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加州法輪功學員

　　波特蘭一年一度的「玫瑰

節」因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

響，停辦了兩年。這一曾被

評為世界最佳嘉年華的盛會

據稱有數十萬觀眾，今年五月

二十七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再度

舉辦。

　　美西天國樂團和由鮮花

裝飾的花車受邀參加了於六

月十一日舉行的「大花卉遊

行」。 全 長 二 英 里 的 遊 行

由 紀 念 體 育 館（Memorial 

Coliseum）開始，天國樂團壓

軸登場，進入體育館的一刻，

令人振奮的鼓樂，引來滿場觀

眾的掌聲。

　　主辦方特地要求天國樂團

在電視直播現場演奏，當天僅

少數表演團體獲此殊榮。美

西法輪大法天國樂團指揮手

亞伯拉罕﹒湯普森（Abraham 

Thompson）介紹說：「所有天

國樂團成員都修煉法輪大法。

法輪大法的修煉是基於真、

善、忍原則。我們樂團的使命

是通過音樂，向社區民眾分享

法輪大法的美好。」

　　沿途的觀眾表示：「這是

整個遊行中最美的樂團，我喜

歡，太精彩了，很棒！」「他

們到這裏拜訪我們，還演奏了

一首美國音樂（《星條旗永不

落》），這令我太開心了！」遊

行中，天國樂團還演奏了《法

輪大法好》、《凱旋》、《神聖的

歌》等原創樂曲。

　　走在天國樂團後面的，是

由法輪功學員精心設計製作的

花車──巨型的《轉法輪》書籍

模型屹立當中，四周由粉色的

梅花和美麗的玫瑰花裝飾。花

車側面巨大熒屏播放著介紹法

輪大法的視頻，伴隨著舒緩音

樂向人們傳遞大法美好。

　　有觀眾對法輪功產生興趣

想進一步了解，也有觀眾表

示，為法輪功學員因為打坐修

煉受到中共的迫害而感到難

過。

   觀眾馬里爾﹒羅斯（Marile 

Rose）說：「我認為每個人都

有權利去實踐自己的信仰。人

們絕對有必要能夠自由去打

坐、根據自己的道德要求去工

作，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會因

此而被打壓。」

星光遊行 
「法船」受讚賞

　　另據俄勒岡州學員報導，

六月四日，法輪功學員製作的

「法船」也應邀參加了玫瑰節

「星光遊行」，得到觀眾稱讚。

當晚福克斯（Fox12）電視台

對遊行進行了現場直播。

　　法船金帆高懸，彩雲環繞

蓮台，以綠色為基調的設計象

徵春天的到來。一位華人女教

授觀看遊行後說，非常佩服法

輪功團體的堅忍，雖然被迫害

多年且如此慘烈，可始終是平

和地在反迫害。這非常困難，

是一種善良慈悲的表現，不是

一般人能做到的。她說：「其

他遊行隊伍感覺很吵鬧，而法

輪功的隊伍很安靜祥和，而且

法船製作得非常漂亮，音樂也

很優美，真是賞心悅目。」 

　　（明慧新西蘭記者站報

導）南半球的新西蘭基督城現

在正值冬季，六月十一日星期

六晴空萬里，法輪功學員在市

中心紀念橋邊舉行集會、遊行

等活動。新西蘭民眾稱讚法輪

功學員堅守信仰、和平理性。

教會人士： 
抗議中共迫害法輪功 

　　來自基督城教會的菲利普

﹒奎迪（Philip Creed）在集

會中發表演講。他向公眾介

紹：法輪大法自一九九二年傳

出，獲得廣泛支持，在中國有

數千萬人修煉。

　　「然而，中共一直在迫害

法輪功學員，逮捕、監禁甚至

殺戮他們，這是沒有任何理由

的。所以我們站在這裏抗議中

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並要

求釋放被關押在監獄中的所有

修煉人。修煉法輪功沒有任何

威脅性或壞處，也不存在可以

讓中共或任何人感到恐懼的因

素。法輪大法倡導真、善、忍

原則，使人身心安寧，讓人與

人和睦共處。為甚麼中共要害

怕？」

　　奎迪呼籲中共釋放所有因

為修煉法輪功而被監禁的人。

「因為人權需要得到尊重，追

求和平、幸福和自由的權利應

該得到所有政府的尊重。法輪

功修煉者應該得到尊重。」

「感謝學員付出的努

力！」 

　　 史 蒂 夫 ﹒ 柯 南（Steve 

Conner）和妻子瑪麗（Mary）

駐足欣賞天國樂團和腰鼓隊

表演。史蒂夫說：「我敬佩他

們（法輪功學員）堅守信仰。

他們和平理性，用這種非常藝

術的方式，引起人們關注。他

們沒有用說教的方式，而是向

人們展現他們的慈悲、善良

和 大 度（love，kindness and 

generosity）。我的直覺告訴

我，他們（法輪功）一定會

贏。中共之所以會恐懼，是因

為法輪功的理念和他們的共產

主義學說不一致。中共獨裁政

府只想控制人民。」

　　史蒂夫還一字一句地說：

「真、善、忍是很優秀的品質

（very good qualities）， 我 認

為這三項是人很重要的美德。

我感謝法輪功學員所做出的努

力，希望他們再接再厲（keep 

up hard work ）。」

　　他的妻子瑪麗說：「中共

活摘人體器官牟利，簡直太恐

怖。法輪功學員非常勇敢，他

們不怕中共無處不在的奸細，

在這裏舉行公開活動。這應該

讓每一個新西蘭人思考：雖然

我們離得很遙遠，很容易忽視

中共的人權問題。但是我們都

是世界公民，而不僅僅是新西

蘭的公民，我們應該擔負起照

顧 / 關懷世界人民的責任。是

法輪功學員們把這個世界緊密

地聯繫在一起，是他們讓我們

開始真正關心那些遠在他鄉的

人。」

「感恩法輪大法改變女

兒人生」 

　　 尼 基 ﹒ 馬 克 斯（Nicki 

Max）在當地一家藥房工作，

她說：「我非常高興見到法輪

功學員在這裏舉辦活動。我女

兒格蕾絲（Grace）也修煉法

輪功，她現在在美國。她曾告

訴我，法輪大法就是她一生都

在尋找的東西。格蕾絲的青春

期很不容易，因為父母離異，

她心裏充滿憤怒，變得玩世不

恭，很可能走上歧路。幸好後

來她遇到了大法。我非常感

恩，大法改變了她的命運。從

此也開啟了她實踐自己信仰的

人生路。」

　　馬克斯感歎地說：「修煉

後，格蕾絲變得溫柔、淡定和

自信，她知道如何幫助別人，

並分享她在大法中學到的。

當 COVID-19 疫 情 來 襲 時，

我非常擔心，可是她是如此平

靜，並且安慰我：一切都會好

起來，一切都在神的看護中。

我相信她，因為我知道是法輪

大法給予了她力量，讓她更堅

強、更善良。」

　　馬克斯還說：「像今天這

樣的活動越多越好，每個人都

應該來關注中共國正在發生

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遇了

非常殘酷的迫害。而且我認為

現在我們能聽到法輪功的消息

不夠多，新西蘭的媒體應該要

多報導，中共還在迫害法輪功

學員。」

　　「那麼重要的信息，人們都

應該知道，然後傳閱。雖然新

西蘭人不喜歡中共，非常排斥

中共的滲透，可是中國人不是

都像他們（中共）那樣，還有

像法輪功學員一樣的好人。 」

她強調說。 

新西蘭基督城市民讚法輪功慈善大度

美國波特蘭玫瑰節 天國樂團受歡迎

	�文 : 土耳其法輪功學員

　　六月三日至五日，土耳

其卡迪柯伊市在自由公園舉

辦環境節活動。許多民眾被

現場法輪功學員祥和的煉功

場面所吸引，紛紛加入學功

的行列。

　　內巴哈特﹒奧茲塔斯

（Nebahat Öztaþ）是一位數

字設計專家，也是一名瑜珈

教練。她說，「我意識到法

輪功是一個非常好的修煉，

我想更多地了解法輪功。」

　　學煉法輪功後，她談了

自己的感受；「我感到非常

平靜，覺得體內的許多能量

通道都打開了，我與能量溶

為一體。法輪功的煉功音樂

帶給我平靜、祥和，尤其是

當我專注於音樂時，我感覺

身體變輕了。」 

　　退休化學工程師塞爾達

女士（Selda）說：「我在學

功時感到如釋重負。我以前

練過打坐。煉法輪功第五套

功法時，我感到放鬆，精力

充沛。謝謝你們。」

　　 十 二 歲 的 羅 尼 特

（Ronit）學煉法輪功後說：

「我感到身體輕鬆。這是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這樣的

事情。感謝你們讓我們嘗試

這個功法。我現在感到快樂

和平靜。」

　　他的母親奧珍（Öjen）

女士說：「煉完功很舒服。

我一直在練瑜珈。煉法輪功

讓我感到放鬆。我打算從現

在開始繼續煉，非常感謝。」 

　　 家 庭 主 婦 塞 維 姆

（Sevim）女士說：「學煉功

法後，我覺得我的雜念沒

了。我覺得很放鬆，感覺很

好，法輪功真的很偉大。謝

謝你們。」

土耳其民眾學煉法輪功：

「感覺身體變輕了」

	�天國樂團在電視直播現場演奏，是當天少數獲此殊榮的表演團

體之一。

	�明白真相的人們簽名表示支持法輪功學員反迫害。

	�土耳其卡迪柯伊市自由公園裏，民眾在學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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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山東報導 )

山東省青島地區膠州市六十七

歲的宋紀花，曾經癱床十多

年，修煉法輪功後恢復正常。

去年六月二日，宋紀花、于柏

青等四五十名膠州法輪功學員

遭當局秘密綁架。于柏青今年

四月十五日被青島市黃島法院

枉判八年重刑，並勒索罰金五

萬元。宋紀花目前也被構陷到

黃島法院。據悉，膠州政法委

書記楊海剛已簽字同意構陷。

　　宋紀花是山東膠州市里岔

鎮譚家村人。下面是宋紀花的

女兒講述母親遭病痛折磨十五

年、修煉法輪功獲得新生的經

歷。

病痛折磨十五年

　　我媽媽很小的時候經歷

了鬧饑荒，四五歲時就跟著

父母逃荒去東北，二十六歲

嫁給我爸爸，生了我姐姐以

後（二十九歲時）就得了病。

我媽媽的身體，全村都無人不

曉，都知道她是有名的藥罐

子，村裡人也都知道她是怎麼

健康起來的，政府可以調查取

證。

　　媽媽剛開始是胃疼、頭

疼、渾身的骨頭痛。一九九零

年生了我弟弟以後，媽媽的身

體就非常糟糕了，風濕病很厲

害，血液裡感覺有蟲子在跑。

她左腿沒有知覺，右胳膊無法

抬起來，還有胃下垂、風濕性

心臟病、冠心病、低血壓、婦

科病，等等。

　　爸爸帶著媽媽到處求醫看

病，到膠州中心醫院、中醫

院、人民醫院吃藥打針都不見

效。後來到處找偏方，依然不

見效。最後爸爸找了熟人，送

媽媽去青島大學附屬醫院（山

大醫院）治療，內科外科都看

了，大夫說我媽媽這個病很難

治：多種疑難雜症，還有罕見

的風濕性心臟病，不是絕症，

但是比絕症還難治。

　　媽媽疼起來持續好幾個小

時，只能吃止痛藥，吃太多胃

也壞了。爸爸帶著媽媽去北京

看了好幾次，大夫說的和青島

大夫說的差不多，沒有什麼治

療辦法。

　　那時媽媽癱在床上不能翻

身，爸爸在外上班，全靠姥姥

照顧。但姥爺身體也不好，姥

姥也不能常在我們家。那時弟

弟才四五歲，就在家守著我

媽，渴了用小杓給她餵點水

喝。我記得有一次放學回家

後，弟弟跟我說，渴了一下午

沒水喝。我趕緊燒水，不小心

滾燙的熱水潑在我右手上，當

時就燙下一層皮。我的哭聲和

媽媽的哭喊，永遠記在我心裏。

　　媽媽生病十五年，我們全

家就像被籠罩了一片烏雲。因

為給媽媽治病，家裏的經濟條

件很差，很便宜的方便麵我們

都吃不起，從不敢路過小賣

店。姥姥來照顧我們，來回步

行 30 多里路。媽媽說，她死

也死不了，活也活不下去，像

個活死人。

煉法輪功兩個月康復

　　終於有一天，在我們村的

大集上，我看見有煉氣功的，

都說煉氣功能治病，我趕緊回

來告訴我媽。我媽就讓我去打

聽怎麼治病，我到集上把一個

人帶回來了。這人一進門發現

我媽媽癱著，不能煉功，就說

先看書吧。我媽媽沒上過學，

不認字。過了幾天，他給我媽

媽送來了大法師父的講法錄音

帶。爸爸買了一個收錄機，我

母親就躺著聽師父講法。

　　聽了兩天，媽媽說渾身的

骨頭疼起來跟以前不一樣了：

疼一陣就過去了，不會持續疼

那麼長時間，一天疼兩三次，

疼過去以後不那麼難受了。到

第三天，她自己能坐起來了。

第四天，媽媽不用攙扶，就能

自己拿東西吃，不用我們餵了。

　　不到一個星期，媽媽就能

扶著牆下地了，她會走了，能

站起來了。不到兩個月，跟正

常人差不多了。我們全家那個

激動的心情啊，無法用語言形

容！覺得真是上天可憐我們，

這麼神奇的事情讓我們遇上，

這個大法太超常了！不用花

錢，聽聽錄音帶就把我媽多年

的疑難雜症治好，全家都很感

恩！我媽媽一直堅持學煉法輪

功，她不僅不需要孩子照顧

了，還能做飯下地幹活，我們

再也不擔心以後沒有媽了。

　　半年的時間，媽媽能回姥

姥家幫著割麥子。我媽媽每天

都很高興，走起路來一身輕

鬆，村裡人包括經常給我媽打

針的醫生都說，真是奇蹟！這

是老天在救我們，讓我們脫離

苦海。大法救了我媽，也救了

我們全家。

　　媽媽自去年被綁架、非法

取保候審至今，身體（健康狀

況）一落千丈，我在向黃島檢

察院、警察，政法委書記遞交

了真相信以後，檢察官王丹仍

然將冤案構陷到了法院。請正

義善良人士關注。

山東法輪功學員宋紀花被構陷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鞍山市法輪功學員雍芳

遭受了九年冤獄迫害，出獄

僅三個多月便含冤離世。

妹妹含冤離世

　　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五

日上午，雍芳與妹妹雍芳智

等法輪功學員去鞍山鐵東法

院，準備旁聽邪黨法庭對孫

立慶、劉旭豔、盧秋穎、焦

桂梅、劉根秀等五名法輪功

學員的非法庭審。

　　十點四十分左右，突然

開來數輛警車，對在鐵東法

院門外等候庭審結果的法輪

功學員和家屬進行瘋狂綁

架，共綁架四十餘人，其中

包括雍芳、雍芳智兩姐妹。

接著，警察又非法抄了她們

的家，搶劫大法書籍和私人

財物及現金。

　　姐姐雍芳被綁架在鞍山

女子看守所。體檢時，血壓

高達 220 以上，看守所拒收。

二十六日上午她仍被強行關

入女子看守所，二十七日被

送往德馨醫院。

　　妹妹雍芳智自遭綁架

後，精神受到嚴重打擊。得

知姐姐雍芳的身體出現嚴重

情況，已送醫院搶救。雍芳

智的精神受到更加嚴重打

擊，心裏的承受達到極限，

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含冤離世，年僅五十四歲。

被枉判九年入獄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雍芳被鐵東區法院非法

庭審，後被枉判九年。

　　在遼寧省女子監獄十一

監區，雍芳一度被迫害得生

命垂危。二零一五年七月

十三日，雍芳被迫害致腦出

血，在瀋陽七三九醫院緊

急搶救，監獄給家屬下達了

病危通知書，家屬當天趕到

醫院時，雍芳已經處於無意

識狀態，被戴著腳鐐銬在床

上。家屬到醫院探望後要求

保外就醫，被監獄領導拒

絕，還被勒索了六千多元錢

的醫療費用。

出獄三個多月含冤離世

　　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五

日，滿頭白發的雍芳，拖著

虛弱的身體從監獄走出。

　　雍芳的丈夫長期以來擔

心獄中妻子的身體，抑鬱成

疾，幾年前突發疾病半身不

遂，不能說話。四十多歲至

今未婚的兒子，為照顧父母

無法工作，只能靠父親的養

老金維持生活。

　　雍芳出獄後僅三個多

月，心衰昏迷不醒，於二零

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永遠地離

人世，終年六十五歲。

遼寧鞍山兩姐妹先後被迫害致死

女兒講述媽媽臥床十多年 修煉法輪功康復的經歷

	�海外法輪功學員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文 : 大陸法輪功學員

　　四川省成都女子監獄是迫

害法輪功學員的邪惡黑窩，從

上至下，有一個嚴密的組織機

構。監獄教育科的科長廖瓊芳

是總指揮。各監區專挑選心狠

手辣的犯人（吸毒犯、販毒

犯、搶劫犯、殺人犯等）作為

包夾，三個犯人包夾一個法輪

功學員。

　　獄警經常唆使包夾人員避

開監控，不管使用什麼手段、

方式必須讓每個法輪功學員

「轉化」。包夾犯人為了減刑，

使用的迫害招數非常殘忍和毒

辣，現將知道的手段曝光如下：

　　1. 封閉。法輪功學員被關

在一個封閉的屋子裡。

　　2. 洗腦。監獄長、警察、

包夾犯人軟硬兼施，輪番逼迫

學員填寫「三書」，如不服從，

不給飯吃，不讓睡覺，專門放

栽贓法輪功的「天安門自焚」

造假視頻。

　　3. 堵嘴。如果學員講真相

或喊「法輪大法好」就用髒毛

巾或臭襪子堵嘴。

　　4. 罰站。一天有站十六、

七個小時的，有站通宵的，不

准睡覺。

　　5. 下蹲。一蹲就是十多小

時。有的學員昏倒了，用涼水

潑醒又繼續蹲。

　　6. 關禁閉。有的關十多天

到三十多天，吃喝拉撒都在裡

面。

　　7. 不准洗漱。不轉化的學

員，大小便、來例假都不准用

紙，不准洗漱，不准換衣服。

　　8. 澆水。不管是寒冬還是

盛夏，把學員頭按到便槽裡往

學員身上倒水，衣服都濕透。

　　9. 野蠻灌食。法輪功學員

絕食抗議時，他們就用管子插

入鼻孔內野蠻灌食，有的學員

被插得鮮血長流。

　　10. 褻瀆。把學員抬到醫

院灌食時，把師父的像放在學

員的屁股下或腳下。

　　11. 撮打。用新書卷成筒，

用書的一頭撮學員不露外的地

方，看不見傷痕，很痛很難受。

　　12. 不二法門。強迫學員

練習其它功法如「八段錦」、

「太極拳」、「瑜伽」等。

　　13. 藥物迫害。每個學員

必須體檢，血壓稍偏高，必須

天天吃不明藥物，每天三次。

有的學員慢慢地出現呆滯，精

神恍惚，最後精神失常。

　　14. 寫「決裂書」。每個學

員每月必須寫五～八篇思想匯

報，其中一篇必須寫與「×××

決裂」，一直到出獄。

　　15. 電棍電擊。惡警用高

壓電棍電學員是常事。

　　以上只是筆者了解到的身

邊的一些事例，還有很多不知

道的。請海內外同修齊心協力

援救還被關押在監獄受折磨的

法輪功學員。

成都女子監獄邪惡的迫害手段

	�雍芳坐了九年冤獄，於今

年二月含冤去世。

	�雍芳的妹妹雍芳智十年前

含冤離世，年僅五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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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女兒滿月那天，臉上就長

了濕疹，小的時候主要長在眉

間、下巴和耳根，讀高中時手

腕上又長了一塊。二十年來，

記不清看了多少醫生，用了多

少偏方，洗的、搽的，都不見

效。中醫說是濕熱重，要清熱

解毒；西醫說是神經性皮炎，

要查過敏源，增強免疫力。

中藥治療： 
「祖傳秘方」也失敗

　　女兒是先天不出汗，皮膚

乾燥粗糙，濕疹部位時常復

發，紅腫流水，又癢又痛，搽

藥後留有折痕，人顯老。

　　女兒愛美，每月掙的工資

一半用來治療濕疹，一半用來

買化妝品、護膚品，想把濕疹

遮蓋起來。工資月月光，由家

裡倒貼，人還受罪：怕見日

光，怕見風雨，怕灰塵，出門

得穿長衣衫，戴大帽子。

　　飲食也有諸多禁忌，雞鴨

魚肉等高蛋白不能吃，只能吃

青菜大米。長期喝清熱解毒的

中藥，導致宮寒痛經，月經不

調。

　　二零一四年，她舅舅推薦

了一個外省的醫生，說是治好

了一個同事四十年的牛皮癬。

我們找到他，開了「祖傳秘

方」，洗的中藥和搽的藥膏。

藥倒是立竿見影，第一天就退

了很多紅腫。我們高高興興回

家，以為這下可以治好了。

　　誰知一個星期後，濕疹都

轉到頭髮裡，手臂上，大腿

上，搞得全身都是，完全控制

不住，只好到省城醫院打激素

針。原來那醫生開的中藥裡沒

有激素，但是搽的膏藥裡有激

素。

西醫治療： 
激素副作用後果嚴重

　　激素針一打，濕疹就控制

住了，但是很快就復發了。用

藥劑量越來越大，復發的週期

越來越短。

   時間一長，激素的毒副作

用都顯現出來了：女兒臉長圓

了，腰長粗了，皮膚硬了，經

常腰酸膝軟，渾身無力。

　　二零一五年五月放假，女

兒臉上、脖子上就出現一大片

一大片的濕疹。

   過了幾天，女兒打電話告

訴我：同濟醫院開了一種激素

針，讓她到診所打，但找了幾

個診所，醫生不打，說要家屬

簽字才能打。之前一天，一個

十六歲的男孩打這個針死了。

我要女兒趕快帶著針回家。

　　我和丈夫修煉法輪功多

年，受益匪淺。女兒回來後，

我就勸她不要打激素針，跟我

們一起煉法輪功。她才二十

歲，要是五十歲、六十歲，隨

便打什麼針好了。可是二十歲

就打這麼厲害的針，那針打

了，會爛骨頭，會得股骨頭壞

死啊。

　　女兒猶猶豫豫，又跑了四

次省城的中醫院，中醫專家都

是開的牛黃、蜈蚣、蠍子，也

做了放血療法，還是沒有效

果。女兒去配中藥時，發現醫

生開的很多藥，女孩是不能吃

的，吃多了會對生育有影響。

煉法輪功後 
毒水排出 濕疹痊癒

　　這時女兒對現代醫學徹底

絕望了。再看看來往我家的法

輪功學員，都是那麼健康開

朗，質樸善良，與外面爾虞我

詐有天壤之別。女兒羨慕不

已，終於走進了大法修煉。

　　她每天學法、煉功，師父

給她淨化身體，開始清理出來

的是中藥。女兒洗頭，水中散

發著濃濃的中藥味，一連清洗

好幾次，洗頭水才沒了中藥味。

　　緊接著，清理出來的是西

藥。女兒房裡散發著各種各樣

的藥味，奇臭難聞；手背上、

手臂上打過激素針的地方冒出

了一個個小泡泡，腋窩、膝窩

都在往外冒水；早晨，皮膚光

滑細嫩，一到晚上就癢得難

受，全都抓破了，可第二天又

好了……

　　這樣反復了好幾次，女兒

身上的毒水排出來了，皮膚慢

慢平復。

　　女兒的體質也發生了很大

的變化，能吃能睡，全身有勁

了，走很遠也不累。女兒的身

材苗條了，臉也瘦下來，皮膚

比以前白皙，還露出了兩三點

小雀斑。以前她整個臉都是黑

的，有雀斑也看不出來。

　　直到今天，女兒的濕疹再

也沒有復發過。

大法中的神奇事說不完。

我和丈夫是一九九八年春天

開始修煉法輪功的，那年我

二十八歲。

以前我有胃病，不能吃

肉、糯米，有些麵食都不能

吃。人長得很瘦，一米六五的

個子，體重才八十多斤。煉功

後，我婆婆說我吃銅喝鐵都

行。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

全身還有使不完的勁。

我全身皮膚細嫩光滑，忙

得連護膚霜、護手霜都沒搽，

皮膚還是紅潤光潔，女兒笑說

我是「逆生長」。

祛病健身

女兒的頑固性濕疹好了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我曾是一位被醫院判「死

刑」的中晚期癌症病患者，

一九九五年有緣修煉法輪大法

後，才使我絕處逢生，是李洪

志師父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被確診為結腸腺癌

　　修煉之前，我患有多種疾

病，如十二指腸球部潰瘍、胃

下垂十公分、神經衰弱、心動

過速、偏頭痛、慢性咽喉炎、

肺結核等病，長期靠藥物來維

持生命，是名符其實的「藥罐

子」，生活沒有樂趣，常常感

歎人生真苦。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突

然出現腹痛、腹瀉、便血，伴

有噁心嘔吐、頭暈、嚴重貧

血，血色素只有 4.5 克。經三

軍醫大學某醫院醫生會診為腫

瘤，需及時手術，手術後病

檢確診為「低分化右半結腸腺

癌」，惡性程度高並屬轉移性

癌。

六次化療 頭髮全掉光

　　真是晴天霹靂！我驚呆

了，不敢相信這個事實。人生

辛苦了幾十年，兒女剛剛長大

成人，滿以為今後可以輕鬆一

下，享享清福，沒想到死神又

一下子來到了我的身邊。本來

就患有多種疾病的我，現又雪

上加霜患上這不治之症，我想

我完了，這一下真死定了。

　　我經受不了這個打擊，一

下精神就徹底垮了，整天以淚

洗面。由於病情重，身體差，

每天連續二十四小時輸液，長

達一月之久沒下過病床。

　　手術後，我又連續作了六

次化療，在這期間頭髮全部掉

光。那時身體真是糟透了，吃

不能吃，睡不能睡，全身疼痛

浮腫，走路困難，心跳快，累

得不行，半年多沒出過家門一

步，真是生不如死。

　　我完全對生活失去了信

心，就萌生出求死、一了百了

的念頭，曾幾次想輕生都被丈

夫發現阻止。他哭著求我千萬

不要這樣胡思亂想，又耐心開

導我要挺住，求我不要再幹這

樣的傻事，就這樣，為了家人

我又痛苦地活了下來……

絕望時幸遇大法

　　就在我對人生悲觀絕望的

時候，我有緣得遇法輪大法。

我一口氣看完了李洪志師父的

著作《中國法輪功》修訂本，我

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在

死亡邊緣上掙扎的我還能得這

麼好的大法，我激動得哭了。

　　之後我又馬上請了一本師

父的《轉法輪》，通讀了幾遍，

一下明白了真正做人的道理和

許多其他曾百思不解的問題。

　　我從內心深處認識到，我

苦難的歷程已經過去，光明大

路已展現在我的眼前，李洪

志師父來度我這個不幸的人來

了，來救我脫離人間苦海來了。

　　過去我總怨自己的命不

好，總以為人就應該為自己的

利益而活，為了名利爭鬥了幾

十年。學法輪大法使我明白了

人生真正的意義，也明白了一

個道理，就是作為法輪大法真

修者，必須把修心性放在首

位，時時以真、善、忍標準要

求自己，不但要放棄爭鬥和對

名利的執著追求，還要修成無

私無我、先他後我的高境界。

　　我決心做李老師的真修弟

子，事事以法為師，在修煉這

條道路上一修到底。在實修

過程中，由於自己的心性得到

了昇華，道德境界也得到了提

高，老師很快就為我清理了業

力滿身的身體。

　　我的身體狀況及精神面貌

都發生了根本的改變。體重由

原來的七十六斤增加到一百零

三斤，而且精力充沛，精神煥

發，走路一身輕，每天只休息

五個小時照常上班也不覺得

累，連續坐二十幾小時長途汽

車也沒有任何不好的反應。

　　更神奇的是我又長出了滿

頭黑髮。

   凡是認識我的人都說我越

活越年輕，紛紛對法輪大法的

神奇效果感到不可思議。

半年後各種疾病痊癒

　　就在我修煉法輪大法半年

後，醫院通知我去複查。曾給

我動手術的大夫以為我早就

不在人世了，見到我時倍感意

外。經過各種先進儀器檢查、

化驗的結論是各種疾病痊癒，

身體健康。

　　醫生驚奇地對我說：從現

在開始，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

去工作學習了，並說我創造了

一個醫學史上的奇蹟。

我又長出了滿頭黑髮

　　法輪大法（法輪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傳出的性命雙

修的佛家上乘修煉大法。簡

而言之，修「性」就是修「心

性」，按照「真、善、忍」

的原則指導日常生活，提高

道德水準；修「命」則是通

過煉五套功法，祛病健身，

養生長生。

祛病健身總有效率

98%

　　1998 年中國國家體育

總局組織北京、武漢、大連

及廣東省的醫學界專家，對

近三萬五千名法輪功學員做

了五次醫學調查，調查結果

顯示：法輪功祛病健身總有

效率高於 98%，絕大多數

學員修煉法輪功後，戒掉了

吸煙、飲酒和賭博等不良嗜

好，道德提升，精神狀況極

大改善。

　　

超常現象和神奇功效

　　參加此次調查的中國某

軍醫大學病理教研室教授寫

了一篇題為《法輪功修煉幾

大奇特現象》的文章進行探

討。作者發現，法輪功祛病

健身的超常性主要表現在以

下幾個方面：

第一，絕大部分人修煉

法輪功後健康狀況迅速得到

改善，其速度和效果令人驚

奇。

第二，許多人原來是有

名的「藥罐子」，煉功期間

竟然能做到不需繼續吃藥打

針，身體反而越來越好。

第三，有的人患有醫學

上認為的頑症、絕症或疑

難病，有的被醫院判了「死

刑」，通過修煉法輪功，奇

蹟般地得到康復。

第四，法輪功修煉者中

普遍出現身體向年輕方向退

的現象。老年修煉者出現

「返老還童」的現象，具體

表現在：皺紋減少，頭髮變

黑，臉色紅潤，皮膚光滑，

特別難以解釋的是，許多老

年婦女還會重來例假。

這位軍醫大學病理教授

指出，法輪大法修煉出現的

以上神奇現象和真實效果，

令現代醫學匪夷所思，這也

說明了法輪大法有著超常的

功效，值得醫學界和科學界

的深思和探討。

專家：法輪功祛病健身

幾大超常現象

	�1993 年北京

東方健康博覽會

上，李洪志大師

獲博覽會最高

獎「邊緣科學進

步獎」和大會的

特別金獎，以及

「最受歡迎的氣

功師」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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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大法弟子

　　我和丈夫在一家超市承包

了一個小菜 ，一個月能掙一

萬三、四，在我們當地，這個

收入就相當不 了。

 半

　　去年過年才幾天，就封城

了。怎麼辦？不能這樣困在家

裡啊。就在這時，經理給送來

了通行證，說我們這個區 ，

所有的 都關門， 獨 許

我們這個超市 業。

　　封了城，人們來買菜，隊

伍排得老長。不時有人喊：現

在這時候，大難來了，可不能

啊，不能發國難財啊。我

說：「放心吧，不但不 ，

菜比平時還便宜。」

　　我的菜有多便宜？我把利

潤空間壓得很低很低，現在每

天的進菜量是過去的兩、三

倍，可每天的淨利潤不及過去

的一半。過去一個月能掙一萬

多，可疫情期間我只掙五、

六千元。因為我修煉法輪功，

師父要求我們 真、善、

忍，做事先考 別人。我要是

像其他菜 那樣 的話，一

個月可 六、七萬。可是那不

符 法輪大法修煉人的標準。

 

「全 的 」

　　一天，一個穿著很光鮮的

人來買菜，不是 這個菜 ，

就是 那個菜 ，嘴裡還

：「這菜 這麼高？還讓

不讓人活了？」

　　其他人看不下去了，紛紛

說：「說話得 良心啊，我敢

說全市就她家的菜便宜，人家

都幾倍的往上 ，她家的還往

下落。」

　　有個中年男子說他：「你

這人沒買過菜吧？不知道 米

吧？人家冒著生命危

進來了菜，賣給 ， 還壓

得這麼低，你能有人家這風

格？」說著說著兩人吵了起來。

　　最後這個中年男人跟我

說：「大姐，這菜給他 ，都

上去， 高，去別的地方

買去啊。」我說：「這個 就這

麼定了， 是不能 了。有的

人有工資，可還有好多人沒有

工資啊！這一封城，生活不知

有多 難 ！我修煉真、善、

忍，現在正是我善待大家的時

候。」

　　那時講法輪功真相，可好

講了。有個穿著很講 的女士

對我說：「姐，我 家姐夫在

監獄當頭，你要是有 事，給

我說一聲。」我說：「你有空告

訴他，看看他那個監獄有沒有

關修煉法輪功的。要是有，可

別 負他們。」

的人 身

　　有個青年人很有素質。我

給他講真相，還給了他幾個護

身符。他說他在市委工作。我

問：「你是黨員不？」他說：

「 不是，不是能在那工作？」

我說：「你把它退了吧，保個

平安不好 ？這個小冊子你回

去看看，就知道中共是怎麼迫

害法輪功的了。你在那工作，

可別干迫害法輪功的事。」他

說：「我知道，我也知道法輪

功是 回事。」

　　第二天，年輕人又來了，

對我說：「姐，我把護身符一

拿出來，全科室的人都想要，

還說： 也念 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 也保個平安。

領導還 我，讓我多要幾

個，科室的人一個人給一個。

他不好意思做，就讓我私下裡

送給大家。姐，你這還有護身

符沒有？多給我幾個。」

的

　　我市有一個 市場，有

幾百家 。從一開始去市場

起菜，我都是用真相 （有真

相短語的人民 ）。遇到

的店家，我就告訴他：用這帶

字的錢好啊，只要能誠心地按

照上面寫的去做，生意會越來

越好。法輪大法是佛法，你讓

更多的人知道法輪功，神佛能

不管你 ？遇到個天 人 ，

誠心地念 「九字真言」，就

能逢 化 ，平安度過。

　　老張家的生意很好。我

問他：「老張，知道你的生意

為什麼這麼好 ？」他 地

笑，說：「 大家的福。」我

說：「你可不是 大家的福，

你是 了大法的福了。」他趕

忙說：「是是是，真是，自從

用了那帶字的錢後，這生意真

是一天比一天的好。」

　　這老張是真認同大法。有

時我去得早，想去發發法輪功

真相小冊子。他就對我說：「你

把那小冊子都給我吧，我給你

家發去。」他跟妻子打了聲

招呼，就去發真相資 了。

　　我在菜市場全都使用真

相 。我一天能進一千二、

三百塊錢的菜，用的真相 以

二十、十元、五元的為主。算

下來，每年從我手裡出去的真

相 少說也有四十萬。

　　去年新冠病毒 時，我

到市場上使用真相 ，加上給

人講真相，大家都搶著要。

們都說，看看法輪功說的靈

驗不？這不驗證了 ？好多人

看見我就問：「還有那帶字的

錢沒有？給我換一千。」

　　我的小菜 在超市的一

，人來人往不 。我本著

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

我對顧 很好，顧 對我也很

好。超市裡經常有錢掉在地

上，我看見了，就喊一句，誰

的錢掉了？

　　有人曾問我：你看到錢，

怎麼不 ？我說：「我是修煉

法輪功的，不能給法輪功

臉。」遇到這樣的人，都能把

真相給他們講透了。

　　中國大 的疫情消息還在

一波接一波地來，想著還有那

麼多的世人不知道真相，我不

敢有絲 的 。因為我有通

行證，哪裡都能去。女兒來

位接 我時，我就去各個小區

發真相資 。我只有一個心

，就是讓更多的人能得救，

平安走過劫難。

封城之下生意紅火的小菜攤

	�寒梅 （大陸大法弟子）

　　兒子的學習成績談不上優

秀，他因為英語不好落下不少

分，所以成績在中上等。我從

不逼他，只是告訴他要盡心盡

力做好該做的。

　　這孩子愛看書，興趣廣

泛，思維開闊，動手能力和創

新能力強。從初中開始，學校

就讓他參加各種比賽。其實他

參賽或搞發明什麼的，都沒有

費什麼神，也沒費多長時間，

他就是想到了什麼就去做了，

還就能做成了。

一次比賽獲獎的經歷

　　記得他第一次是在初中，

參加省裡舉辦的「青少年無線

電製作競賽」，開始訓練時他

沒有參加。結果臨要比賽的前

兩天有一個參賽的學生生病不

能參加，老師臨時叫他參加

的，只有兩天練習時間。

　　我修煉法輪大法多年，平

時就教育孩子要按大法真、

善、忍的標準，做品德高尚的

好人。比賽的頭一天晚上，

我告訴兒子：記住「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以平和的

心參賽，盡心盡力就行了。

　　比賽的前幾分鐘，他們學

校一個團隊的同學發現自己的

工具沒帶，就到兒子跟前不打

招呼直接就把他的鉗子和工具

拿走了。兒子沒生氣，也沒說

話就站在那，主辦單位和監考

老師著急了，正發愁到哪現找

工具。後排別的地區來參賽的

同學說，他有備份的工具，就

這樣兒子順利地完成了比賽。

　　比賽取前三名，拿他工具

的同學什麼都沒得到，而他和

借他工具的同學獲得並列第二

名。我說：你做到了真誠、善

良、寬容地對待同學，而那個

同學在關鍵時候無私地拿出工

具幫助你，你們都做對了，所

以我認為是神獎勵給你們的二

等獎。我們都開心地笑了。

創新發明 成績斐然

　　隨後兒子一直保持這種良

好的心態學習和參加各種比

賽，像機器人比賽、生物學聯

賽、超聲波乾燥器等等，省市

創新、發明、技能比賽二、三

等獎得了好多個。

　　到高中，他搞科技創新，

獲得省級科技創新大賽發明創

造二等獎、全國青少年優秀創

新人物評選，他的作品還獲得

金獎，創新發明註冊了專利。

在大學裡獲得過高等職業院校

技能大賽某技術項目一等獎，

為學校第一次爭得這種獎，他

們學校機電工程系還獎勵他一

個優秀奉獻獎。

　　兒子沒出校門前就考了好

幾個助理工程師一類的資格證

書，所以他還沒畢業就有浙江

的、上海的幾家公司招聘他。

給他年薪十幾萬，還有給房子

住，在當時是很吸引人的待

遇。但他不想離開家，就在省

城裡一家外資企業上班了。

　　到現在，他已是國家註冊

工程師、某企業的董事長，他

的專業技術在行內可以說是小

有名氣。

有大法指導　 
孩子品學兼優

　　在這個世風日下道德下滑

的年代，兒子潔身自好，不

玩電子遊戲，不吸煙、不喝

酒、不打麻將。他有他的興趣

愛好，特喜歡鑽研他的專業技

術，創新發明等，總有學不完

的知識，做不完的事，生活得

充實而快樂。

　　雖然兒子現在還沒有走進

修煉，但兒子常聽法輪大法師

父的講法錄音，真、善、忍的

種子已經深深埋在他心裡。

　　以上說這些是孩子的成長

過程，一路真是順風順水。這

不是我怎麼有本事教育孩子，

也不是我兒子怎麼有本事，我

們只是按照法輪大法真、善、

忍的要求去做了。

　　有大法的指導，要想教育

出品學兼優的孩子一點也不

難，我說的一點都不誇張。如

果你想教育好孩子，不妨你抽

時間看看《轉法輪》，你會發

現那是一個新的天地。

育兒經：創新和動手能力強的孩子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遼寧省撫順市雷鋒派出

所警察張忠勝，最近在單位突

然暴斃，年僅五十四歲，官方

報導因疫情期間勞累導致。可

是，撫順並沒有爆發疫情，官

方說張忠勝死於疫情勞累，顯

然不是實話。

　　在此之前，撫順市望花區

法院副院長李震，2020 年 5 月

29 日在辦公室突發心梗死亡，

時年五十一歲。

　　撫順東洲公安分局刑警王

曉東，2019 年 4 月在撫順月牙

島馬路牙子人行道遛彎時，一

輛急速行駛的車衝向人行道，

將四十多歲的王曉東撞死，現

場慘不忍睹。

　　這三個人的共同之處是，

他們都賣力迫害法輪功學員，

給自己帶來厄運。

　　例如：張忠勝多年來積極

迫害法輪功學員，被邪黨提干

升職，他還敲詐勒索法輪功學

員，可謂是「名利雙收」。

　　王曉東曾入室綁架當地法

輪功學員李剛及其妻子。 2016

年 7 月 22 日， 撫順東洲區公安

分局一幫人闖進李剛家。王曉

東充當急先鋒，兩隻手將李剛

夫妻一手銬一個。李震曾罔顧

法律，分別誣判法輪功學員趙

靜、賀立中五年和三年。

　　人在做，天在看，善惡必

報。善勸還在參與迫害法輪功

的人，不要再做害人害己的

事。老天爺在看著人的一言一

行，選擇良善，順天意而行，

才有未來。

撫順兩警察和

一法官遭報身亡

72022 年 7 月 1 日WWW.MINGHU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