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美國法輪功學員 

　　西雅圖海洋節是展示多元

文化、倡導社會公德、促進族

群和諧的盛事，每屆活動都

能吸引上百萬觀眾。把整個

活動推到高潮的是「火炬光芒

大 遊 行」（Seafair Torchlight 

Parade）。在西方文化中，燃

燒的火炬象徵智慧之光能驅走

無知的黑暗，引領人們走上一

條精神昇華的正道。因此，修

真、善、忍的大法學員的參與

就顯得極有意義。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晚

七點半，華盛頓州法輪大法學

會連續第十六年應邀參加這項

遊行。整個法輪功隊伍的核心

是一艘約十六米長、四米寬、

三米多高的彩燈法船，船上立

有一幅高達六、七米的升降風

帆，船身以柔和的淡綠色為基

礎，上下搭配著象徵超然物

外的白雲和具頑強生命力的梅

花，寓意法輪功學員們正信堅

定，必能戰勝磨難。海洋節的

組織者把法船花車稱為「西雅

圖海洋節的驕傲」，當地電視

台 KOMO4 台在今年六月製

作的海洋節回歸預告專題節目

中，回放了歷年海洋節的精典

鏡頭，法輪功學員遊行畫面也

是精華之一。

　　當晚，KIRO7 台的主持人

介紹：「法輪大法以真、善、

忍為基點，從一九九二年以來

已經傳播到世界上一百多個國

家，修煉者人數超過一億人。

法船色彩斑斕，在晚上熠熠生

輝，實在是太棒了。這艘手工

製作的明代大船上的彩燈點亮

了西雅圖的夜空。（腰鼓隊）

鼓手們的服裝閃著金色的光

芒，整個遊行隊伍洋溢著充滿

活力的暖色調。這一切霎那間

把觀眾帶入一個神聖的世界。」

　　主持人並半開玩笑的說：

「法輪功的隊伍使我們心速減

緩，給我們帶來了心靈的平和

與寧靜。這下我們得以繼續下

半部分的遊行了。」 

　　緊隨法船之後的腰鼓隊學

員精神抖擻、意氣風發地表演

了《法輪大法好》、《喜慶》等

曲目。鼓手們帶著飽滿的精、

氣、神，在一走一過間，傳遞

給觀眾真、善、忍的美好信

息，展示了法輪功學員純真的

內心世界。

　　許多現場觀眾包括活動的

組織者和警察，都被法輪功學

員的鼓樂聲所感染，他們面帶

微笑，和著節拍和鼓手們一起

舞動。不少觀眾還主動與參與

遊行的法輪功學員擊掌慶祝。

在整個遊行過程中，從頭至尾

叫好聲、歡呼聲、讚譽聲此起

彼伏，經久不息。有來自中國

大陸的觀眾一路跟隨遊行隊伍

用手機攝像，還有的揮舞高舉

的雙手，向遊行隊伍致意。

西雅圖民眾： 
正義必將戰勝邪惡

　　人群中一位在日本出生的

美國人、建築師詹米，對真、

善、忍中的「忍」字尤為認同。

他並說：「政府的職能應該是

保護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剝奪

人民追求幸福和理想的權利。」

　　詹米認為，中共政府迫害

法輪功學員的原因是出於恐

懼，害怕政權不保，它要控制

人民。參與西雅圖市中心一

家紀念館建築設計工作的他希

望，這座紀念館將展出法輪功

的事蹟與歷史。他說：「今天

要把法輪功遊行隊伍的照片貼

到我的社交媒體網頁上去。」

　　詹米給法輪功學員加油

說：「結局必將是正義戰勝邪

惡。」

　　中年人羅伯特非常喜歡法

輪功團隊的顏色與腰鼓隊展現

的活力，當看到法船上寫著

「振奮人的身與心」時，他讚揚

道：「法輪功功法能使人身心

安寧，我全力支持！」

　　一位十六歲的青少年觀眾

說：「這些（法輪功）遊行者

一看就是好人，中共對這樣的

好人迫害，是大錯特錯。我支

持你們！」

　　服役於海岸警衛隊的三十

多歲小伙子看到法輪功團隊走

過來後，特地給隊伍前穿著傳

統民族服裝的男學員拍照。他

說：「要把美好的鏡頭保留下

來。」當聽說法輪功在大陸被

中共迫害，他很驚訝，表示不

可理喻。

　　一位來自韓國的媽媽帶著

二十個月大的女兒也來看遊

行，她在家鄉就曾聽說法輪大

法。當她聽說中共迫害法輪功

學員，並活摘器官的事，她驚

呆了。她說：「這個消息太可

怕了！」

　　一位女士說：「觀看海洋

節大遊行是我的喜好。 我年

年都看到你們。今年我終於知

道了法輪功祛病健身的奇效，

我要去網站上學法輪功，因為

我希望能幫助解除我身體的傷

痛。」「中共政府迫害法輪功

是錯誤的，他們還讓病毒傳遍

了全世界。人與人之間需要和

睦相處、彼此關心，法輪功是

美好的，我們需要他。」

　　另一位女士驚嘆於法船花

車說：「太美了！就這樣一走

一過，他已經提升了我的身

心！」  

海外之窗

　　（明慧德國記者站報導）

今年是法輪功反迫害二十三

週年，包括德國歐盟議員、

國會議員和州議員在內的十

位政要分別致函，譴責中共

迫害法輪功。

　　議員們充滿誠意的信函

充分流露了幾點意見：中共

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甚至

活摘器官的罪行令人髮指，

無法視而不見；中共的罪行

必須被制止；議員們並感謝

法輪功學員不懈努力反迫害。 

　　圖上排從左至右為：歐

盟議員馬庫斯﹒費伯（Markus 

Ferber）、國會議員弗蘭克﹒

施瓦博（Frank Schwabe）、

國 會 議 員 喬 納 斯 ﹒ 蓋 斯

勒（Dr. Jonas Geissler）、

德國議會議員薩賓娜﹒韋

斯（Sabine Weiss）、 國 會

議員約爾根﹒布朗（J rgen 

Braun）；

　　圖下排從左至右為：

國會議員路易絲﹒阿姆茨

伯 格（Luise Amtsberg）、

德國議會議員伯克瓦爾德

﹒ 馬 蒂 亞 斯（Birkwald W. 

Matthias）、 德 國 國 會 議

員克里斯托弗﹒德﹒弗里

斯（Christoph de Vries）、

北威州議員本傑明﹒勞爾

（Benjamin Rauer）、 北 威

州議員馬庫斯﹒奧坦德倫克

（Dr. Marcus Optendrenk）。 

　　德國議會議員薩賓娜﹒

韋斯（Sabine Weiss）在聲援

信的最後寫道：我衷心感謝

你們（法輪功）所有人，我

請你們不要鬆懈對維護人權

的責任感。這也是對我們的

幫助和支持！ 

　　身兼聯邦政府宗教和信

仰自由專員的國會議員施瓦

博的來函最後寫道：請記得，

你們有事可以繼續找我，我

會與你們一起為維護法輪功

的權利而努力。 

法船彩燈照亮西雅圖海洋節慶典

德國十位政要致函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明慧法國記者站報導）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在

法國著名文化古城貝桑松

（Besan on）市政廳旁，法輪

功學員舉辦全天活動，介紹法

輪大法與真、善、忍的美好，

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週

六的市中心過往民眾絡繹不

絕，許多人駐足了解法輪功的

真相，紛紛簽名支持反迫害。

　　薩博爾﹒馬納依（Saber 

Mannai）是突尼斯肝臟移植醫

生，來法國接受培訓；當路過

法輪功信息台、看到中共活摘

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信息，就想

了解是怎麼回事。當他得知中

共迫害修煉真、善、忍的法輪

功學員，種種殘酷手段甚至包

括活摘他們的器官牟取暴利；

他震驚不已，說：「這是一場

災難！」

　　「器官移植本是醫學，是

一種治療方法、是有規則約束

的，得徵得器官捐獻者或死者

家人的同意，不能（像中共那

樣）竊取人的器官。這是一場

真正的災難。我以前不知道這

些，我要閱讀這些資料。」他

重複地說「這是一場真正的災

難」，並說：「真的讓人痛心」。

　　他表示：「這是恥辱，我

很心痛。醫學不是用來做這個

的，是用來治療、用來療癒、

用來救人的，不是用來殺人

的。這是剝奪人的生命。他們

只是在修煉一種功法，太不人

道了。」 

肝臟移植醫生
聞活摘真相：
真的讓人痛心

	■法船花車

已在美國與

加拿大最重

量級遊行中

獲獎近二十

次，海洋節

的組織者把

他 稱 為「西

雅圖海洋節

的驕傲」。

	■法輪功反迫害二十三週年，包括德國歐盟議員、國會議員和

州議員在內的十位政要致函，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文 : 韓國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

日，韓國部分法輪功學員在首

爾市中心舉行反迫害二十三

週年的集會和遊行。

　　集會場所是首爾市政廳

前的首爾廣場，為市民休息、

集會或舉行文化活動的最重

要場地之一。來自全韓各地

的法輪功學員在廣場上首先

集體演示了法輪功的五套功

法，深綠色草地上，身穿白褲

黃上衣的煉功者格外引人注

目。很多市民在上班途中看到

了充滿能量的舒緩煉功場面。 

　　正氣盎然的遊行隊伍由

天國樂團打頭陣，之後還有

法輪大法陣、煉功示範陣、

網上教功陣、退黨中心陣、

講真相陣、腰鼓隊等一共八

個的方陣。

　　學員們精神抖擻走在首

爾廣場附近四千米的遊行道

路上，五顏六色漂亮的旗幟、

大大小小的橫幅上寫著：「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停

止迫害法輪功」「是時候結束

迫害」等，大型法輪圖形與

《轉法輪》一書的大模型也緩

緩前進著，煉功示範陣、腰

鼓隊緊隨其後。

　　正好是午餐時間，很多

上班族看到了龐大的遊行隊

伍；餐後人們悠閒地觀看各個

方陣隊伍，有人用手機錄像、

接傳單，還詢問各種法輪功

相關問題。

　　許多市民們注視著遊

行，有些人跟著遊行隊伍走

了一段，也有市民站在那裏

靜靜地觀看橫幅內容。

韓國學員在首爾舉行反迫害集會遊行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韓國法輪功學員在首爾市中心舉

行反迫害二十三週年的集會和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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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雲南報

導）今年 4 月 6 日，昆明市法

輪功學員吳廣成終於活著走出

了雲南省第一監獄，可是出獄

僅僅三個多月，吳廣成於 7 月

27 日含冤去世，終年 63 歲。

修煉法輪功身體康復

　　吳廣成原是河南省開封市

房屋經營總公司負責人，修煉

法輪大法後，按照真、善、忍

的原則做好人，拒絕接受賄

賂，是民眾稱讚的好官。 2012

年全家搬到昆明居住。

　　吳廣成在部隊服役期間患

上「乙型肝炎」，多次住院，

一年的醫療費要花去幾萬元。

他的妻子王德平 1993 年患上

了「雙腎結石」，多方求醫也

沒能徹底治癒。

　　1997 年 9 月，吳廣成和王

德平夫婦開始修煉法輪功，僅

僅幾個月，吳廣成的病情就出

現了明顯好轉；王德平的「雙

腎結石」也不治而癒。

生前遭受的非人折磨

　　1999 年 7 月， 中 共 瘋 狂

迫害法輪功後，吳廣成因為堅

持信仰，兩次被非法勞教共三

年，兩次被非法判刑共十一年

半，合計遭非法關押迫害十四

年半。

　　他的妻子王德平兩次被非

法勞教，累計陷冤獄五年。

　　非法關押期間，吳廣成受

盡了各種酷刑折磨。在北京市

東城區看守所，警察指使犯人

折磨吳廣成：幾個人把他摁在

地板上，用腳跺他的腳趾和手

指；用鐵門縫夾他的手指和腳

趾甲；用塑料鞋底打他的鼻

樑……

　　在開封市勞教所，勞教所

政委指使犯人排隊，往吳廣成

口中吐痰；冬天，指使犯人把

吳廣成衣服扒光，用冷水澆；

獄警還將吃剩的饅頭塊用腳踩

後，強逼吳廣成吞嚥。獄警張

勇打吳廣成耳光，致使吳廣成

的右耳鼓膜穿孔。

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吉林報

導）吉林市法輪功學員、原浙

江理工大學老師姜永芹今年 6

月 12 日遭中共綁架後，被關

在一個秘密地點。

　　一個來自吉林省公安廳特

訓室的成員——被稱為酷刑

「專家」，對她啟用了「工具

箱」施暴。

「工具箱」 刑具

　　據悉，這個「工具箱」裡

面有：牙籤、器械、藥瓶、電

線、春藥等等，都是讓普通人

聞之不寒而慄、讓受刑者痛不

欲生的恐怖刑具。據悉，那個

省公安廳的人是審訊死刑犯的

所謂「專家」。

　　姜永芹今年五十三歲，曾

在浙江理工大學任教，是一位

品學兼優的好老師。中共迫害

法輪功後，姜永芹經常遭騷

擾，還曾被非法判刑三年。

　　今年 6 月 12 日早上 7 點

13 分，姜永芹在家中遭警察

綁架，手機、電腦等私人物品

被抄走。據說有公安部的人參

與。她的家人當時也一起遭警

察綁架，後來被放回。

　　姜永芹先是被非法關押在

新安派出所。第二天，她被轉

關到吉林市龍潭區水部賓館的

102 房間，被警察二十四小時

嚴密監控，兩次被非法審訊，

遭刑訊逼供。

令人不寒而慄的酷刑

　　 大 約 在 7 月 7 日 或 7 月

8 日下午兩點至三點間，警察

給姜永芹戴上黑頭套和耳塞，

把她從賓館拉到了一個秘密地

點。姜永芹在此處遭到的折磨

令人不寒而慄。

　　參與折磨姜永芹的有四個

打手，都是男人：兩人是吉林

省公安廳特訓室成員，一人被

稱為酷刑「專家」，一人是「專

家」助理李某，另兩人是吉林

市國保警察唐某、呂某。

　　四人把姜永芹雙手銬住，

開始逼問硬盤的密碼，姜永芹

不說，打手們就用芥末往姜永

芹鼻子裡灌；用煙往姜永芹鼻

子裡塞，塞到鼻腔裡的煙斷了

一半，打手們離開時，就讓那

半截煙留在姜永芹鼻腔裡。整

個過程，姜永芹極為痛苦。後

來那半截煙頭從姜永芹的喉嚨

裡咳出來。

特訓室「專家」 
的流氓手段

　　在對姜永芹灌芥末和塞煙

後，打手們又對她進行嚴重猥

褻，他們撩起姜永芹的上衣，

省廳的特訓室成員讓國保警察

摸姜永芹的胸部，警察下不了

手，戴上手套，省廳的人讓警

察脫下手套，說就是要訓練他

們這種實戰酷刑方式。

　　警察手摸胸後，「專家」再

讓用一種按摩器刺激胸部，然

後強迫去脫姜的褲子，姜拚命

抵制。脫了一半，國保發現來

月經了，那省廳「專家」還說，

來月經了效果好。還讓繼續。

姜永芹崩潰，屈服叫停……

　　姜永芹被他們折磨了近兩

個小時，當時精神崩潰，萬念

俱灰。她被施完酷刑的當晚，

又被帶到吉林市龍潭區新安派

出所做了一份筆錄。

　　7 月 21 日，姜永芹被非法

關押在吉林市舒蘭看守所。目

前她的律師已經介入此案。

　　據悉，那個省廳「專家」

在酷刑現場說：如果不屈服，

把「工具箱」留下，每天給姜

永芹「來一遍」。此人還說：

實施那「工具箱」刑具的審

訊，對其他人還有一定限制，

對法輪功學員想怎麼整就怎麼

整。

　　請有良心的知情者曝光吉

林省公安廳特訓室及其成員的

信息。

特訓室「專家」對女教師施暴

　　（明慧網通訊員北京報

導）北京市昌平區「610」指使

公安、國保警察，以邪黨「二十

大」將臨為藉口，近期瘋狂綁

架當地法輪功學員。目前已知

至少十餘人遭綁架、非法抄

家，還有多人受到監視、敲門

等騷擾。

　　今年 7 月 27 日下午，法

輪功學員李萱、劉慶生和李萱

的姐夫張雷，分別被昌平區公

安分局和派出所警察非法抄

家，並被綁架至昌平看守所。

劉慶生因體檢不合格，「取保

候審」後回家。

　　7 月 28 日一早，至少九

名法輪功學員被「610」國保警

察綁架、非法抄家，包括家住

北京市鳳山礦職工宿舍樓的楊

秉海與楊秀玲夫婦、家住昌平

西環里小區的王一鵬與馮雪夫

婦、家住昌平東關四合小區的

張露方與周翔宇夫婦，以及王

一鵬的岳母翟秀敏等人，被抄

走的私人物品有電腦、打印機

和大法書等私人物品。

　　楊秉海在昌平醫院被強制

體檢時大聲向世人講真相，告

訴人們修煉法輪功合法，要求

警察停止迫害法輪功。最後，

楊秉海、楊秀玲與翟秀敏三

人因體檢不合格，被「取保候

審」。

　　張露方醫生因家中有孩子

正在哺乳期，在家人據理力爭

下，沒讓警察帶走，被「取保

候審」。她的丈夫周翔宇在昌

平區政府部門工作，則被警察

綁架，非法拘留。

　　家住昌平宏福苑小區的龐

友在家中遭警察綁架，家中大

法書被抄。在豐臺區居住的法

輪功學員趙秉忠被通州國保警

察綁架，後被非法轉押到豐臺

看守所，因身體原因被「保外

就醫」。

　　這些法輪功學員平時以

真、善、忍原則要求自己，在

家庭中、在單位裡、在社會上

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

　　中共迫害好人、迫害正

信，恰恰說明它的邪惡本質，

也表明了它的大廈將傾前的虛

弱和恐懼。

　　2022 年 8 月 3 日， 在 大

紀元退黨網站聲明退出中共

黨、團、隊等組織的人數突破

四億。四億中國人覺醒，從心

靈上拋棄中共，可以預見，邪

黨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北京二十大前瘋狂綁架法輪功學員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

報導）今年 7 月 26 日晚上

九點多，哈爾濱市南崗區一

名九歲女孩獨自在家，大門

傳來鑰匙的轉動聲，進來幾

個陌生人……

　　這個家的主人是七十多

歲的樊金清，女孩兒是老人

的外孫女。警察為什麼會有

樊金清家的鑰匙？

   時間倒回五小時：當天

下午四點多鍾，樊金清老人

在凱德廣場車站附近給民眾

講法輪功真相，遇到了便

衣，隨後老人被綁架到南崗

區清濱派出所。

　　警察在老年卡上查到她

的身分信息，搶走她的鑰

匙。一群警察在當晚九點多

鍾闖到老人家，用鑰匙打開

她的家門。當著九歲女孩的

面，警察非法抄走了三個小

音箱，一個視頻播放器，一

些護身符，還有真相卡片以

及通訊錄。

　　夜裡十一點多鍾，警察

又來了，對在家睡覺的小女

孩謊稱，姥姥不放心她一人

在家，要接她去見姥姥。

　　孩子想念姥姥，跟著警

察去了派出所，卻沒有見到

姥姥。警察對小女孩照相、

錄像、問話、威脅，一直折

騰到半夜十二點，警察才叫

來女孩的姐姐接她回去。

　　樊金清老人被非法關押

到 7 月 28 日晚上八點多鍾。

警察將老太太的雙手銬在身

後，說是要送看守所。可是

警車在路上壞了多次，只得

返回派出所。然後警察讓老

人「取保候審」，通知鄰居

接她回家。

　　樊金清老人被非法關押

兩天多，警察只給了她兩頓

量很少的飯食，卻利用通訊

錄找到她在外地的女兒，索

要了兩千塊錢所謂「罰金」。

外婆遭綁架女童守家
警匪晚上開鎖進民宅

	■法輪功學員吳廣成出獄僅三

個多月，就含冤離世。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酷刑示意圖：鼻孔插煙。

遭十四年半冤獄迫害 
吳廣成出獄不久含冤離世

　　（明慧網通訊員遼寧報

導）遼寧七十五歲的法輪功

學員王忠勝，被中共法院非

法判刑四年，在瀋陽市東陵

監獄三監區遭受迫害。目前

老人生命垂危，在監獄醫院

住院。

　　據知情人透露：王忠勝

被獄警逼坐小凳，臀部潰

爛，越來越嚴重。該知情者

說，已無法治癒，希望盡快

轉告王忠勝的家人，去瀋陽

市東陵監獄要人。

　　王忠勝曾是遼寧省撫順

市新賓縣中共黨校講師。

1999 年 9 月，他和妻子王桂

蘭到北京為法輪功討公道，

遭單位非法開除，之後被非

法勞教兩年，在撫順勞教所

被非法關押一年後所外執行。

　　2000 年末，王忠勝再次

到北京喊冤，和同修一起打

出了九十九米長的法輪功真

相橫幅。他被劫持到撫順勞

教所，加期十個月。

　　2004 年、2008 年， 王

忠勝因拒絕放棄修煉，兩次

被非法關押、強行「洗腦」。

　　2020 年 11 月 1 日， 王

忠勝遭新賓縣國保警察綁

架。 2021 年 4 月 26 日，

七十四歲的王忠勝被順城區

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二十多年來，王忠勝夫

婦飽嘗邪黨迫害造成的痛

苦，妻子王桂蘭於 2019 年

12 月離開人世。如今王忠勝

在獄中命危！

遭瀋陽監獄摧殘　 
七十五歲王忠勝命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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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瑞雪 ( 山東法輪功新
學員 )　

　　因為家庭的變故，我自己

帶著孩子在娘家和父母一起生

活。天有不測風雲，二零一六

年，我被查出患上了「重症皮

肌炎」。幸運的是，我走入法

輪大法修煉，獲得了新生。

　　二零一六年初的一天早

晨，我起床洗臉時，發現眼皮

跟往常不一樣，紅紅的，像擦

了紅眼影似的。當時也沒往心

裡去。

　　過了一段時間，身上開始

癢，癢得越來越厲害。家人讓

我去醫院檢查，醫生當過敏症

治，給我打針，接連打了一

週，也沒見效。

　　之後，我的身體每況愈

下，到了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渾身沒力氣，飯也吃不下。又

過一個多月，人瘦得皮包骨。

家人急得不行，把我送到當地

最好的醫院，幾次都確診不了

我到底得了什麼病。在醫院住

院十三天，結果是坐著輪椅進

去，坐著輪椅回家。

　　回家後，吃激素和各種大

劑量的藥物，身體卻越來越

糟，大小便不能自理，二十四

小時需要人照顧，渾身肌肉疼

痛難忍，整夜疼得睡不著覺。

　　家人一看不行，送我去河

北石家莊專業醫院治療，被確

診為「重症皮肌炎」。我當時

是躺著進的醫院，經過中西醫

三個月零一天的治療，坐著輪

椅又出來了。

　　根據公開的資料，皮肌炎

的特徵為肌無力和皮疹，目前

尚無治癒方法，但可能出現症

狀改善期。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二日，

我回到家中，每天喝大量的中

藥、西藥。到了二零一七年

底，我的狀態還是原地踏步

走，沒有什麼起色，失落、疼

痛每天伴隨著我。

　　看來現代醫學根本治不了

我這個病。有一天，我突然萌

發想看經書的想法，心想這世

界上到底有沒有神仙？是不是

只有神仙才能治好我的病？舅

媽曾經給我從寺廟帶來一本

書，於是我拿起來看，但看不

懂。

　　就在這一天，我的一位同

學和她母親來看望我。她們母

女都是法輪大法弟子，問我看

什麼書？我說，我想學佛，看

看這些書能不能幫助我。

　　母女倆就跟我講述了她們

身邊的人因為修煉了法輪功重

獲新生的例子，而且這些人都

是我認識的老同學的家人。我

聽後心裡一下敞亮了，感覺在

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同學給我留下一本《轉法

輪》，還有其他大法書籍，

告訴我一定要認真閱讀《轉法

輪》。

　　我迫不及待地看起書來，

讀完一遍《轉法輪》，覺得這正

是我要找的，對《轉法輪》有種

相見恨晚的感覺。我接著讀了

第二遍、第三遍。

　　我每天學《轉法輪》並堅持

煉功，身體越來越好，力氣也

越來越大。慢慢地，我能下樓

散步了，心裡特別感謝師父。

　　修煉就會有考驗。一天，

我的雙腿突然又疼得不行，倒

在床上起不來了，似乎又回到

以前的生病狀態：不能翻身，

更不能起床，大小便需要人伺

候。

　　我的怕心起來了，於是找

一位同修交流。同修告訴我：

這是師父為我淨化身體的表

現，不用擔心，更不要害怕；

把人心放下，要是讀不了書，

就聽師父的講法錄音吧。

　　雖然身體疼痛難忍，眼淚

在眼窩打轉，我堅持聽師父的

講法錄音。

　　到了當天晚上十一點左

右，我想上廁所，不想驚動母

親，就自己試試能不能行，沒

想到自己竟然一下子從床上爬

起來了，腿也不疼了，就像什

麼都沒發生過似的，真是太神

奇了！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

　　我的母親曾患腦血栓，靠

藥物維持，母親後來也走入了

法輪大法修煉。我們母女倆每

天沐浴在佛光中，身體恢復了

健康，是大法師父拯救了我和

母親。

祛病健身

重症皮肌炎患者重獲新生

　　多項研究調查顯

示，法輪功在祛病健

身、改善身心方面有神

奇功效。

　　一九九八年九月，

中國國家體總抽樣調查

法輪功修煉人 12,553

人，疾病痊癒和基本康復率

為 77.5%，加上好轉者人數

20.4%，祛病健身有效率總數

高達 97.9%。

　　一九九八年十月，對

北京市 200 多個法輪功煉

功點進行統計學調查，有

效調查人數為 12,731 例。

結果顯示， 法輪功祛病總有

效率為 99.1%，其中完全康

復者占 58.5%；體質增強者

占 80.3%； 精 神 改 善 者 占

96.5%。　　　

　　台灣大學發表的一項調

查報告顯示：法輪功學員修

煉後，一年只用一張健保卡

者達 72%，幾乎是修煉前的

一半。

　　報告指出，法輪功對於

戒除不良的生活習慣有顯著

的效果：戒煙率為 81%、戒

酒率 77%、戒賭率 85%。

國家體總：法輪功祛病健身
總有效率98%

	■文 : 德國大法弟子

　　童年時我經常生病，成年

後，我受到越來越嚴重的病痛

折磨：心臟病、中風、動脈硬

化，肺部疾病等等。有幾次我

的生命懸於一線，但我一次又

一次地被救回來。

　　我因為蓋房子陷入了嚴重

的債務危機，因病失去了多年

的工作，最後也失去了房子。

　　我四十五歲就退休了，可

是生活上不斷需要用錢，於是

我做起了互聯網的生意。這是

我為擺脫糟糕的財務狀況而做

的最後嘗試。可是結果適得其

反：我又得了重病，失去了生

意，還有了新的債務。

　　我得的重病是肌肉萎縮：

人動不了，閉著眼睛，垂頭喪

氣，什麼都得依賴別人。那個

曾經無所畏懼、自認為可以征

服世界的女人變成了什麼樣

子？一堆苦難！ 一無所有！

　　幸運的是，我找到了法輪

大法！起初我持懷疑態度，猶

豫不決。但我開始每天在心裡

默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

　　接著，我讀了《轉法輪》這

本書，沒想到奇蹟發生了：我

的右胳膊突然能動了，頭也抬

了起來，一隻眼睛能睜開了！ 

這真是奇蹟！

　　三天後，我就站在電腦前

看視頻，學習法輪功的五套功

法了！每天我都煉功，先是一

至四套功法做一次，然後是做

三次。那時我還想都不敢想煉

第五套功法。兩周後，我能夠

獨自從二樓走到街上，並扶著

助步車邁出了第一步。

　　當醫療保險最終批准我可

以輸注免疫球蛋白時，我已經

開始自己去診所了，兩隻眼睛

也都能睜開了。

　　我甚至不需要再用枴杖走

路，我的步伐長而有力。我的

視力恢復，又可以開車了，自

己做家務和購物。每天我煉一

小時一至四套功法，第五套功

法不久能單盤 30-40 分鐘。

　　我覺得自己很好，很健

康！ 我已經不再用任何藥物。

我變成了另一個人，變得更加

安靜、平和，不再像以前那樣

爭鬥、吵架。

　　我每天學《轉法輪》和師父

的經文，誠心修煉。漸漸地，

我開始向人們講述法輪大法的

美好，並發放真相傳單。

　　我無法用語言表達我對法

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師父的感

激！師父喚醒了我，拯救了

我，賦予我的生命以真正的意

義。

德國女士煉法輪功 擺脫肌肉萎縮
　　加拿大溫哥華法輪功學

員趙雲紅，原是中國一家大

型企業的技術骨幹。她患有

全身風濕、肝中毒、高血

壓、冠心病等疾病，最嚴重

的是得了肺癌，手術後又不

好，所以她不到四十五歲就

提前退休了。

　　一九九七年，趙雲紅聽

說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挺好

的，就請了一本《轉法輪》來

看。她一宿沒睡，一口氣把

書看完了。

　　趙雲紅說，那是她第一

次看到有人把宇宙和人修煉

的道理說得這麼透。

　　修煉法輪功後，趙雲紅

不僅完全擺脫了癌症，達到

了無病一身輕，李洪志師父

在書中所講的很多神奇的現

象，她也都有過親身體驗。

她說：「我從心底裡感恩師

父。」

趙雲紅修大法肺癌痊癒

	■趙雲紅修煉法輪功後肺

癌痊癒。

	■文 : 山東大法弟子

　　我婆婆家族有乙肝遺傳

史，婆婆的父親和三妹都死於

肝癌，婆婆二零零七年也是肝

癌去世。二零一九年底，不

到六十歲的大伯哥查出血像異

常，到北京和上海檢查，確診

是肝癌。

　　二零二零年三月，大伯哥

到了上海，趕上新冠疫情，要

在酒店公寓隔離半個月。

　　丈夫去上海看望他大哥

時，我給大伯哥捎去了法輪功

師父的講法錄音。大伯哥在酒

店公寓每天聽師父講法，半個

月隔離期滿，到醫院復檢，發

現腫瘤陰影幾乎看不見了。原

定的大手術改做了一個微創手

術，大伯哥三天就出院了。

　　八月三伏天，大哥大嫂一

起來我家，要學煉法輪功的五

套功法動作。我修煉大法七年

了，感覺能力有限，邀請了一

位大學教授同修 A 來家答疑。

大哥大嫂提了許多問題，A 同

修為他們答疑解惑，大伯哥聽

得興奮，終於找到了答案。

　　大哥大嫂還遇見了我們這

裡的 B 同修，更增加了修煉

的信心。B 同修三十多歲就患

了尿毒症，她說生病的那個時

候，一天有二十三小時在床上

躺著，剩下的一個小時是保姆

架著上廁所。B 同修一九九八

年開始修煉法輪大法，直到今

天仍健康地活著，再也沒吃過

一粒藥。

　　期間大伯哥還接到了一起

住院的病友的電話，告訴他一

起住院的某某已經去世了。大

哥聽了或許有些觸動，畢竟生

命無常。我也鼓勵他和大嫂走

進大法修煉。

　　大哥大嫂有多年修佛的基

礎，知道了得病的因緣，在法

上的認識非常快。在我家半

月，同修接力來我家學法，大

哥大嫂受益多多。

　　現在大哥的身體恢復如

初。再一次見證了大法的神奇。

半個月後復檢 肝癌腫瘤幾近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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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因果

	■文 : 
 

　　如果有人說「病」是一種

活著的生命，它有思維，有感

知，能喝酒吃東西，認識人，

會說話。你是 覺得不可思

議，認為這是在開玩笑還是腦

子有 病？

　　修煉界講，在另外空間一

切物質都是靈體，是有生命

的，病也是一樣。人們看不見

它，是因為人的能力局限了自

己造成的誤解。人得病的原

因，主要是因為人做了壞事

生的業力所致。

的「 」

　　古時有位陸道士，十七歲

時失手打死了一個老 。後

來，陸道士的腳上長了一個毒

， 口長得像人的 ，有

頭。毒 一開口說話，道士

就痛苦至極，疼痛難忍。

　　毒 告訴陸道士說：「我

就是你打死的 人。」毒 還

向道士要吃的，道士 它

、酒都能吃下，喝酒後 口

四週就 現紅色。大約一年

後，毒 對道士說：「我跟你

的冤也已了結，要去其它地方

了。你明天將遇到 夫治你這

個病。」

　　第二天，陸道士請 夫給

看病。 夫對著毒 說：「

，你還敢提我 ？夜半就去

治你。」說完就不見了。

　　當晚，陸道士 到一位金

甲神送來藥，並告訴他服藥的

方法。陸道士按照金甲神說的

方法服藥後，沒多久 口就痊

癒了。

國 心   

　　唐 時，悟達國師

，法名知 ，曾在京都遇

到一位患「 摩羅」惡疾的

人。 人身上長了 ，散發著

難聞的 氣，人們見了都

地 ， 有悟達國師不 其

地照顧他。病 痊癒後，臨

別時告訴知 以後有難，到西

州 山找到兩 松 ，

可以幫助解難。

　　後來，知 國師得到唐

宗的 ，唐 宗經常到相國

寺聽國師 講，還 給知

座。

　　有一天，知 的 蓋上生

了一個 目口 俱全的面 ，

它食物 料都能吃下。知

求醫治療都無效，於是上

山找到兩 松 ，進入佛寺，

見到了那位 人， 人 清

晨用山中 水洗，病就好了。

　　清晨，知 來到 水邊，

正要取水時，人面 然對知

說：「先別洗！你曾經讀過

《西 書》吧？」知 回答說：

「讀過。」

　　人面 說：「你知道 盎

殺 （讀音同 ）錯的故事

吧？你就是那個 盎，我就是

那個 錯。當時我很冤屈地在

東市被你 殺。好幾世我都在

找你報 ，可你十世都 生和

尚、精進守戒律，我夠不著你

不能報 。你現在 落了，受

之 在 華之中升起了名

利心，我才能上到你身上！這

次有幸 受 者以三

法水洗我，你我的冤債已了，

從此不再視你為 家了。」

　　悟達國師聽了後，連忙

水洗 ，洗時痛徹骨 ，一時

在地。醒來後，發覺 已

經不見了。回頭看那金 輝

的大 ，也已 然無 。

　　此後，悟達國師不再出

山，在此地修行。悟達國師感

念 者的加持，寫了

法三 。又因為取三 水洗冤

業之義，名 《水 》。

　　 錯也因 者的法

水洗 ，消去了心中的 恨得

以超脫，得了佛法修行去了。

來討債的毒瘡是如何化解的？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一九九九年中共瘋狂打壓

法輪大法期間，當地派出所警

察到各個法輪功學員家非法抄

家，抄走了好多好多大法書

籍。那時我丈夫因事去派出

所，正巧遇到這事。

　　我的大姑姐原來有病，去

醫院治療沒治好，修煉法輪大

法後身體神奇康復了，所以丈

夫知道法輪大法是好的。當他

看到那麼多大法書被沒收，頓

生善念，就覺得自己應該想辦

法保護這些大法書籍。他瞅準

時機，偷偷把那些大法書全部

裝入麻袋裡，直接送到大姑姐

家。大姑姐陸續給了同修們。

　　事後大姑姐和其他同修都

說我丈夫太了不起了，冒著這

麼大的風險做了這麼一件大好

事！並對我丈夫說：「大法會

給予你家福報的！」丈夫說：

「當時也沒想其它的，只想我

當時有這個能力和機會，就把

大法書拿出來了。」

兩次患癌症康復

　　事情真的如大姑姐和大法

弟子所說，丈夫的善行使我得

了大福報——兩次患癌症我都

康復了！

　　第一次是我得了宮頸癌。

做了手術。身體很快好了。

　　之前大姑姐曾多次勸我修

煉大法，還給了我大法書。我

也知道大法好，可就是因為放

不下家裏的那些活，就沒有修

煉。因大姑姐常常給我大法真

相資料，所以有時我也看大法

書和《明慧週刊》，但是一直沒

有修煉的願望，也是不想吃學

法煉功的苦吧。

　　二十多年過去了，就在今

年（二零二二年）一月份，我

突然感覺身體不舒服。女兒帶

我去市醫院看病，檢查結果是

我得了肺癌，醫生還說我整個

肺已經全部長滿癌細胞，也就

無法做手術治療。再加上我以

前做過宮頸癌大手術，醫生跟

我女兒說：「你媽這手術不能

做了。」孩子無法接受，打電

話告訴我丈夫。

　　丈夫在電話裡對我說，既

然不能做手術，咱就出院吧。

在家保守治療，可以吃中草藥。

　　當時我腦子裡就閃出一

念：我回家什麼藥也不吃，哪

個醫院也不去看了，就在家專

心修煉法輪大法。以前大姑姐

讓我學，我放不下家裏的活一

直沒修，這回得這病，醫院治

不了了，把我推了出來，我還

不悟呀！孩子哭得夠嗆，我一

滴眼淚也沒掉，就對孩子說：

「不用哭，我回家跟你姑姑一

樣學法輪大法，保證沒事。」

　　回到家，我就找出以前大

姑姐給我的大法書，有時間我

就看。我也不像其他得了絕症

的人那樣，天天在炕上躺著。

家務活我照常幹。親朋好友知

道醫院不要我了，我是個在家

等死的人了，都來看我。一

看，哪像得絕症的人啊！

　　我告訴大家：是我學大法

了，不然早躺下，再也起不來

了！目前醫學界對肺癌後期的

患者都束手無策，可我的身體

一天比一天好，這都是法輪大

法給我帶來的福份。

丈夫保護大法書 妻子癌症痊癒

	■軒轅問道

圖（局部）- 
黃帝在崆峒

山 問 廣 成

子。（公 有

領域）

　　明慧網編輯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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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雲南大法弟子

　　我是一名從業三十多年的

舞蹈演員，退居二線後，常常

有朋友或認識的人來請我教他

們的孩子跳舞。

　　到後來，大家都勸我開個

少兒舞蹈學習班。剛開始我都

婉拒，後來說的人多了，我開

始思考這件事情的可行性，但

還是有顧慮。

　　開少兒舞蹈班要從舞蹈基

本功開始教起，要翻跟頭、壓

腿等等，就有可能受傷，這麼

小的孩子，在家都是心肝寶

貝，我擔心自己擔不起這麼重

的責任。我是一名法輪大法修

煉者，當我在心中向師父說出

這一顧慮時，這時，一個聲音

在我的腦海中響起：「沒事兒，

有師父。」這個點化讓我有了

信心。

　　開班後，我向學生及家長

講法輪功真相，告訴他們三

退保平安，誠念九字真言「法

輪大法好，真善忍好」能得福

報。我教的學生大部分都退出

了少先隊，許多家長也做了三

退（退出中共黨、團、隊組

織），他們都得到了大法的護

佑。下面是我的一個學生經歷

的逢兇化吉的真實故事。

被汽車碾軋 毫髮無損

　　一天，學生英子（化名）

的家長 M 女士來到舞蹈班，對

我說：「我太相信你講的了，

退出中共組織，誠念法輪大法

好，能得神佛保佑，句句都是

真的。」

　　接著，她向我講述了她九

歲的女兒英子遇到危難，得到

神佛護佑的事。

　　那天，英子要參加學校組

織的春遊，M 準備了兩大袋食

物（水果、零食）給英子帶去

學校。一大早，她開車把英子

送到學校門口後就走了。

　　英子提著兩袋子食物往校

門走去，突然袋子掉在地上，

裡面的水果、零食都滾了出

來。正當英子蹲下身去撿東西

的時候，旁邊一輛麵包車向後

倒車。因為英子個子比較小，

又是蹲著的，車裡的司機沒有

看到，結果車將英子撞倒，還

順著英子的臀部軋了過去。

　　司機知道撞了人了，趕快

下車查看。這時周圍的人都圍

上來幫忙，還說：「完了完了，

這個小姑娘肯定沒命了。」誰

知當眾人從車下把英子抱出來

後，英子好好的，啥事沒有。

司機怕出問題，還是將英子送

去醫院。

　　當 M 女士接到通知趕到醫

院時，就聽大夫說：「奇怪啊，

褲子都碎成這樣了，小姑娘還

一點傷都沒有，就一條細細的

劃痕。」

　　家長看到，女兒的內褲完

全成了碎片，但整個人完好無

損，只有臀部有一小條劃痕。

她還是不放心，問大夫要不要

開點藥，大夫說： 「人好好的，

開什麼藥。」

　　然後 M 又給我講了一件

事：在這個事故之前幾個月，

她開車帶英子及兩個孩子到省

城玩。

　　快到省城的時候，在高速

上因車速過快，沒剎住，一下

子整個車鑽到了前面的一輛運

送汽車的加長貨車下面，等救

援人員把她的車拖出來，她和

三個孩子都是毫髮無傷，她的

車子除了一點刮擦，也沒什麼

大問題。

　　從此以後，英子家老少三

代人對大法深信不疑，時常誠

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九字真言。

舞蹈班學生逢凶化吉的故事

	■繪畫：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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