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德國法輪功學員

　　科布倫茨（Koblenz）是

坐落在德國萊茵河畔的一座文

化古城，二零二二年七月一日

在古城多元文化仲夏節，首次

亮相的法輪功學員演示了功法

和中國傳統舞龍等節目，受到

市長、國會議員、主辦方和各

族裔遊客的歡迎。

　　當天，十幾個民族在近兩

百年歷史的古堡上展示各自的

文化，接觸了法輪功學員的民

眾無論年齡、國籍紛紛表示了

對真、善、忍的贊同。

　　 市 長 莫 爾 斯 (Ulrike 

Mohrs) 說：「德國有基本法，

我們為有資格人士提供保護。

無論是誰、從哪裏來，到我們

這裏就會受到公正對待。我們

當然支持人權。」聯邦國會議

員 奧 斯 特（Josef Oster） 聽

到學員介紹的「真、善、忍」

法理後非常認同，馬上跟隨行

人員說：「你們聽到了？下次

我如果要發脾氣，可要提醒我

啊。」

　　活動主辦方代表康騰托

（Vito Contento）為法輪功學

員的舞龍隊主持了「畫龍點

睛」儀式。點睛之後，龍一下

子就活了起來，在舞龍隊員的

手中飛騰，引來陣陣掌聲。

民眾學煉法輪功 
簽名抵制中共迫害

　　歡慶之際，人們紛紛簽名

抵制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及活

摘器官罪行。剛退休的前社會

事務諮詢師格律科訥爾（Beate 

Gl ckner）認真了解真相後

在徵簽表上簽了名。她對大法

「真、善、忍」理念非常認同：

「每個人需要從自身做起的，

保持平和，反對暴力，同時也

需要對自己周圍環境給以良好

的影響。」看到學員在喧鬧的

環境裏還能專注煉功，她更想

多了解法輪功。

　　已退休的前社會事務協會

成員林斯特（Linster）表示，

中共迫害好人是不對的，他對

其專制「絕不認同」。

　　 醫 務 護 理 教 師 施 特 菲

（Steffi）說，功法「展現著平

和、放鬆的氛圍」所以前來探

詢；在聽說法輪功學員在中國

遭迫害以及被活摘器官後，她

馬上簽名並說：「我還要對此

多關注一些。」

　　當法輪功學員在舞台上展

示舒展，緩和的功法後，很多

年輕人都來到法輪功展台，開

朗地詢問是否可以學功。他們

站成兩排，模仿著法輪功學員

的動作，成了一道亮眼景觀。 

　　 計 算 機 工 程 師 科 爾 賓

（Corbin）在學了第五套功法後

高興地說：「我感到很放鬆、

舒展，我知道法輪功的真、

善、忍，這是很好的價值觀，

能幫助每個人。」他已得知中

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那裏異

議文化、社團和個人被打壓和

殺害，這是當今的傷痛。很多

受迫害的人被迫去美國、加拿

大。」

	�文 : 洛杉磯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七月四日美國

獨立日當天，加州杭廷頓海灘

市（Huntington Beach）舉行

了美國西部最大的獨立日遊

行。在眾多隊伍中，由法輪功

學員組成的方陣成為當天遊行

的一大亮點。美國主流媒體在

進行現場直播時表示，法輪功

學員的隊伍充滿能量。

　　今年該市舉行的第 118 屆

國慶慶典共有逾百個團體參

加，包括城市官員、退伍軍人、

社區團體、遊行樂隊，還有各

式各樣的花車和空中表演等。

　　法輪功學員組成的腰鼓

隊、仙女隊、煉功隊以及彩旗

隊，不僅與數十萬民眾一同慶

祝美國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的

建國之本，更展現出法輪功學

員珍惜自由、熱愛和平，實踐

真、善、忍的美好風貌。

　　遊行開始時，天空一直灰

濛濛的，但當法輪大法遊行隊

伍站到起點時，雲開霧散，陽

光照亮了整個街道。當優美的

音樂響起，現場觀眾為之喝

彩，人們紛紛拿出手機拍照，

並從法輪功學員手中接過真相

傳單。

　　美國主流媒體 ABC7 電視

台在現場直播時這樣介紹法輪

功的隊伍：「他們（的隊伍）

是龐大的，也是明亮、充滿能

量的。這是這次遊行中最大的

隊伍，也是最豐富多彩的隊伍

之一。他們都是法輪大法亦稱

法輪功的修煉者。」

　　遊行現場直播主持人還介

紹：「法輪大法是一種有著柔

和動作和冥想修煉的功法，強

調真、善、忍，是一種根植

於中國古老文化、使修煉者完

全達到健康身心的（修煉方

法）。」

　　「法輪大法在全世界有上

億人修煉、弘傳至一百多個國

家。在南加州，每週也都有

（開放）的煉功點，歡迎大家

參加、學習煉功。」ABC7 電

視台主持人還讚歎道：「看著

真的很美，讓人感覺很輕鬆。」

　　現場觀眾也非常喜歡法輪

功隊伍。勞拉（Laura）是其

中之一，她一直在鼓掌，說：

「他們（法輪功學員）看上去

非常精神，我很喜歡！」

美西獨立日遊行 媒體直播介紹法輪功

德國民眾讚美真善忍 年輕人習煉功法

	�文 : 加拿大卡爾加里弟子

　　被譽為「落基山脈的靈

魂」，加拿大著名旅遊景點班

芙鎮 (Banff Town) 於二零二二

年七月一日，迎來了加拿大

155 周年國慶節慶活動。加拿

大卡爾加里的法輪功學員亦受

邀至此，於班芙大道兩個地段

定點為世界各地遊客展示優美

祥和的法輪功功法，鏗鏘的腰

鼓隊表演也大受遊客歡迎。

　　主持人首先隆重介紹法輪

大法：「法輪大法是中國古老

的打坐功法，根植於真、善、

忍，目前在 100 多個國家有數

百萬人（編者注：上億人）修

煉。法輪大法包括五套輕緩柔

和的動作。通過長期的修煉，

很多人獲得了內心的平和與身

體的健康。法輪大法要求修煉

者去除各種不良的嗜好，向內

找，時時刻刻以他人為先。」

　　主持人接著解說：「法輪

大法腰鼓隊成立近 20 年。腰

鼓在中國已經有幾千年的歷

史 ...... 法輪大法腰鼓隊成員全

部是法輪大法修煉者。鼓手身

著金黃色絲綢服裝，風格取自

唐朝──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

王朝。鼓聲雄渾磅礡，表演美

麗精彩。」在《法輪大法好》、

《喜慶》、《打鼓歌》的歌聲中，

腰鼓隊不斷變換隊形，贏得觀

眾掌聲雷動。

　　觀看功法展示時，居民恩

魯 (Shayla Unruh) 讚 歎：「非

常祥和！正是當今世界所需。」

　　來自卡爾加里的弗拉基米

爾 (Vladimir) 和 諾 拉 (Noela)

在街對面被鼓聲吸引來了，「看

到他們穿著漂亮的服裝，我們

一下子被迷住了。」「鼓聲令

人心情愉悅，太美了！」

　　弗拉基米爾表示，他對法

輪大法有著相當正面的印象，

曾經跟孩子們解釋，「在中國

大陸，這一功法的修煉者受到

了迫害。他們沒有做任何不好

的事情，卻遭此不公。我們多

麼幸運生活在加拿大，過快樂

的生活。」諾拉說：「煉功是他

們的基本人權，在加拿大沒有

問題。他們毫無錯處，他們非

常美麗。」

　　多倫多居民里亞姆﹒沙拉

爾 (Riam Sharal) 看得興高采

烈，「非常喜歡，喜歡他們的

服裝，喜歡他們的編舞，非常

酷！感受到強大的能量，令人

振動的能量。看得出來，觀眾

都特別高興，每個人都很陶

醉。這是慶祝加拿大國慶日的

好方式。」

　　法輪功學員張萍表示：「在

加拿大這塊自由的土地上，我

可以打鼓，讚頌法輪大法給人

帶來的祥和幸福。」 

法輪大法腰鼓隊加拿大國慶日頌自由

	�美國主流媒體 ABC7 電視台（美國廣播公司第七頻道）在現場直播中，主持人介紹法輪功的隊伍

時說：「他們（的隊伍）是龐大的，也是明亮、充滿能量的。」

	�法 輪 功 學

員受邀在加

拿大國慶節

演示優美祥

和的法輪功

功法及鏗鏘

的腰鼓隊表

演。

	�人們模仿著法輪功學員舒緩祥和的煉功動作學習，成了一道亮

眼景觀。

　　（明 慧 記 者 容 法 比

利時報導）六月二十五

日，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市

中心舉辦的法輪大法洪

法 活 動 上， 貝 蒂（Betty 

Leysses）和兒子托馬斯與

法輪功學員菲利普談了近

三十分鐘。

　　貝蒂認為真、善、忍

對人的內心世界太重要

了，是美好人性的展現。

但是這麼好的法輪大法卻

在中國被迫害，很不應該。

　　「內在的靈魂對人類來

說非常重要，我們永遠不

會放棄希望，因此我對法

輪大法很感興趣。」貝蒂

說，「聽到迫害我很難過，

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們多關

心自己的內心，也遵循真、

善、忍的行為規範。我希

望這種功法能夠再次在中

國自由傳播，讓更多的人

重新看到人性的展現。」

　　最後她說：「去了解真

相，這也是我為甚麼在這

裏站了這麼長時間。」

　　托馬斯正在大學學

醫，得知中共迫害、活摘

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後表示

「非常震驚」。他說：「這

已經不正常了。我們需要

做點甚麼，這太殘忍了。

那是不能夠做的事情。」

　　活動中，圍觀的青年

大學生比較多。喬治婭

（Giorgia）被現場法輪功五

套功法演示呈現的祥和與

學員內心的寧靜所吸引。

安 - 蘇 菲（An-Sofie） 說

她能夠感受到放鬆。凱特

（Kat）說：「我已經得到

關於法輪大法的傳單和資

料，我希望能夠了解更多，

我很感興趣。」

　　多位學生一致認為「迫

害這樣一個無危害的群

體，無法令人理解。」「警

察（中共）這樣做很奇

怪，因為他們沒有做錯任

何事。這不公平，人們應

該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比利時民眾：

願法輪功再次

在中國自由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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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今年六月十五日，秦月明

的妻子和兩個女兒驚聞山東老

家親戚傳來的消息：在冰櫃存

放了十一年的秦月明的遺體已

被佳木斯監獄火化。六月十六

日，骨灰被送到秦月明的山東

老家。

 

遺體遍體鱗傷   
冰凍 11 年

　　秦月明是黑龍江省伊春市

金山屯區法輪功學員，二零

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被佳木斯

監獄迫害致死，年僅四十七

歲。家屬當時看到秦月明的遺

體滿身是傷、嘴唇青紫、口鼻

流血，面目表情痛苦異常，右

側脖子後側呈大片紅腫等。

可佳木斯監獄卻說是「正常死

亡」。

十一年來，秦月明妻子和

女兒一直堅持伸冤、不接受

「私了」，即使被抓、被勞教迫

害也不妥協，始終要求佳木斯

監獄依法出具死亡證明、講出

事實真相。

監獄誘騙秦父私了

監獄不法人員知道秦月明

的妻女不可能同意「私了」，

更不可能同意火化遺體，就私

底下派人偷偷摸摸去山東省東

阿縣陳集鄉，找秦月明八十多

歲的老父親秦緒文「做工作」。

二零二二年初，佳木斯監

獄又派人多次找過秦緒文，談

「私了」、簽字火化遺體的事。

老人 初不同意簽字，告訴監

獄的人去找秦月明的妻女解決

問題。監獄人員勾結山東老家

當地的派出所又找到秦緒文，

使用誘騙手段，老人不堪各方

壓力， 後以「私了」的方式

簽字、同意將遺體火化。

秦月明曾義務修路

秦月明自從修煉法輪大法

後身心變化很大，患有乙肝的

女兒通過學法輪功不醫而癒，

一家人共同見證了大法的神

奇，全家都走入了大法修煉。

秦月明按照大法要求的

「真、善、忍」標準做人，他曾

在數月內推著三輪車取沙土，

鋪平了一條坑窪的道路，鄰里

鄉親感動地說：這路是法輪功

給修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

害法輪功後，秦月明全家人備

受摧殘。夫妻倆被非法勞教、

孩子遭毒打關押，秦月明又被

非法判刑十年，關押在佳木斯

監獄。當秦月明被監獄迫害致

死的噩耗傳到家鄉，熟悉秦月

明的父老鄉親們震驚了。

妻女堅持討公道  
反被中共非法勞教

為了討一個公道、為了制

止同樣的悲劇重演，母女三人

開始了艱難的訴諸法律的過

程。從佳木斯到省城哈爾濱，

不知跑了多少部門單位，直到

二零一一年九月，黑龍江省高

法終於立案。

然而不久，秦月明的妻子

王秀青和小女兒秦海龍卻因申

冤被中共報復：被綁架、非法

勞教，投入了哈爾濱市前進勞

教所。

勞教期間母女多次遭到酷

刑折磨。省 610 的顧松海和省

高法賠償委員會的張印峰等人

去勞教所，以給她們安排住房

工作為由，要求撤訴「私了」。

母女沒有屈服，依然堅持為秦

月明冤案昭雪，不同意「私了」

解決。

拖延數年之後，二零一四

年年底，黑龍江省伊春中院對

秦月明家屬提出的國家賠償請

求非法做出「撤回處理」的決

定。至此，秦月明的妻子和兩

個女兒歷經艱險、喊冤控告卻

申冤無門。

存放於佳木斯監獄冰櫃中

的秦月明遺體傷痕累累、遍體

鱗傷，一直令不法警察惴惴不

安。秦月明致死案像一柄利刃

懸在了他們的頭上，但他們在

邪黨洗腦和統治下麻木地聽從

上級的命令，泯滅了良知，不

顧事實與法律，竭力隱瞞秦月

明被迫害致死的事實真相，毀

屍滅跡。

從明慧網曝光的惡人遭報

實例看，天網恢恢，疏而不

漏，善惡有報是天理，參與迫

害的人厄運難逃。

為掩蓋真相 監獄火化秦月明遺體

　　（明慧網通訊員山東報

導）在過去十三年中，十二

年的時光，王忠實是在中共

的黑牢中度過，而且仍面臨

未來六年的牢獄迫害。

 

妻子被冤判五年

王忠實，今年近七十

歲，山東淄博市博山區人。

他和妻子李秀雲都修煉法輪

大法，按照大法真、善、忍

的要求做好人。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五

日，李秀雲在家中被中共警

察綁架，家中值錢一點的物

品，如摩托車、彩電和冰箱，

被警察洗劫一空。

不久，李秀雲被非法判

刑五年。

流離失所曾露宿荒野

此後的兩年中，王忠實

被迫流離失所，他曾被山東

省公安網秘密通緝，博山區

的很多地方都張貼了公安的

非法通緝告示，告示甚至貼

在他岳母的家門口。

期間，王忠實經常騎著

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帶著簡

單的行李和打氣筒，露宿荒

山野嶺；渴了，喝水庫的生

水，餓了，吃乾硬發霉的饅

頭，過著野人般的生活。

博山區「610」曾出動近

百名便衣特務在博山城區搜

索他。二零零八年奧運會期

間，淄博市的國保國安特務

曾派出一男一女秘密監視跟

蹤他的小女兒，企圖伺機綁

架王忠實。

兩次冤判共計十八年

二零零九年五月中旬，

王忠實遭中共綁架，在山東

省監獄遭受了整整十年冤獄

折磨，于二零一九年五月

十六日回家。

他到原單位山東鋁廠水

泥分廠問退休工資的事，結

果各部門推來推去，說全部

假報他已死亡，沒交任何保

險，令其再交三十萬人民幣。

走出冤獄僅一年多，二

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王

忠實和另一位法輪功學員高

明潔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

再次遭中共警察綁架。

二零二一年六月，王忠

實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勒索

罰款四萬；高明潔被非法判

刑四年，被勒索罰款兩萬。

兩人上訴，被中級法院非法

維持冤判。

在山東省監獄，古稀之

年的王忠實因拒絕寫監規，

被監獄人員打耳光、罰站三

天。隨後很長時間，他被監

禁在走廊、睡在走廊。

王忠實按真、善、忍標

準做人，遭邪黨非法判刑，

共計十八年，在他本應享受

晚年的生命時刻，遭受邪黨

剝奪合法的養老金收入和監

禁迫害，也使他的子女在痛

苦中煎熬。

山東王忠實兩度被冤判共計十八年

	�2011 年 2 月 26 日，秦月明

被佳木斯監獄迫害致死，年僅

四十七歲。

黑龍江公安綁架了 
至少 37 名法輪功學員

從今年七月十一日開始，

黑龍江省 610 策劃、指使省內

多個城市及市縣，包括大慶市

及杜蒙縣、哈爾濱市及賓縣、

齊齊哈爾市富裕縣、牡丹江市

及海林市，出動大量警察，騷

擾、綁架至少 37 名法輪功學

員。

據說，警察都是按照事先

準備好的名單非法抓人，沒有

任何證據、手續，直接上門非

法抓人、抄家，找到法輪功相

關物品，即誣陷為「證據」而

非法拘留法輪功學員，沒有找

到相關「證據」的，就放回去。

這是中共「610」，凌駕於

國家憲法和法律之上，操縱公

安局、派出所警察騷擾迫害修

心向善的法輪功學員。請這些

地區的法輪功學員注意安全，

加強正念，抵制迫害。

福建警察一夜綁架 
20 多位法輪功學員

今年六月十八日晚上至

十九日凌晨，福建省福州市、

廈門市、龍岩市、泉州市、南

平市等地區二十多位法輪功學

員遭中共國保警察綁架和非法

抄家。

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次

蓄謀已久，跨市大綁架，主要

負責單位應該是福建省政法

委、610 和國保警察。

福建和黑龍江大肆綁架法輪功學員

	�左圖：秦月明

被打傷的遺體。  

	�下圖：秦月明

的妻女因為替親

人討公道，被非

法 勞 教。 圖 為

2013 年 4 月 13
日，她們走出前

進勞教所時的合

影。

　　（明慧網通訊員天津報

導）原天津濱海新區統計局幹

部、法輪功學員李萬兵，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被中共法院非法

判刑八年，現被非法關押在天

津濱海監獄。

李萬兵於一九九八年開始

修煉法輪大法。因堅持真、

善、忍信仰，二零零零年曾被

非法勞教三年。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下旬，

李萬兵向民眾講法輪功真相、

使用真相幣時，遭當地中共警

察綁架，後被冤判八年。

李萬兵在獄中飽受折磨，

他絕食反迫害，遭獄方暴力灌

食，目前他身體非常虛弱。望

外界關注李萬兵的現況。

李萬兵被誣判八年 獄中飽受折磨

　　（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

導）雲南省曲靖市法輪功學

員梁雲去年五月三日走出雲

南第二女子監獄，結束了四

年冤刑。梁雲曾兩次遭中共

法院非法判刑，一次五年，

一次四年。

二零零零年三月，警察

以非法集會為由，綁架了包

括梁雲在內的十多位法輪功

學員，梁雲後被非法判刑

五年。中共人員還搞「連坐

制」，梁雲的丈夫有三十二

年的工齡，因妻子修煉法輪

功，遭到單位無理開除。

二零一七年三月四日，

當地公安再次綁架了梁雲，

所謂的理由是梁雲給監視她

的協警董明通講真相、給曲

靖市麒麟區「610」主任送真

相 U 盤。梁雲又被非法判刑

四年，在監獄遭到了各種折

磨，但她始終堅持信仰。

修煉法輪大法之前，梁

雲患有多種疑難雜症，包括

冠心病、甲減、頸椎炎、胸

椎炎、雙膝骨質增生、泌尿

系統結石、青光眼，乳腺長

滿了幾十個大大小小的瘤，

不能碰、不能翻身，扁桃體

摘除四個瘤，子宮肌瘤切

除，生命如此不堪、無望，

梁雲幾次自殺未成。

幸好，經人介紹，梁雲

開始修煉法輪功，煉功不久

一身疾病全部消失。

法輪大法對梁雲是救命

之恩，惡徒逼迫她放棄大

法，只能是瞎折騰。

患重病幸遇大法救命 遭九年冤刑不動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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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韓國法輪功學員

　　 金 永 標（ 音 譯） 今 年

五十五歲，在韓國一所少年懲

教機關當公務員。他曾經嗜

酒如命， 酒癮上來什麼都做不

了，甚至因為酒醉暈倒，被送

到醫院。金永標瘦弱的身體只

剩下一口氣，要不是他舅舅的

一句話，他至今還是個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連坐地鐵都沒

氣力的人。

　

曾經的他真讓人擔心

　　十五年前見到過金永標

的 人 都 會 替 他 擔 心： 身 高

一百七十公分，體重才四十九

公斤，形體瘦弱、臉頰黯沉。

他吃飯就像吃砂子一樣，嚥不

下去米粒，只能勉強喝幾口

湯。那時的他弱不禁風，有車

也無法開，只能叫出租；他連

坐地鐵的氣力都沒有，開車是

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幫父

母做農活也是，做一點就要難

受好幾天。

　　二零零七年夏季的一天，

金永標特別想念舅舅，就臨時

決定去找他。那還是他第一次

獨自去找舅舅。

　　他舅舅用了半天時間給他

講述了法輪功在中國遭受的迫

害，以及法輪功祛病健身卓越

效果的幾個故事。舅舅見他羸

弱不堪，說：「你煉煉法輪功

吧！」幾天後，舅舅拿著《轉法

輪》這本書到他上班的地方找

他，對他說：「把這本書當作

老師，好好地收藏，試試修煉

吧！」

　　

煉法輪功一個月戒酒

　　這樣，金永標開始讀起了

他舅舅帶來的這本書。長時間

看書的話，他通常會很疲倦，

可是，看這本書很長時間了，

他卻一點也不困，反而覺得頭

腦很清晰，越看越覺得精力充

沛。他一坐下來可以四個小時

專注地看。在求學期間都不怎

麼用功學習的他還是第一次有

這種體驗呢！

　　金永標下班後的作息也發

生了變化。以前他是因為想喝

酒所以只盼著下班，現在是為

了想趕快回去看《轉法輪》。

　　金永標在兩、三天的時間

內看完了四百八十頁的《轉法

輪》（韓文），看完後他還想再

繼續看。

　　過了幾天，他驚訝地發

現，自己竟然在幾天內都沒想

到酒了。以前沒有酒好像活不

下去，現在一個星期，兩個星

期後仍然安然沒事……學煉法

輪功一個月後，他就把酒戒了。

　　金永標的這種變化對他的

家人來說是奇蹟。金永標的父

母一直很擔心他會不會醉酒倒

在路上、或發生什麼意外，或

者是因為酗酒產生其它的病。

父母聽到他戒酒的消息後都非

常高興，對他說：「以後你不

管在哪裡做什麼，我們都很放

心了。」

　　金永標的父親對他說：「你

要好好感謝告訴你修煉法輪功

的舅舅，要不是你舅舅，你早

就是個廢人了！」

　　戒掉酒之後，他的健康整

個都變好了，臉色變好了，皮

膚也光亮許多了。

　　體力恢復後，勞累的農活

完全不費勁。看到一百八十

度轉變的他後，他的母親一

直說：「法輪大法真的太神奇

了！」

　　

夫妻間開始溫暖對話

　　修煉以前，金永標是個性

情火爆的人；要不然他的太太

就不會說他是心胸狹小，叫他

「沙丁魚肚」；因為他動不動

就為一點小事發火，個性太固

執，怎麼說也聽不進去。

　　自從修煉法輪功以後，

金永標被笑稱變成了「鯨魚

肚」，原本敏感又犀利的他，

變得溫和體貼又從容，沒什麼

大問題的話就一笑了之帶過

去；遇到再難的事也沒有造成

心理的波動。他說包容力增強

了，就不太容易生氣了。

　　看到丈夫性格的改變，妻

子心中的鎖也打開了。冷若冰

霜的夫妻也開始了溫暖的對

話。沒多久，從不在父親身邊

走動的三個孩子也主動上前搭

話，和他聊天。

　　金永標說：「我親身感受

到全家受益了。修煉法輪大法

後，我自然而然地把酒戒掉

了，全家人都很健康順利，家

庭也和睦了。」

　　家庭和睦了，工作環境也

改變了，金永標不再為利益去

爭了，有好事總是先讓給別

人。他正正當當地為人處事也

得到了好評。

　　原本，負責人事部門的工

作，會聽到員工對業務上有一

些抱怨聲，但是四年來，沒有

人對金永標抱怨和批評過。這

是因為他遵循著法輪大法真、

善、忍的修煉準則要求自己，

光明正大地處事所帶來的。

　　看到金永標的變化，他周

邊的朋友，有的也開始走入了

法輪功的修煉。

　　金永標說：「我向身邊的

人說：法輪大法是真正的性命

雙修功法，身心同時受益，讓

前途無望的人能悟到真理；還

有比這個更幸運的嗎？」 

祛病健身

韓國公務員煉法輪功輕鬆戒酒

	�文：美國法輪功學員

　　五十六歲的凱西（Kathy 

Ma）是一名會計顧問，在美

國舊金山工作。她恬靜祥和，

臉上總掛著淡淡的笑容。誰能

想到，她曾經在苦海中掙扎了

十二年。

　　凱西懷孕五個月時，丈夫

拋棄了她，另覓新歡。凱西感

到孤單與羞辱，鬱悶得不能自

拔。「我總想自殺，我覺得那

是我唯一的選擇。」每當凱西

抑鬱症發作時，她的父母就用

繩子把她綁起來，因為怕她舉

刀或是跳樓。情況嚴重時，她

會暈倒。醒來後，又暈過去。

　　孕期的打擊也影響到了胎

兒，凱西的兒子直到六歲才開

始說話，而且也得了抑鬱症，

寡言少語。當凱西抑鬱症爆發

時，凱西的父母就把孩子帶到

另一個房間，但是兒子能聽到

媽媽的哭聲。

　　凱西的父母流著淚說：「你

以為只有你一個人受罪嗎？

看看你的兒子！他比你更可

憐。」凱西無限愧疚，但找不

到治療方法。

　　一九九七年，一位朋友

向凱西介紹了法輪大法，《轉

法輪》解開了她心中的許多疑

惑。漸漸地，她的抑鬱症好轉

了，發作得不那麼頻繁了，凱

西說：「發病從一週一次到一

個月一次，然後減少到幾個月

一次。我的心裡升起了希望。」

　　 後一次抑鬱症發作的情

景，凱西記憶猶新。那天，抑

鬱的情緒襲來，她又陷入了痛

苦、不理智的狀態。她說：「和

以往不同的是，我的父母突然

想起了我平時常聽的師父講法

錄音，他們給我播放，我立刻

平靜下來。我想起了師父的教

導，自殺不符合法輪大法的法

理。我一下子清醒了，我很清

楚，我不要這些想法，我要排

斥它，我堅信大法。」

　　「一切是那樣的神奇。我

堅定意念後，從此徹底擺脫了

自殺的衝動，折磨我十二年的

抑鬱症消失了，再也沒有復發

過。」凱西說：「兒子也和我一

起修煉大法，他的臉上露出了

笑容。看到我和兒子的變化，

我的父母也開始修煉，現在家

裏充滿了笑聲。」

單親媽媽走出抑鬱絕望

	�文 : 大陸大法新學員

　　

明慧網編輯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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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六十一歲，是湖

南省一名普通農婦。二零

二一年十月，我因身體出現

異常去醫院檢查，醫生告訴

我：你的病情非常嚴重，是

宮頸癌晚期，必須馬上住院

治療。聽此訊息，我和家人

如五雷轟頂。

　　治療期間，昂貴的藥費

和其它開銷，很快就花光了

家裡多年的積蓄。為了救命，

丈夫只得到親朋好友家裡借

了幾萬元，但很快又花光了。

化療的日期又到了，家裡再

也拿不出錢來，沒辦法丈夫

硬著頭皮又找親戚借了點

錢，也只能暫時到醫院治療

一下。

　　因超負荷的經濟壓力及

精神和身體的痛苦，壓得我

全家人都喘不過氣來，為此

我感到很傷心，我害怕 終

人財兩空，我喪失了繼續生

存下去的信心。

　　一天，丈夫的大姐來看

我，大姐是煉法輪功的，看

到我的狀況非常同情，對我

說：弟媳婦，你不要灰心喪

氣，跟我一起煉法輪功吧，

法輪功不治病，但是你只要

按大法真善忍的標準修心煉

功、回升道德就可以祛病。

　　接著她又跟我講了大法

已洪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和

地區，主要著作《轉法輪》已

翻譯成四十多種文字，學煉

人數超億。法輪大法獲各國

政府、議會、國會的各類褒

獎五千多項，在全世界都受

歡迎，只有中共邪黨造謠誹

謗、誣陷法輪功及法輪功創

始人李洪志師父，無人性地

迫害法輪功弟子。她還講了

人為什麼會得病等。

　　我聽大姐講得句句在

理，都是我以前從沒聽過、

學過的理，而且她語氣平和

又善良，我就同意試試看。

大姐送給我一本《轉法輪》和

師父講法錄音，又教會我煉

五套功法。

　　當我看完《轉法輪》和聽

完九講講法錄音後，我明白

了為什麼法輪大法弟子們寧

可失去生命也不放棄修煉的

原因。我決心修煉法輪功，

同時也為自己能在生命的

後一刻成為法輪大法的修煉

人而感到萬分的幸運。

　　從此，我天天學法、煉

功、修心不懈怠，一星期後

身體出現反應，上吐下瀉，

我知道這是師父幫我清理身

體內不好的東西，幾天後感

覺一身輕鬆。

　　十多天後，又到了化療

日期，到醫院檢查結果：各

項指標一切正常，癌症不翼

而飛。醫生都感到奇怪，看

看以前的檢查資料，對照現

在的診斷結果說：我們沒有

錯診啊。醫生們都茫然地看

著我，表示真是不可思議，

同時也為我高興。當時我不

敢告訴他們我煉了法輪功，

但我知道是大法和師父救了

我的命。

　　弟子感激師父的救度之

恩，無以為報，唯有將自己

親身受益的經歷和事實告訴

世人：法輪大法是萬年難遇

的佛法，願所有的法輪大法

弟子都能堅定正念、救度眾

生、一切都好；願迫害早日

結束；願所有的世人都能明

真相，誠心敬念「法輪大法

好 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平

安度過劫難！

宮頸癌晚期痊癒 醫生茫然

	�金永標正在閱讀法輪大法的

主要書籍《轉法輪》。

	�自從煉法輪功以後，金永標原本黯沉的臉頰變得光潤明亮，瘦

弱的身體也變得健康了。每天的晨煉讓他意志力增強，精神充沛。

	�凱 西

（ K a t h y 
Ma） 說：

修 煉 法 輪

大 法 使 我

不 再 恐 懼

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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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明

　　一直以來有人總這樣說：

天 下來大家死。可是古今中

外，在各種天 中，比如地震

中，並不是「大家死」，而總

是有人逢 化吉，逃脫了看

不可避 的 大 難。

的經

　　這裡先舉一例中國古代在

強烈的地震中有三家人 的

故事。在清道光三十年八月初

七日（1850 年 9 月 12 日）

間，四 省西 地區發生了一

次強烈地震，震級 7.5 級。

據《清史 》 ：「 寧遠知

府（即現在的西 ）。地大震，

全城陷沒，死傷甚眾……。」

　　時任寧遠府知府

（1791 1875），為官清

，獲民眾稱頌。在這次大地

震中， 也被壓在土中，

後來獲救，但他的兒子不幸遇

難，他自己的 跟也受傷。

　　 感到很 ，就寫

了一 疏文，質問地府城

神，大意是指責城 神享受萬

民 火，卻不加以保護；全城

這麼大，難道都是惡人嗎？就

連自身為官也是問心無愧，而

兒子竟然死了，自己也受了

傷；難道真的是天道不

信？神明 察也有 錯嗎？

　　是 ， 有 ，城

神請他前去，按照賓主之 坐

下後，對他說：「先生以文字

相指責，理直氣 ，可惜不能

明了 神之道，所以請 前來

一談，以解釋 疑誹謗。 是

劫之成，都是由於眾人積業

所致，絕非 然。此次地震

難，冥冥之中已經進行了五十

年的調查、記錄； 是不應遭

受 的，都已 到別處；如

果是近期造下新的罪 的，又

將其 過來；即便是臨時有出

入變化，也絕不會 不加察、

民生命於不顧。」

　　 說：「 然如此，

難道全城中竟然沒有一個善

人？我和我兒子也要遭到罪

嗎？」

　　城 神說：「還有三家人

家，確實難以在 期內 走，

現在都安然無 。一家是 街

的節婦，三世 居， 養一個

小 子；一家是 醫生，生平

不 假藥，有請他看病的，即

使是 下 、道路泥 ，也

即刻前去， 心療治；一家是

的老婦人，和她的小

子，全都沒有遇難。先生回去

查 就能找到。先生的兒子前

生業重，是無法逃 的。就連

先生本來也在劫數之內，因為

居官 ，所以得以從 ，只

是傷了 跟。總之，神天

罰， 之又 ，決不 私。

無無 之 ，亦無 之理。

先生勉力做個好官，將來會升

到『陳 』（按察使的代稱）

的官 。」

　　 聽了之後，向城

神 謝並致以 意。他醒來之

後到處查 ，果然找到了節婦

和醫生。他們都是全家安然無

，只不過因房 小，被兩

側的房 住，所以沒有發

現。只有 的老婦人，經

過多次查找，才在房 子支

形成的 落裡發現。

　　 向她詢問，她說平

時在這裡做生意， 是遇到老

弱殘疾的，即使錢不夠也 給

他們， 爾也會施 ，不要一

文錢。在地震前一兩天，買

的人 然增多起來，供不應

求，於是帶著她的小 子

裡做 以備出 。地震發生

後， 二人被 在倒 的房

下三天，就用 充 ，沒

想到現在得以重見天日。

　　 聽了大為驚奇，從

此以後 信 神因果的道理，

更加勉力做好官，後來果然升

為四 按察使。

　　為什麼這三家人能在強烈

的地震中得以 ？是因為他

們行善積德的 故。中國古人

說：「天道無親，常 善人。」

這裡的「親」是 私情的意

思，「 」是給 和幫助的意

思，這句話的大意就是：上天

或神明不會 私情，但會幫助

真正善良的人。看來真的是這

樣啊。 話說得好：人算不如

天算。面對種種 不 、不

可 測的 難，不用 腦

怎樣去 避 ，燒 許

願……真正做一個表裡如一，

善良正直的好人，就會得到神

佛的護 。

一 十  
在 中安

　　這樣的事情，古今都有。

下面是在二零零八年四

大地震中全家 的一個真實

案例。

　　一位法輪功學員說：「二

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四 大地

震，從電視中看到都江 、

、 等地倒 了那麼多房

，許多人被壓在廢 中無法

救出，心情 又難受，我

的兄弟姐妹等許多親戚就住在

都江 及 重 區中，他們

的情況如何？我立即 打電

話， 無法接通。

　　「幾天後我得到了消息，

除了我大 女家房 未倒

外，其他親戚的房 有不同

程度的倒 和破 ，無法住

人。但我的兄弟姐妹及他們的

子 老少三輩共四十三口人，

無一人傷亡， 安全無 。

　　「地震時，我的弟媳婦從

五 樓上跑下來，剛 出樓門

口幾 ，樓就倒 了，晚一

就被 在樓牆內了。在她後面

的那位婦女 一 未跑出，就

被樓牆當場 死了。我姐夫每

天都去朋友家打麻將，地震這

天他沒去，和我姐姐去超市買

東西。地震時，許多 員

著往外跑， 倒了不少，而

我姐夫和姐姐在 中很快地

跑出了 場。

　　這四十三口人之所以能安

全地躲過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特

大 難，是因為他們都明白了

法輪功真相，都在二零零五年

就做了三退（退出中共黨、

團、隊）。

　　其實這麼多年來，無數的

世人相信了法輪功學員告知的

真相和 善，或者是三退後，

或者是誠心敬念「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在

地震或其它各種 難中都能逢

化吉，遇難呈祥。

　　罪惡累累、迫害法輪佛法

的中共，即將受到最嚴 的天

懲，並累及所有的黨、團、隊

員，因為善惡必報是永 不變

的天理。那麼能看清中共的罪

惡和邪惡，並用實際行動退出

中共的黨、團、隊組 的人也

就得到法輪大法的保護。

　　法輪大法弟子頂著壓力和

迫害，面對 解和誹謗，講真

相， 三退。不圖世人一分

錢，也不圖一句感謝的話，就

是希望更多善良的世人，能在

明白真相後，平安度過各種危

險，躲過人間最終的劫難。

他們為何能在大地震中幸存

	�文 : 山東大法弟子 雪蓮

　　我是一九九五年九月開始

修煉法輪大法的。修煉前疾病

纏身，哮喘病、子宮肌瘤、貧

血等多種病，天天活得很痛

苦。修煉大法後，所有的病都

不治自癒，從此真是無病一身

輕，我發自內心地感恩師父。

下面是我遇到的明真相鄰居得

福報的故事。

「還是好人多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

後，江澤民一夥瘋狂地抓捕大

法弟子，這時我的鄰居大姐到

我家說：「雪蓮（化名），你

別怕那些壞東西，他們要再抓

你，我住一樓，我不給他們開

電動門，他們進不來。你在二

樓，你趕快把你師父的書包好

放在我家，然後你從二樓窗上

跳下來躲在我家，他們不敢抄

我家。」我當時聽了很感動，

發自內心地說了句：謝謝！

　　大姐的丈夫是一位高級工

程師，他每天出門就念我貼在

牆上的真相標語「善待大法得

福報！」並高聲說：「法輪功教

導我們『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我丈夫見到此情景後，

回家大發脾氣，對我說：「又

是你貼的，別再找事！」

　　我說：「全市大街小巷貼

得到處都是大法真相標語，

難道都是我貼的？」他無奈地

說：「反正咱樓道這些標語即

使不是你貼的，人家也會以為

是你幹的。」我把鄰居大姐要

保護我的話告訴他，他慚愧地

說：「還是好人多啊！」

　　一天晚上鄰居大姐跳舞回

家，突然發現丈夫昏倒在地，

她馬上打了 120 救護車，送醫

院搶救，事後搶救醫生說再晚

兩分鐘就沒救了。大姐感激地

說：「多虧了他常念『法輪大法

好』，是大法救了他，否則老

命就沒了！」

善待大法真的得福報

　　鄰居陳平住五樓，有一天

見一女青年在揭寫有「法輪大

法好 真善忍好」的小標語，

她馬上制止說：「不要揭，你

這樣做會遭報應的！」該女子

說：「我可不想遭報應，我再

貼上行嗎？」陳平說：「好啊，

快貼上吧，那你就會得福報

的！」

　　事後陳平告訴我說：「善

待大法得福報是千真萬確的

事。」她的丈夫也姓陳，她丈

夫家的兄弟好幾個，下一輩就

她家是一個男孩，所以都盼望

她兒子能生個男孩。陳平一家

人都特別相信大法，也經常

念「法輪大法好」，結果如願

以償，兒媳婦果真生了一個男

孩，而且他兒子事業又特別順

利，一年賺的錢就買了一處大

房子。她搬走後還經常回來找

我，要大法真相資料看。

為法輪功說公道話 鄰居得福報
	�文 : 山東大法弟子　

　　從二零二零年至今 , 新

冠病毒時不時在中國大陸捲

土重來。在這危難時刻，有

些人因誠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能好轉，「三

退」者密接不染疫。很多實

例證明，「九字真言」、「三

退」就是避疫祛病、逢凶化

吉的最簡單、但卻最有效的

天賜良方。

　　二零二二年五月上旬，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疫情非常

嚴重的時候，我一鄰居的妹

妹小達和確診人員密接，在

哈爾濱市隔離後出現症狀，

沒用任何治療方法神奇康復。

隔離時一直誠念真言

　　小達家在哈爾濱市開超

市，在今年春天疫情最嚴重

時，有兩個顧客去她家買東

西，後來確認這兩人是染疫

人員，而小達成了密接者。

小達嚇得直哭，當時其他密

接人員都是大巴車接走的，

小達是被 120 救護車接走

的，小達更害怕了。

　　到隔離點時，小達就出

現了症狀，發燒、頭痛、咳

嗽、渾身疼，但是小達沒告

訴別人。

　　她想起我以前跟她講過

法輪大法的真相，想起我告

訴她念九字真言並「三退」

就能躲過危難，她就開始誠

心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結果核酸檢查是陰

性。小達更有信心了，就一

直堅持念。

　　她還打電話告訴她三個

姐姐都幫助她念九字真言，

她姐姐每天都幫著念三十

遍，小達還讓她姐姐找到

我，讓我求求大法師父救救

她。

　　之後小達每次核酸檢測

都是陰性，三四天後一切症

狀都沒有了，不發燒也不頭

痛了，隔離十四天回家。沒

用任何治療方法，神奇康復。

　　現在小達生意正常，小

達和她的姐姐們都知道她是

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幫她度過了劫

難，都知道大法太神奇了。

密接者念真言 兩週度過劫難

	�水墨畫：明真相。

	�油畫：看訴江真相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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