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記者何平斯德哥爾

摩報導）仲夏節是瑞典一個傳

統氣氛濃郁的節日，節日前後

正是各地遊客來瑞典旅遊、領

略獨特風情最美好的時光。二

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週

五）下午，在國會大廈旁，來

自埃及的彼特（Petter）在曝

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

展板前停住了腳步。

　　「我相信這些都是真的，

我知道他們甚麼事都做得出來

的。」彼特表示自己對中國的

情況還是比較了解的，「中共

在竭力掩蓋真相，但任何事情

都是一樣，這不過是個時間問

題，時間一到真相就會大白於

天下。上天都在看著，宇宙的

真相是任何人也掩蓋不了的。」

　　他笑著說：「我也不知道

今天怎麼會跑到你們這裏來

了，也許我和很多人一樣，都

有清醒有良知的那一面吧。你

們能給人們提供了解真相的機

會，做得非常好！這個字一定

要簽！」

真相資料 
是珍貴歷史見證 

　　一對新加坡華僑夫婦毫不

猶豫地簽字支持法輪功學員反

迫害。他們因反共一直不能回

大陸，在瑞典已居住四十多

年。先生說：「中共的邪惡，

這我是太清楚了，你們敢於站

出來揭露中共的罪行，真是了

不起！」

　　老先生想買下所有大法弘

傳全世界及中共迫害法輪功、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資

料，學員說都是免費的。他感

動地說：「這些都是珍貴的歷

史見證。我要好好地保存。」

　　寧靜祥和的打坐、煉功場

面，深深地吸引著一位東方面

孔的男士駐足觀看。原來他在

歐洲生活了十五年，是一位成

家立業現定居在瑞典的日本

人。他說：「打坐修煉本身就

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對人的

身心健康一定是有好處的。這

個專制國家發生的事情。讓人

感到很遺憾、不可思議。」

　　（明慧新西蘭記者站報

導）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五

日星期六，新西蘭法輪功學員

在伊麗莎白廣場集會遊行，紀

念聯合國支持酷刑受害者國際

日，呼籲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

　　新西蘭大赦國際、前市議

員、人權律師、公民自由委員

會、藏人協會、民主中國陣

線、地下教會牧師、新西蘭

基督教等社會各界人士到場支

持，他們一致呼籲人們反對中

共暴政；關注那些正在遭受中

共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以及

其他團體；敦促新西蘭政府制

裁侵犯人權的中共官員。

「與其詛咒黑暗， 
不如點燃蠟燭」

　　大赦國際新西蘭分部社區

經理泰勒（Margaret Taylor）

在支持信函中說，法輪功等多

個有信仰的群體，「在各個層

面上都首當其衝地受到酷刑折

磨，包括政治灌輸、任意拘

留、精神、身體和情感折磨。

中共還通過迫害他們的家庭成

員，加劇了這種折磨。人權律

師在中國成為一個瀕臨滅絕的

物種…… 」

　　她說：「與其詛咒黑暗，

不如點燃蠟燭。」呼籲所有新

西蘭人敦促政府對所有形式的

酷刑進行打擊，不管是誰在實

施酷刑，也不管這樣做會影響

到多少出口額。

制裁迫害人權的官員

　　 新 西 蘭 人 權 律 師 高 爾

（Kerry Gore）指出，中國大陸

的法輪功學員受到各種形式的

迫害，包括使用未知的精神藥

物，對中樞神經系統造成永久

性損害，而活摘人體器官「是

一種國家認可的謀殺形式，這

些迫害都被世界多個獨立機構

記錄在案」。他表示，新西蘭

是《禁止酷刑公約》（CAT）的

簽署國，應該做得更多。

　　奧克蘭公民自由委員會主

席威爾森（Barry Wilson）說：

「中共還對家庭基督教會、西

藏人士、佛教徒和香港人民進

行迫害鎮壓。這是我們整個時

代的嚴重人權危機。」美國已

通過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

責法》，禁止違反人權的腐敗

官員入境美國並凍結其海外資

產，「新西蘭應該引入類似法

案」。

團結起來 和平抗爭  
結束中共暴政

　　奧克蘭藏人協會的瑞舒

（Nyandak Rishul） 表 示， 法

輪功修煉者「有權利堅持信

仰。我們反對中共，不是中國

人」。他說：「現在是被中共

壓迫和殘酷鎮壓的人團結起

來，通過非暴力和和平的方式

創造歷史的時候了。」　　民

主中國陣線副祕書長錢愛玲表

示：「我第一次聽到法輪功學

員的器官被摘除，是十七年

前。直到今天，法輪功學員仍

然隨時會被逮捕、監禁、判

刑、活摘器官、莫名其妙地死

亡。唯有結束中國共產黨的暴

政，中國人民才能夠獲得人的

尊嚴。」

真、善、忍 
對社會裨益良多

　　 新 西 蘭 女 警 官 皮 克 林

（Wendy Pickering）讚賞天國

樂團的演奏和法輪功學員的遊

行，並說：「法輪功修煉者遵

循的真、善、忍原則，絕對是

對社會和公眾裨益良多的價值

觀。如果全社會都遵循這種準

則，警察就要失業了。」

　　 攝 影 師 勞 倫 斯

（ShayLawrence） 不 停 地 拍

攝天國樂團的演出。也喜歡打

坐的他表示，「這會使很多人

受益，會讓人變得更加平和、

正直。但可能使有些當權者不

安，因為他們本身是邪惡的。」

人們需要了解真相

　　承包商加西亞（Luciano 

Garcia）曾去過廣州，聽聞中

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

事實後說：「中共邪惡至極。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世界上正

在發生如此邪惡的事，人們需

要了解真相。」

　　曾到訪中國三十二個城市

的視頻自媒體人劉易（Lingo 

Lewi）表示，法輪功修煉根本

無關政治，必須揭露中共的邪

惡。他說：「我愛中國，我愛

你們的歷史、文化。但是我厭

惡中共，天滅中共！」

法輪功反酷刑集會 新西蘭各界支持

瑞典遊客：上天在看 任何人也掩蓋不了

	�文 : 蘇格蘭法輪功學員 

　　與歷屆愛丁堡草地藝術節

相比，今年有更多的各族裔民

眾表示想學煉法輪功。在二零

二二年六月四日與五日兩天的

法輪功真相傳播活動中，學

員一直忙著給有興趣學煉功法

的人介紹愛丁堡煉功點的位置

和聯繫方式。還有很多民眾在

了解真相後簽名支持法輪功學

員，制止中共迫害。

　　庫爾德（Kurdish）女士要

求現場學煉功法。於是，法輪

功學員羅斯瑪麗（Rosemary）

教了她第一套功法。忽然庫爾

德對她女兒說：「太好了。」原

來她的雙手和小腹處感覺到很

強的能量，十分舒服。她說，

終於找到想要的東西了。另一

位卡倫（Karen）女士則說自

己走路常常失去平衡，決定參

加教功班以找回失去的平衡。 

　　一位器官移植界的女士，

拿到真相傳單後，立即告訴同

伴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的真相。她還幫著學員給另

一位路人說明真相。隨後，二

人都在反迫害徵簽表上簽名。 

　　學員們還遇到很多香港新

移民，他們表示對法輪功越來

越信任，贊同真、善、忍的理

念，譴責中共對法輪功的無端

迫害。

　　一位中年華裔男士開口

就說：「看到你們真好！真高

興！」他抬頭望向天空，再次

感慨：「見到你們真是好啊！」

他說，二零一九年之前在香港

每年可多次看到法輪功遊行，

很有氣勢。如今，再也看不到

了。他還說，中共派人干擾破

壞法輪功真相點，香港人很不

喜歡。一名年輕人表示，他會

告訴身在香港的父母誠心敬

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蘇格蘭民眾渴望學煉法輪功 香港新移民也感慨

	�六月二十五

日，新西蘭法

輪功學員在伊

麗莎白廣場集

會遊行，紀念

聯合國支持酷

刑受害者國際

日，呼籲制止

中共迫害法輪

功。

	�打 算 參 加

教功班的卡

倫（Karen，
左）和另一

位 女 士， 開

心地和法輪

功學員羅斯

瑪 麗（中 ）

合影留念。

	�人 們 主 動

上前和學員

交 談， 明 白

真相後都願

意簽名支持

法輪功學員

反迫害。

	�文 : 台灣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

日，台灣部分法輪功學員

在花蓮縣吉安黃昏市場附

近廣場傳播法輪功真相，

揭露中共長期殘酷迫害及

其活摘器官的反人類罪行。

　　吉安是花蓮午後規模

最大的傳統市場，其中的

「邦查野菜街區」專售原住

民食材，貨色齊全。許多

來購物的民眾了解真相後

簽名支持訴江、制止迫害。

　　在警界服務的王警官

來市場採購，他對學員說，

他一直在太魯閣公園長春

祠督導，長期看到法輪功

學員在長春祠對大陸客講

真相，心裏很佩服法輪功

學員的毅力，不畏酷暑、

嚴寒都在那裏講真相。

　　王警官說：中共宣導

無神論，目的是要人民不

相信善惡有報，所以才有

人膽敢犯下活摘器官這樣

的罪行。那些人若知道將

來都要償還，只怕會悔不

當初，如同落網的罪犯一

樣。

　　王警官還說，網路上，

他還看到中共大量活摘法

輪功學員器官的群體滅絕

罪證據，以及很多高官的

電話調查錄音。中共的活

摘是公、檢、法、司、軍

隊、醫院一條龍作業，真

是驚人。更沒想到活摘器

官這罪行，竟還在持續中。

他覺得能參與簽名舉報中

共的惡行，很有意義。

簽名舉報中共惡行 
台警官：很有意義

2 2022 年 7 月 8 日 WWW.MINGHUI.ORG



　　（明慧網通訊員上海報

導）上海市法輪功學員何

冰鋼、張軼博去年十月九日

被長寧區國保警察綁架，今

年六月十日被構陷到奉賢區

法院，兩人被非法關押在長

寧區看守所至今已超過八個

月，目前身體狀況都非常糟

糕，何冰鋼已四肢癱瘓，張

軼博則胸部出現腫塊。

　　何冰鋼原來是復旦大學

研究生，優秀的軟件工程

師，因修煉法輪功，多次遭

中共冤刑迫害。

　　二零零一年，他被上海

徐匯區法院非法判刑六年，

在上海提籃橋監獄遭殘酷迫

害。二零一零年四月，他被

長寧分局國保警察綁架，再

次被非法判刑五年。因在非

法關押期間遭受迫害，令他

頸椎受傷，一度導致四肢半

癱瘓。

　　這次被非法關押在看守

所期間，何冰鋼的舊傷復

發，病情惡化。據律師說，

他目前四肢癱瘓，只能躺

著，不能走；頸椎問題還導

致他頭暈、頭痛，晚上睡不

著覺，甚至大小便失禁。

　　而張軼博的情況也很不

好，她胸部出現腫塊已數

月，至今已有三、四厘米，

但目前得不到有效的診治。

　　受上海封控政策影響，

給被關押在看守所的親屬匯

款、送衣服等被全部停止，

至今未恢復。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湖南報

導）湖南長沙市法輪功學員賀

祥姑去年五月十六日在住處遭

中共警察綁架，被非法關押在

長沙市第四看守所。大約一個

半月後，警察通知她的家人，

說賀祥姑在醫院昏迷不醒。如

今一年過去了，賀祥姑仍處於

深度昏迷狀態，不知她在看守

所經歷了什麼樣的摧殘！

　　賀祥姑今年六十一歲，原

湖南省婦幼保健院門診手術室

護士，一九九八年開始修煉法

輪功。

　　中共迫害法輪功後，賀祥

姑因堅持「真、善、忍」信仰，

多年來一直遭到中共的殘酷迫

害，累計四次被非法勞教，三

次被關入精神病院，長期不准

上班，無理停發工資和保險，

並被迫離婚。

已經深度昏迷一年

　　去年五月十六日，賀祥姑

在住處再次被清水塘派出所警

察綁架，被非法關押在長沙市

第四看守所。警方不准她家人

看望。她家人對辦案警察說：

如果出事了要他負責。該警察

還對賀祥姑的家人發脾氣。

　　去年七月三日，賀祥姑的

親人突然接到電話，通知他們

去長沙市第一醫院接賀祥姑回

家。親人感覺不對勁，當親人

趕到醫院時，賀祥姑已經是昏

迷不醒了。家人強烈要求立即

搶救。

　　去年七月四日，醫院將賀

祥姑送入重症監護室，靠著呼

吸機維持著生命。幾個月後，

醫生說，再過兩個月還沒醒

來，就成了植物人了。

警察限制家人探視

　　從去年五月被綁架，到同

年七月進重症監護室，對比其

他重症監護室的病人，他們的

家屬能每天探視。而對賀祥姑

的家人，警察只准每星期探視

一次，每次限時五分鐘。除直

系親屬外，其他親朋好友探視

要到清水塘派出所報備批准才

能到醫院探視。

　　家人每次探視都會在賀祥

姑的耳邊呼喚：「你快點好起

來，只要你能吃飯，能說話，

我就帶你回家。」可是，無論

怎樣呼喚她，賀祥姑都沒有任

何反應。親人哭干了淚，質問

警察：我的親人在家好好的，

你們為什麼要抓她去看守所？

警察回覆，不要為難他。

　　重症監護室主治醫師黃康

年前曾對賀祥姑的家人說，他

請示了市公安局將賀祥姑轉到

普通病房，已批准由親人陪

護。可年後，黃醫生又改口說

上面沒有批。面對主治醫生前

後不一的態度，家人萬分無奈。

　　賀祥姑遭警察綁架前身體

健康，被劫持進看守所僅一個

半月，就被迫害致深度昏迷，

生命垂危，家人們都無法想像

她在看守所裡都經歷了什麼。

長沙女護士被警察迫害成植物人

上海何冰鋼被迫害致癱

張軼博胸現腫塊

	�賀祥姑去年五月在家中遭警

察綁架，非法關押在長沙市第

四看守所，去年七月被迫害至

深度昏迷，至今都沒有醒來。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據明慧網報導統計，二零

二二年上半年獲知 366 名法輪

功學員被中共非法判刑，其中

一月份 132 人，二月份 33 人，

三月份 74 人，四月份 56 人，

五月份 42 人，六月份 29 人。

非法判刑分布於二十八個省、

自治區、直轄市，最嚴重的地

區依次為：山東省 54 人，遼

寧省 44 人，北京市 30 人，廣

東省 30 人，河北省 24 人，黑

龍江省 23 人，吉林省 20 人。

　　二零二二年上半年，遭中

共誣判的法輪功學員中有公務

員、大學副教授、國防科大博

士、教師、高級軟件工程師、

工商銀行職員、警察、工程

師、軍醫、醫生、會計師、精

神病院院長等。有 107 名 60 歲

以上老年法輪功學員被非法判

刑，年齡最長者 85 歲。其中，

80 ～ 90 歲 的 12 人，70 ～ 80

歲 的 47 人，60 ～ 70 歲 的 48

人。中共法庭共勒索罰金 151

万 3,500 元。

　　信息採集數據二零二二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二年六月

三十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沒

有發表的判刑數據。

今年上半年獲知

366名法輪功學員遭枉判

	�上海法輪功學員張軼博。	�優秀軟件工程師、法輪功

學員何冰鋼被中共兩次非法

判刑長達十一年，迫害致四

肢癱瘓。

	�長沙女護士、法輪功學員賀

祥姑。

　　（明慧網通訊員四川報

導）四川省南充市營山縣法

院法官易斌華，今年二月九

日枉判 84 歲的法輪功學員蔡

澤芳一年半，並在判決書上

將蔡澤芳的年齡寫成 75 周

歲。所謂的「判決書」上還給

蔡澤芳老人隨便寫了一個出

生地址。中共法院、法官公

開造假到如此地步！

　　營山縣公安局警察長

期跟蹤蔡澤芳。去年一月

二十九日，七、八個警察在

大街上綁架了正在告訴世人

如何躲過瘟疫保平安的蔡澤

芳，兩輛警車將老太太綁架

到其住處。警察砸壞大門，

一幫人闖進室內，翻箱倒

櫃，搶走大法書數本、真相

幣兩千多元、光盤、護身符

等私人財物。

　　去年十一月八日，檢察

院通知蔡澤芳，將她構陷到

法院。

　　今年一月三日，法院傳

票開庭，以所謂三百條加害

於蔡澤芳，並將歷次對她的

迫害作為「罪證」。蔡澤芳

以中國現行法律一一駁回，

法官無言回答，休庭，老人

回家。

　　今年二月九日，法院突

然傳訊，當即判決蔡澤芳有

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勒索

罰款三千元。當時蔡澤芳質

問，判決書上將我 84 歲為

什麼寫成 75 周歲？法官回

答 75 周歲就是 80 歲。在場

的人都聽到了。蔡澤芳在判

決書上簽字寫上「此判決書

無效，……迫害佛法罪惡滔

天」。當晚，蔡澤芳被劫持

至南充市看守所，看守所看

了手續拒收。第二天凌晨三

點多，被送回家。　　

　　今年四月二十四日、五

月二十六日，蔡澤芳又被中

共警察綁架兩次。

并非個案

　　蔡澤芳的情況並非個

案。為了達到拘留和冤判法

輪功學員的目的，公檢法人

員任意造假，修改法輪功學

員的年齡等信息。

　　陝西安康市 82 歲的退

休女教師陳楚雲，今年五月

寫了一個《正告》掛在立交

橋上，告訴人們今年五月

十三日是法輪大法洪傳三十

周年紀念日。當地警察拿著

表格，讓她簽字，要拘留她

十五天，表格上把她的年齡

寫成 70 歲。陳楚雲說：「我

已經 82 歲了，整篇造假。簽

什麼！」

　　重慶市 80 歲的陳貴芬因

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被中共

警察綁架，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被重慶九龍坡區法院非法

判刑一年半，為此她的年齡

特意被改小 5 歲。

84歲改成75歲
四川法官改年齡枉判法輪功學員

　　（明慧網通訊員上海報

導）上海法輪功學員戴之穎去

年四月被河南洛陽警方跨省綁

架，非法關押在河南洛陽市。

近日，戴之穎被非法判刑九年

半，勒索罰款四萬元。她家中

有八十八歲老母親，現在獨居

在家。

河南公安跨省綁架

　　戴之穎，六十六歲，家住

上海市普陀區新村路。二零

二一年四月十二日，她在家中

被市公安局、普陀區公安局等

七、八個人綁架到甘泉派出

所。公安還非法抄她的家，搶

走筆記本電腦、手機等私人物

品，過程中警方未出示任何證

明。

　　四月十二日當晚，戴之穎

被河南洛陽警方劫持離開上

海，綁架至河南洛陽，被非法

關押至今。

　　戴之穎於一九九六年開始

修煉法輪功，按照大法真、

善、忍的標準，修心向善。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

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

因堅持信仰，她一直被六一

零、公安等監控、跟蹤、上門

騷擾等，被迫離家出走。

曾坐八年冤獄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她在

山東被非法抓捕，後被劫持回

上海，被非法判刑八年，在上

海松江女子監獄遭受迫害，二

零零八年十二月才出獄。

上海戴之穎被誣判九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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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若善 （中國大陸）　

　　我出生時，臍帶緊緊纏繞

脖子好幾圈，差點窒息死亡。

經醫生搶救，我才活了過來，

但也因此落下了殘疾——偏

癱。我右手殘疾，左手也不靈

活，雙腿行走困難，說話也較

困難。好在思維、智力正常，

我能正常讀書，直到大學畢業。

被確診患雙癌　

　　讀大學期間，我頭痛了一

年多，天天吃「鎮腦寧」、「正

天丸」等專治頭痛的藥，頭痛

卻越發嚴重。我的半邊臉經常

感到麻木，視力和聽力也嚴重

下降，大腦偶爾還會出現瞬間

失去意識。而頭痛欲裂的痛

苦，常常會使在教室自習的我

不得不背起書包回寢室休息。

　　一九九七年五月底，在臨

近大學畢業之際，我看到一本

《生活與健康》雜誌，上面一篇

文章說的鼻咽癌晚期症狀與我

當時的狀態一模一樣。衝動之

下，我立即給母親寫了封信，

說：「媽媽，我可能得了鼻咽

癌了！」母親感覺如五雷轟

頂，匆匆乘車趕了過來，帶我

到市級大醫院就診。

　　經過兩次腦部 CT 掃瞄和

專家會診後，我被醫院確診患

了「末期惡性腦瘤」，醫生說

顱骨都被癌細胞侵蝕了。當時

遍布顱內的惡性膠質瘤已壓迫

著聽神經和視神經。

　　在耳鼻喉科，經過兩次活

體組織檢驗後，我又被確診為

鼻咽癌晚期，醫生斷言我最多

還能活三個月。生命似乎就要

在我二十三歲那年終結。

重蹈父親覆轍

　　遍布顱內的惡性膠質瘤已

經無法通過手術來切除，於是

我接受了放射治療。放療期

間，我開始流鼻血，有時候堵

不住，只好蹲在廁所裡任其流

淌。

　　因放療時射線對頸部皮膚

的傷害，導致我頸部皮膚潰

爛。我的口腔也開始潰爛，吃

東西如同上刑一樣痛苦。如果

不是母親逼著我吃飯，我真想

餓死算了。

　　放療結束回家後不長的時

間，我的頸部出現了雞蛋大小

的腫塊。當我在鏡子裡發現了

之後，淚水就像斷了線的珠

子：我想起了因患鼻咽癌死去

的父親，就不想再做放療，更

不想化療。因為這兩種治療帶

來的強烈副作用只能加速死

亡，我也不想死得太痛苦。

　　但是，家人不能眼看著我

被癌細胞殺死，什麼也不做，

我只能接受放療。

　　我不敢在母親面前落淚。

記得放療期間的一天，因為頭

痛難忍，我哭了。母親看到我

哭了，一邊盡力安慰著我，一

邊卻也忍不住大顆的淚水往下

淌。當時看著母親這樣傷心，

我止住了哭……

　　頸部出現腫塊之後，我的

臉也開始迅速發腫，幾乎比原

來的臉大了一倍，眼睛瞇成了

一條縫。

　　祖母看到我這個樣子，傷

心得不行，淚水不斷。因為她

的長子即我的父親，離世前就

是這般模樣。白發人送黑發人

的一幕似乎又要上演。母親和

祖母在背地裏偷偷商量著我離

世後穿什麼衣服……

絕望中大法救命

　　我母親多年來身體一直非

常差，冠心病很嚴重，心動

過緩（每分鐘心跳才四十餘

次），「速效救心丸」一直不

離身。此外，鼻竇炎、結腸潰

瘍、膽囊炎、肩周炎、貧血、

頭痛、皮膚病、腰痛、坐骨神

經痛等等疾病，折磨得她苦不

堪言。母親嘗試練習各種氣功

和太極拳等來鍛練身體，也不

見什麼起色。

　　在我接受放療的初期，母

親因偶然的機緣開始修煉了法

輪功。一天天過去了，母親的

身體迅速發生著變化，全身疾

病不治而癒。母親不再是萎靡

不振，而是滿面紅光，精神抖

擻。

　　母親勸我看了一遍《法輪

功》。母親的變化，我看在眼

裡，也由衷地為她高興。由於

我當時看書沒用心，以為法輪

功是一般的氣功，又覺得自己

身體無法放鬆，就沒有修煉法

輪大法。我依然機械地接受著

放療，麻木地等待著死亡。

　　 放 療 結 束 後 沒 有 多 長

時 間， 我 似 乎 快 不 行 了。

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母親又給

我看了法輪功的主要著作《轉

法輪》，這是一本教人如何修

心向善做好人，如何看淡名

利、無私為他的書。

　　此後，母親又給我看了兩

本法輪功學員寫的修煉心得體

會彙編，其中的故事讓我深受

震撼。法輪功不僅使很多絕症

患者重獲新生，而且能迅速淨

化和提升人的思想和心靈，讓

我感佩不已。

　　看完彙編，我的心動了。

那一刻，我感到一陣熱流通透

全身。

　　一九九八年二月的一天，

我開始和母親一起晨煉，每天

一起讀《轉法輪》，身心在佛法

無邊中迅速受益。其實在看第

一遍《轉法輪》時，師父就在管

我了，我的頸部包塊就是在那

期間不知不覺消失的。

　　參加煉功幾天后的一個晚

上，我在似醒非夢中，感到有

一隻大手伸進我的顱腔內抓出

了什麼東西。那一刻，我知道

是師父給我清理了顱腔，我從

此獲得了新生！

　　修煉法輪大法一年多後，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份好工作。

修大法也使我開智開慧，在工

作後的短時間內，我就用不太

靈活的左手很快學會了電腦操

作，並在實際工作中能夠運用

自如。

修己自律做好人

　　師父要求大法弟子在哪裡

都要嚴格要求自己，做個好

人。我參加工作以後，沒把自

己當作殘疾人，不管是寒來暑

往，也不管是雷雨交加，我每

天都按時上下班，從不遲到、

早退，也很少因私事耽誤工作。

　　二零零七年年終，教育主

管部門統計有困難的教職工，

並給予慰問和資助，新任校長

把我定為首選對像。

　　我婉言謝絕了校長的好

意。我說：「我沒有什麼家庭

負擔，還是把機會和名額讓給

比我更需要幫助的老師吧。」

校長很驚訝和欽佩。

　　職稱晉升，一直都是單位

在職人員非常關注的事。我參

加工作至今二十餘年了，但職

稱始終未變，一直拿著初級職

稱的工資，但我絲毫沒有抱怨

過，始終盡職盡責地工作。

　　二零一二年，校長曾去找

人事局，要求解決我的職稱晉

升問題，但沒有著落。於是校

長打電話提醒我，是不是去弄

個「教師」資格證。弄個「教

師」資格證，就意味著要造

假，我毫不猶豫地回絕了，並

感謝了校長的關心和幫助。

校長非常感佩，發短信給我

說：「我們的老師有你一半的

敬業、負責，如你的素質這麼

高，我們校長就好當了。」

　　感恩慈悲偉大的李洪志師

父給了我新生，使我在二十五

年前與死神擦肩而過，使我成

為一個殘而不廢，同化真、

善、忍的幸福生命。

祛病健身

雙癌患者絕處逢生

	�文 : 蒙古國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九

日，在蒙古國烏蘭巴托市的

BLUE SKY 五星級酒店，舉

辦了一年一度的健康展會。

　　當地法輪功學員們以優

美的五套功法展示、祥和的煉

功音樂和鮮亮的服裝吸引了

大量民眾。感興趣的民眾多數

是年輕人，很多人當場學功，

並表示要進一步了解大法。

蒙古國學員在健康展會上介紹法輪功

　　疾病一直是人類難以戰勝

的敵人。儘管目前的醫學很發

達，但是仍然有很多疾病無法

被攻克，很多人仍然生活在病

魔纏身的悲苦之中。　　

　　在這本書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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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處逢生》一書可以在天

梯書店買到：

　　tiantibooks.org

明慧叢書 
《絕處逢生》

	�文：山西大法弟子

　

　　山西古交市宮國卿，

七十八歲，平易近人，和藹可

親，大家都親切地稱他宮叔。

　　他曾疾病纏身，大夏天都

穿著厚厚的棉衣棉褲，四處求

醫，吃啥吐啥，醫院卻查不出

他到底得了啥病。

　　有人介紹他到太原省中醫

研究所，一個知名老中醫每次

給他開一百二十副中藥，也不

管用；他把古交和太原各大醫

院跑遍了也無濟於事。花光了

積蓄，吃盡了苦頭，身體卻每

況愈下。

　　九十年代末，宮叔幸遇

法輪功，捧著寶書《轉法輪》

僅僅看了一遍，就開始吐膿血

塊，甚至一大盆一大盆地吐。

吐完後，身體非常舒服，宮叔

明白這是給他清理身體。

　　修煉沒多久，宮叔能正常

吃飯，也能幫著做一些家務

了。全家人都感激法輪功！

　　宮叔按真、善、忍的標準

做人，二十多年沒吃一粒藥，

身體硬朗，一邊打工一邊照顧

雙目失明的老伴，任勞任怨。

老伴每提起宮叔，都老淚縱

橫：要不是宮叔無微不至的照

顧，她早就撒手人寰了。

　　二零二零年五月，七十八

歲高齡的宮國卿再次被中共警

察從家中綁架，老伴盼著宮叔

能安全回家。

醫院查不出名的疑難病好了

	�蒙古法輪功學員精心布置的展位。 	�感興趣的民眾當場學煉法輪功的五套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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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中國東北大法弟子

　　明慧網編者按：法輪大法

神奇殊勝，法力遍布洪微。本

文所講的事例，僅僅是大法威

力在世俗層面的一個小小體

現。大法能給人類帶來世間的

福祉，而大法的神奇和殊勝更

是為了讓人返本歸真。

　　每次見到我，小王的第一

句話就是：「姐，念了法輪大

法好，我的買賣咋這麼好！」

她發自內心的喜悅，溢於言表。

　　小王四十多歲，和我是一

個縣的老鄉。她主要是賣自家

產的蘋果、雞蛋、鵝蛋、粉條

等農產品。去年春天在小區門

口，我買她的雞蛋時才認識

的，並告訴她法輪功真相，當

即她就痛快地退出了邪黨的團

隊組織。

　　下面是小王告訴我關於她

與親人的真實故事：

　　「你也知道，我是為了給

孩子陪讀才來這個城市的，人

生地不熟，買賣可真難做啊。

老家離我們租住的城裡有二百

多裡，農產品要從老家用汽車

運來，儲存在租的車庫裡，東

西在車庫裡好長時間賣不出

去。農產品啊，時間一長就更

不好出售，瞎了好多貨，那是

我們全家生活的希望啊。」

　　「自從認識你以後，做了

三退，家裏、車上我都掛上你

給的護身符，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一天我都不知念了多

少遍，念得我腦子什麼都不想

了。就從那以後，我可真是時

來運轉了。每天起大早，貪大

晚，我都忙個不亦樂乎，要貨

的電話不斷。實在忙不過來

了，我就把在老家忙配貨的丈

夫也叫來了。現在，連在本市

駐防的部隊都買我家的粉條。

去年過年時買兩千斤，這又要

五百斤哪。」

　　說到這，小王忍不住又

說：「姐呀，退出了邪黨的團

隊組織，真心念『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我的買賣咋

這麼好！」

　　「我再告訴你一個神奇的

事，」小王說，「我大姐她家這

兩年可慘了，去年秋天，我大

姐夫開個三馬子（三輪車）賣

點兒東西，結果車子叫城管的

給拖走了；兒子不過日子，整

天耍錢（賭博），兒媳婦要離

婚，回娘家了；家裏僅有的毛

驢突然丟了；一連串的事，一

連串的打擊，我大姐天天以淚

洗面。

　　「我天天忙，沒時間去她

家。我就用微信視頻，把我時

來運轉的親身經歷告訴她，

告訴她真心實意念『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一定會好起

來的。」

　　我說：「你可真膽大，敢

在視頻裡說。」她哈哈大笑：

「我大姐天天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你猜咋樣？人家

都說城管的人可難搞了，不花

錢想要回車根本沒門兒，可是

大姐夫的三輪車要回來了，城

管一分錢沒要；兒媳婦回娘家

兩個多月後就回來了；兒子現

在也不耍錢了；毛驢子跑出去

二十多天，突然自己回來了。

你說神奇不神奇？！姐，太謝

謝你了！我大姐幾次要來你家

謝謝你哪。」

　　我說：「可別謝我，我可

不敢貪天功。你們真心信大

法，是大法師父給了你們福

份。應該感謝大法師父！」

　　小王把她家親戚們的三退

名單給了我，說：「我大姐家

的事，親戚們都知道，我把你

給的護身符、優盤都送給了親

戚們。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他們都說念哪。」

　　小王還說：「我跟我丈夫

說，大法給咱們帶來多大的福

份哪 ! 你要誠心敬念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我丈夫說，

為啥不早點認識你。哈哈哈

哈——」

　　小王的笑聲清朗、喜悅。

善惡因果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女兒兩歲時，我父親因為

講 法輪大法真相遭受迫害。

在高壓下，我丈夫選 了離

開。一位朋友擔 地對我說：

「單親家庭的孩子問題很多，

你要有心理準備啊！」我心

想：在大法中修煉，我和女兒

一定會走過來的。

　　女兒三歲的時候，我時常

問她：「跟媽媽修煉大法吧？」

女兒 說：「不，等我大了再

煉吧！」然後就笑著跑開了。

那時，我想也許機緣還不到吧。

　　面對各種早教、幼教的

，我都帶女兒去參加，樂此

不 。結果女兒很難帶：晚上

睡覺哭 ，還 ；時常

感 上醫院；一上幼兒園就

哭……經常搞得我們全家

力盡。

 法

　　女兒四歲那年，一件神奇

的事情改變了這一切。女兒在

幼兒園被傳 了 ，我在藥

店買了藥 ，給女兒 。本

想幾天就好了，誰知 了半個

月的藥 ，毫無用處。而且母

親還發現了一個奇 的現 ：

給女兒 了藥 ，幾分鐘後

再看她，竟然發現藥 沒有了。

　　我跟母親小聲 這事

兒，說是不是應該帶著女兒修

煉？ 在 上的女兒聽見了，

一個翻身，從 上跳起來，一

改往日的拒絕態度，說：「媽

媽，我現在就要修煉大法！」

我們全家都樂了！接著，我給

她播放師父的講法錄音，兩天

後，女兒不藥而癒。這個神奇

的經歷讓她很興 。

《 法輪》 

　　女兒得法後，我決定帶她

學《轉法輪》。我讀一句，讓女

兒學一句。一開始，女兒很

氣，時常讀兩句就上 下跳滿

跑，但我一直堅持帶她學。

地女兒安靜了，也不 跑

了，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女

兒跟著我讀完了第一遍《轉法

輪》。這時，她已經五歲多了。

　　記得有一天陽光明 ，我

帶女兒乘公交車外出，女兒開

心地指著車 裡的廣告單讀了

起來。我一看，很震驚，女兒

竟然識字了。

　　下車後，女兒一路念著街

邊門店的標 ，很少有 。我

從來沒有教過她識字，哪怕跟

我讀《轉法輪》的時候，也是我

讀一句，她跟著學一句，特別

是 氣的時候，她壓根都沒看

書。

　　我問女兒：「你怎麼認識

這些字的？」她說：「我也不

知道，就感覺這些字突然很熟

，一下子都會念了。」我告

訴她，《轉法輪》是佛法，這是

你堅持跟媽媽讀完《轉法輪》的

神 呀！她很驚奇，也很高興。

　　於是，我又和她開始讀第

二遍《轉法輪》。這一次我發

現，女兒竟然可以自己讀書

了，整本書沒有她不識的字。

幾個月後，她又開始讀第三遍。

　　女兒上小學了，學法不能

保證時間了。我跟女兒說：「如

果你 意每天早起學法，再去

上學，就什麼都不耽誤了。」

母親笑笑說：「一年級的孩子，

每天早起學法，可能 ？」誰

知單 的女兒大聲說道：「我

能行！」我們全家又樂了。於

是，從一年級第一天開始，女

兒真的堅持每天早起學法。

　 
子

　　在電子智能化的現代社會

中，孩子們最喜歡的 樂活動

就是打遊 、看 、 劇

星等等。女兒 然修煉大法，

也在這個大 中，被 著。

　　曾有一 時間，女兒也

迷於 手機、看 ，對修煉

完全放鬆了。結果那 時間，

不僅學習毫無狀態，作業效

極 ，性情也變得極端易 。

然而，只要讓她聽師尊講法，

她就會 平靜下來。但是只

要一接 那些東西，又性情大

變，搞得女兒 力盡。

　　女兒從法理上 然明白，

但她的生活 境已經完全被電

子智能充 ，她感覺很難。為

了保證一個好的修煉 境，我

們家只保留一個智能手機，非

必要的生活用 ，一律不開

機。 時間，給女兒看大法

弟子媒體上的真相節目、傳統

文化節目，像《 遊字在》 、

《三字經》、《小 》和《笑

風雲》等優秀節目伴隨著女兒

的成長，引導她走回傳統。我

也帶女兒做手工， 她多動

手。女兒的手工作品，同學們

都很喜歡，有一次在學校的交

易會上，竟一搶而光。這也給

了女兒很大的信心，不 電子

產品，也可以有別樣的精 。

　　 然，現在女兒對電子產

品還做不到完全 絕，特別是

這次疫情期間的網 ，又讓女

兒有些反復，但她比以前自控

很多，也成了全班唯一不 電

子遊 的人。

　　去年，朋友來我家小 ，

見到女兒樂觀自信，心靈手

，感慨地說：「我之前對你

說單親家庭的孩子問題很多，

我發現我 了。關 還是在於

人心。無論什麼樣的家庭，只

要給孩子良好的教育，孩子就

會有一個美好的心靈。」我笑

笑說：「我女兒修煉大法，法

輪大法就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

教育。」朋友笑著點點頭，非

常認可。

　　佛恩 ，這些年在女兒

的成長過程中，我無數次感受

到，是師父指引著我和女兒一

步一步地往前走著。法輪大法

的慈悲美好，如 清泉，灌

注著女兒的心靈。

女兒受到的最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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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表嫂是一個能說會

道的人，她相信中共造假的

謊言，對大法和師父說過一

些不敬的話，我多次給她講

真相，她都不聽。

　　一個冬天，我突然聽說

她患了喉癌，吃不下東西，

病情很嚴重，本地無法治

療，必須去大城市治療。

　　當時農民家都不怎麼富

有，於是表哥留在家裏幹

活，東拼西湊到處借錢，

大兒子陪同表嫂去醫院。到

了大醫院，醫生說：「病情

很嚴重，不能動手術，一旦

動手術，就隨時有生命危

險。」表哥和表嫂通電話經

常哭，他們感情好，又年

輕，誰都放不下誰。

危難時退隊、念真言

　　我知道這個消息後，主

動去表哥家幫他包裝柑橘，

跟他講了法輪功真相及三退

（退黨、退團、退隊）保平

安的事情，讓他告訴表嫂，

真心三退和敬念大法九字真

言，對她的身體有好處。

　　表哥把電話遞給我，讓

我直接和表嫂說。電話撥通

了，表嫂有氣無力，我安

慰她：「表嫂，不要害怕，

你心裏時時敬念『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把你小時入過的團、隊退

出來，身體就會好轉。」她

說：「我沒有入過團，但入

過少先隊。」我說：「那你就

把少先隊退了吧。」她說：

「好」。我反復叮囑她，從

現在起，時時敬念大法九字

真言。表嫂答應了。

　　幾天過後，我到表哥家

問表嫂情況，他高興地說：

「你表嫂可以吃稀飯了，病

情大有好轉，現在不要動手

術，化療就行了，不要多長

時間就可以出院。」

　　表嫂在醫院住了兩個多

星期就出院了。我去看望

她，給她送去幾本法輪功真

相資料和光盤，叫她認真看。

兩個月後長出頭髮

　　兩個月過去了，表嫂的

病好得真快，頭髮長出來

了，和正常人沒有兩樣。她

告訴我，她還有一個親戚也

修煉法輪功，給她講了許多

真相，讓她明白全世界有那

麼多人在修煉法輪功，中共

講的一切都是假的。

　　前不久，表哥看見我，

說：「和你表嫂一樣患喉癌

的人都去世了，你表嫂到現

在都很健康。法輪大法好 !

真善忍好！」我們都開心笑

了。

患喉癌的表嫂重生了 「我的買賣咋這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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