」。

　　小時候的他因免疫系統

差，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

都在發燒、感冒，所以兒時

的記憶中整天都在吃藥，抗生

素、咳嗽藥、退燒藥，中藥、

西藥都吃。

　　他說：「這些藥吃得我全

身發軟，四肢無力，臉色蒼

白，人也瘦巴巴的。吃什麼都

沒有味道，睡也睡不好。小時

候一看到藥就哭，有時藥一吃

下去，就吐，連吃進去的粥都

吐出來。到最後看到藥，還沒

祛病健身

法輪大法開啟健康人生

開始吃，就反胃，要吐。」

　　七歲那年，媽媽帶他進了

明慧班，從此走上修煉的路，

他的身體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

變化。

　　他說：「在明慧班和其他

大法小弟子一起讀《轉法輪》

和煉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開

心和快樂。每天晚上在睡覺之

前，媽媽也要求我和她一起讀

《轉法輪》。」「自那以後，差

不多一年之內，發燒和感冒就

變得很少，後來就都好了。」

　　不修煉的爸爸原本極力反

對他學大法，看到他身體的變

化後也轉變了態度。他還記得

有一次，一家人出國遊玩，爸

爸在臨行前還特意叮囑「別忘

帶上《轉法輪》」。

　　現在的安德魯已經是個健

壯的小伙子了。真、善、忍的

法理教導他遇事向內找，做事

先考慮別人。在學校裡與同學

相處時，他都會把自己當作修

煉人去對待。

　　碰到別人犯了錯，他不會

去責怪，而是會想，是不是自

己有什麼地方沒做好，這讓他

和別人相處更容易，也更融

洽，還幫他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來自新加坡的感恩

	�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下午，新加坡法輪功學員在芳林公園舉辦慶祝活動，喜迎法輪大法洪傳世界三十週年。圖為學員們滿懷感恩雙手

合十，齊聲恭祝李洪志師父生日快樂。

	�軟件工程師景安因修煉大法而重獲健康，徹底擺脫了

困擾他十多年的嚴重濕疹。

	�年逾古稀的胡松嵐修煉大法後，身體

更健康、精力更充沛。

	�十七歲的安德魯（Andrew）年幼時體

弱多病，是個名副其實的藥罐子，修煉

後很快成了健康的孩子。世界法輪大法

日之際，安德魯（Andrew）恭祝師父生

日快樂，感謝師父慈悲救度。

《絕處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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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隨著大量惡報事件出現，

追隨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人開始

擔心、找退路，越來越多的人

正在覺醒和反思。下面舉兩個

真實的例子。

刑庭庭長的請求

　　一天，以前認識的一個刑

庭庭長，突然要和我說一件

事。他說得知自己在國外被列

入了被追查的名單，他懇請我

幫助聯繫去掉他的名字。

　　該庭長稱，當初他給法輪

功學員判刑，是「六一零」（中

共迫害法輪功的專門機構）

和政法委強制性的，他不判別

人也得判，所以沒有辦法。現

在知道被列入了被追查名單，

十分擔心影響到自己及子孫後

代，並說再也不參與迫害法輪

功了。

博士終於退黨

　　一天，再次給一個認識的

博士講真相。她是個比較優秀

的人才，也是個單純、善良、

倔強的人。之前，我給她講真

相，她固執不聽。

　　這次我見她滿臉的委屈與

無奈，就再次給她講真相。從

中共篡政以來的各種運動，到

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輪

功、迫害異議人士，我一點點

地講，她靜靜地聽，和之前的

高傲形成鮮明的對比。

　　隨後她講了自己的經歷，

講到傷心處，不斷地流淚。她

說自己一心工作，不斷地研

發，都是自己投資。為了創

業，為了實驗，賣掉房子，她

踏踏實實地鑽研。因為不善言

辭與社交，家人都是普通農

民，沒有背景，最終的成果卻

成了政府和別人的。而自己還

揹負著一身債務。她的淚水透

露出極度的無奈。

　　說到退出黨員、團員、少

先隊員，這一次她不再拒絕，

而是發自內心地同意。她說，

當初加入中共，是希望能更好

地利用所學專業造福百姓。但

是加入後才知道，中共完全是

說一套做一套，宣傳自己如何

好，都是騙人的。她後悔加

入，尤其是遭遇種種不公後，

她更加後悔，並說如果不是親

身經歷，她不會相信中共是如

此邪惡，完全是反人性的。

　　希望可貴的中國人，快快

覺醒！我們是神的子民，不是

馬列子孫。不要充當邪黨的陪

葬，快快找法輪功學員退出中

共的黨、團、隊組織。

法官求撤名與博士退黨

	�文 : 大忍（山東）

　　去年下半年，我到一個

新單位上班。同事 A 三十多

歲，查出乳腺腫瘤，已經在

做化療。

同事和妹妹的手術

　　她做手術前來公司請假

時，我告訴她，誠心念九字

真言「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

好」，會保平安。她答應試

試。後來醫院手術中病理檢

查是良性瘤，在家躺了半個

月就沒事了。

　　同事 A 自己也覺得很神

奇，跟我說，她手術前檢查

腫瘤是四度（有 80% 的可能

是癌症），當時住同一個病房

的有兩個病人，和她差不多

情況，都已經得癌症死了。

她本來以為自己能活下來的

希望不大，沒想到最後的結

果竟然是良性，她也覺得可

能和念九字真言有關。

　　我說：「是大法師父救了

你！」

　　今年三月份，我妹妹查

出了乳腺腫瘤，不確定良性

還是惡性。妹妹和同事 A 一

樣，也是做同樣的手術，手

術中病理檢查是良性。

　　做完手術後，妹妹是自

己走出的手術室、回病房，

恢復很快，一個星期後就拆

線了。

　　同事 A 聽說後，覺得不

可思議。A 說，一模一樣的

手術，她手術後身體很虛，

回家養了兩周後，走路還容

易累；為什麼我妹妹手術後，

馬上能自己走出手術室，跟

沒事兒似的？

　　妹妹在一九九九年迫害

以前也煉過法輪功，加上我

母親和我都是修煉多年的大

法弟子，妹妹完全相信九字

真言的威力。所以在手術過

程中，她一直默念九字真言。

　　我想，妹妹手術後的狀

況更好，可能是她的心更誠，

更信吧，心誠則靈！　

妻子徹底相信了

　　十多年前還有一件事，

也體現了大法九字真言的神

奇。

　　當時是一起交通事故，

我的一個表哥開著私家轎

車，車上坐著六個人，表哥

及其父母，還有我的母親、

妻子和兒子。轎車被一輛急

速行駛的小皮卡貨車攔腰撞

上了，巨大的撞擊力造成車

上多人外傷或內傷：表哥的

母親手臂當場骨折、表哥

的父親肋骨斷了一根而且咯

血；表哥和我媳婦內臟隱隱

作痛，咳嗽或彎腰時內臟就

疼；而我母親和兒子則啥事

也沒有。

　　當時妻子打電話告訴我

時，我在電話中很肯定地說：

「媽媽和兒子肯定沒事！」妻

子當時很吃驚，問：「你怎麼

知道？」我說：「母親是大法

弟子，兒子帶著大法真相護

身符，上面有九字真言：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他們

都有大法師父保護，不會有

危險的。」

　　以前我讓妻子和兒子帶

護身符，她都不屑一顧。從

那次以後，她徹底相信大法

護身符能保平安了。因為當

時的情況太明顯了：車上共

三個老人，兩個骨折，但我

母親沒事；母親、妻子、兒

子（當時才兩歲）三個人一

起坐在後排，結果身體最強

健的妻子（二十多歲）內

傷，老的、小的反而沒事。

除了大法師父保護，還能怎

麼解釋呢？當時孩子身上戴

的護身符上有九個字：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

　　後來這十多年中，只要

外出坐車，不管火車、汽車，

妻子一定想著給兒子帶上護

身符，她自己也帶上。

九字真言 心誠則靈

	�海外法輪功學員大遊行，向世人傳遞重要信息。

	�文 : 遼寧大法弟子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

日，剛吃過早飯，我的小兒子

和大人一樣，到大翻斗車倒廢

土的地方撿鐵。沒等車停穩，

他就上車，結果沒爬上去，就

掉了下來，腿被大車的前後

轆壓上了。當我趕到現場時，

看到孩子半趴在地上，全身直

哆嗦，也不敢動。

大法救了我的小兒子

　　看到兒子這樣，我沒有害

怕，蹲下身子告訴他：「你別

害怕，咱家是學法輪大法的，

有師父保護，你雖然沒學，但

是師父的講法你也聽過，一個

老太太被汽車撞了，心很正，

不訛人家，說沒事，自己慢慢

從地上爬起來，結果什麼事也

沒有。咱也那樣做，保證什麼

事也沒有。」孩子點點頭。

　　大車司機的領導來了，在

場的人們都指責司機。我對領

導說：「我們沒有別的要求，

只需要你用車把孩子送醫院就

行，其餘的不用你負責。」廠

領導痛快地答應了。

　　到了醫院檢查，孩子的右

腿膝蓋以下，腫得很粗，成黑

紫色，左腳踝骨以下，腳背上

的皮肉全被壓破，流著血和黃

油似的水。兒子自己問大夫：

「咋樣？」大夫說：「拉唄。（即

截肢）」

　　頓時，我的小兒子嚎啕大

哭。我趴到兒子的耳邊小聲

說：「你別聽大夫的，他說了

不算，聽師父的。」兒子立即

就不哭了。

　　過了一會兒，照相片子出

來了。醫生告訴我們說：「骨

頭沒事。」我們都笑了。隨後

醫生拿著片子去給別的醫生們

看，他們都說是奇蹟，那麼重

的大車壓到腿骨頭上居然沒

事，真是奇蹟啊！第五天我們

就回家了，總共花了二百六十

元錢。

　　回家十幾天，我兒子就騎

車玩去了。

大法救了我的大兒子

　　二零一五年八月初九中

午，我老叔家的小弟開我家三

輪車，去地裡拉玉米桔。剛出

去不遠，就和我大兒子騎的摩

托車正面相撞了。

　　摩托車前面全撞碎了，三

輪車左前方也撞壞了。大兒子

買的一袋麵粉摔在地上，袋子

中間破了一個大洞。大兒子在

路邊的穀子茬地裡躺著，一隻

鞋甩到一邊，另一隻在腳上掛

著。很多人都在路邊站著，沒

人敢碰。

　　我走到兒子跟前，側身蹲

下，用手扳他的頭，他一動不

動，毫無知覺。下巴處有一個

一公分的口子，肉往外翻著，

臉腫得很大，很燙。

　　我對著大兒子的耳朵說：

「你要是心裏明白，能聽見了，

你就在心裏想『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只有師父能救

你！」只見大兒子兩腮鼓起，

「噗」的上來一口氣，頓時有了

知覺。

　　看到我兒子醒過來，恢復

了意識，人們都漸漸離去了。

這時，我丈夫蹲下來對大兒子

說：「別人誰都救不了你，只

有大法師父能救你，你就求師

父吧。」兒子點點頭。

　　我接著對兒子說：「你別

怕，咱們學大法，有師父保

護。咱家老二被大翻斗車壓到

腿上，就因為我們信師信法，

最後什麼事也沒有。你也一

樣。你一定要堅守一念：你有

師父保護，什麼事也沒有！」

　　到了醫院，我們按照醫生

的安排，做了腦 CT，結果兒

子什麼事也沒有。

　　又住院觀察幾天，也沒大

事，只是臉部和身體的許多地

方，青一塊紫一塊的。在醫院

住了六天，我大兒子就出院回

家了。

　　兒子恢復得很快，一個多

月就能幹輕微的活了。兩個多

月後，就又騎摩托車了。

　　感謝偉大的師尊救了我的

兩個兒子，也救了我們全家！

兩個兒子平安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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