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波蘭法輪功學員

　　在全球法輪功學員「反迫

害」二十三周年之際，波蘭

法輪功學員於七月十七日至

二十四日，舉辦系列反迫害、

講真相活動。他們在華沙中領

館前及議會樓前舉行和平靜坐

抗議，在繁華古城和市街向民

眾講真相，展示功法、介紹法

輪大法真、善、忍修煉理念，

並進行「反活摘器官」等徵簽。

　　中領館門前二十多米長的

路上擺滿了中、波、英三種文

字真相展板，學員靜坐抗議中

共對法輪功學員長達二十三年

的迫害。很多路人停下腳步駐

足觀看，有人拍照，有人拿傳

單，還有人向法輪功學員仔細

詢問了解真相。

　　多年來，學員的道德勇氣

贏得警察與民眾的尊敬和支

持，很多人向法輪功學員揮手

致意，有人雙手合十，有人鞠

躬致謝，還有人專門走過來與

靜坐的法輪功學員一一握手，

騎自行車而過的人一路向法輪

功學員豎起大拇指。

議員：真善忍是真理

　　在華沙議會樓前，法輪功

學員懸掛出「真、善、忍」、

「法輪大法弘傳世界 100 多個

國家」等橫幅。一位女議員拿

了傳單後，下午再次前來要了

更多傳單。她說：「我是代我

所在地區的選民收取這些傳單

的，我要告訴這些選民法輪功

所受到的遭遇。」另一位議員

先生簽名後，與法輪功學員做

了長談，臨走前他愉快地說：

「不論信仰甚麼，真、善、忍

永遠都是對的，都是真理，非

常謝謝。」一位男士簽名並聽

聞法輪功真相後幾天，打來電

話跟學員說，已經開始閱讀法

輪功主要著作《轉法輪》了。

　　法輪功學員也在波蘭北部

海濱城市格但斯克（Gdansk）

開展洪法煉功活動。這些活動

受到眾多民眾支持和讚揚，很

多人對優美舒緩的功法感興

趣，每當煉功音樂響起，周圍

總有很多人圍觀；還有人跟著

學員的動作學煉起來，不斷有

人索取煉功傳單，詢問教功地

點和時間，甚至現場有人長時

間拍錄煉功動作。

　　人們絡繹不絕地來到徵簽

台前，在「反活摘」、「起訴江

澤民」等徵簽表上簽名。不時

有人要求與法輪功學員合影留

念，更有人緊緊擁抱法輪功學

員，感謝法輪大法給人帶來的

希望和法輪功學員堅持不懈的

努力。

　　Zenobiusz 先 生 與 太 太

Bozenna 在簽名後說：「 我們支

持中國人民爭取自由的權利。

堅持住，不要屈服中共政權，

真善忍太好了，你們做得對，

讓我們明白了真相。」Dariusz

先生參加徵簽後說：「共產黨

這麼邪惡，不能讓它再存在下

去了，我永遠支持你們。」

　　Slawomir Jozwiak 先生拿

到波蘭語的《九評共產黨》資料

後，告訴學員：「共產主義在

全世界任何地方留下的都是貧

窮，它是反人類的，反神的；

可是很多人對這點認不清，有

著巨大的錯覺。我們不能對活

摘器官這樣的罪行保持沉默。」

　　（明慧網訊）二零二二年

八月三日，在大紀元退黨網站

上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

織的人數突破四億。這是自二

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大紀

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發表

以來的又一重大里程碑。近兩

週，明慧網繼續收到來自歐、

美、澳洲各國各地紛至沓來的

慶賀活動報導。

　　八月二十七日，英國部分

法輪功學員在倫敦市中心舉辦

活動，於聖馬丁廣場展示了多

面橫幅，帶來腰鼓隊、舞龍隊

的表演，以及法輪功功法展

示。很多人興致勃勃地駐足觀

看、現場學功與簽名支持。

　　馬拉斯卡（Marasca）女

士是一位藝術治療師，她聽

到煉功音樂時，眼含熱淚。

她說：「這些人打坐時候，我

感覺到強烈的能量，愛的能

量。」對於四億中國人退出中

共，她說：「這非常勇敢，需

要非常大的勇氣……我很難想

像整個國家如此沒有自由的狀

態，而你們正在做一件非常偉

大的事情，把自由帶給每一個

人。」「你們通過做這樣的事

情，把愛的能量傳遍世界，那

就是我為甚麼被觸動，為甚麼

我要支持你們！」

　　 肯 ﹒ 伯 羅 斯（Ken 

Burrows）是一位退休的 BBC

新聞編輯，他告訴法輪功學

員：「中共因為別人不同的想

法就迫害他們，包括有宗教信

仰的人，真是令人難過。英國

現在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有幾百種不同的宗教，基本沒

有被迫害的。」

　　八月二十日，美國北加州

退黨服務中心在舊金山舉行盛

大慶祝活動，大批的民眾觀看

了遊行。

　　灣區居民斯科特﹒希爾茲

（Scott Shields）表示：「為甚

麼人權組織和新聞媒體沒有任

何有關的訊息？」「中共骨子

裏是一個邪惡組織，如果這個

邪惡團體與法輪功修真、善、

忍對立，那麼很明顯的它就是

一個假、惡、鬥的團體。」他

說：「西方社會每個人都應該

支持終結中共（End CCP）運

動，因為共產主義非常邪惡，

他們已經深入我們生活中的任

一角落，非常可怕。」

　　八月二十一日，溫哥華民

眾在中領館前集會，慶祝四億

華人三退。現場一幅接一幅的

橫幅延綿數百米。在面對馬路

上，行經車輛支持的鳴笛聲此

起彼伏，不時地有人開車窗向

集會民眾揮手或豎起大拇指。

   民主人士朱傳和在現場發

言：「我由衷地感謝李洪志大

師，能夠喚醒我們這四億、這

四萬萬同胞退出中共黨團隊組

織，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壯

舉。」

　　同一天在澳洲珀斯的慶祝

集會上，社會精英人士也到場

聲援。奧古斯托﹒齊默爾曼教

授（Augusto Zimmermann）

說：「中國人能做的 好的事

情，就是再次成為中國人，恢

復他們的根源和傳統。」

　　「當我們看到中共抱怨外

國勢力時，就是件很可笑的

事，因為共產主義就是在中國

的外國勢力！這種意識形態是

由一個德國人卡爾﹒馬克思輸

出給他們的。而這種意識形態

導致了人類的災難，大批人死

於這種非常邪惡的意識形態。」

波蘭民眾和議員讚美真善忍

四億華人退出中共 世界各國各地續慶賀

	■文 : 日本法輪功學員

　　八月十五日是日本的

終戰日、也叫盂蘭盆會，

是去寺廟祭祀祖先的日

子。正逢國民夏季休息假

日，在東京九段下的日本

民眾人山人海。法輪功學

員藉此機會，向日本民眾

講真相，揭露中共二十三

年來對修煉真、善、忍的

人的殘酷迫害。

　　十個小時的活動中，

人們踴躍簽名支持法輪功

學員反迫害，並聲援控告

江澤民。有的民眾表示，

當天是終戰日、是對和平

的嚮往，可是令人痛心的

「活摘」罪惡還在發生；還

有民眾說：「不給中共逞

凶，法輪功持久堅持很偉

大，鼓舞人心，了不起！」

　　駐足聽真相的人絡繹

不絕。岡田先生打開了話

匣子，曾在中國留學生會

館工作的他說，在日本留

學的中國年輕學生們並不

知道任何真相，「六四」或

對宗教信仰的迫害都不知

道。他希望通過法輪功，

中國人能了解真相，以及

日本民眾真正的心。

　　 從 千 葉 孫 子 市

（Abiko）過來的近籐先生

說今年還要簽名，他感到

形勢不同了，來自中共國

的威逼越來越靠近。 

聲援法輪功反迫害

東京民眾踴躍簽名

	■法輪功學員在格但斯克（Gdansk）市中心傳真相，不少民眾駐足了解，並表示支持學員反迫害。

	■美國北加州退黨服務中心在舊金山舉行遊行，慶賀四億人三退。

　　（明慧悉尼記者站報導）

「很高興今天能參與歡慶法輪

大法的弘傳，我敬佩你們能把

珍貴的傳統文化從遠古帶回到

今天，以至將來。」二零二二

年八月二十日，新南威爾士州

帕拉馬塔市副市長薩米爾﹒潘

迪（Sameer Pandey）出席法

輪功學員於市政廳前舉行的活

動並發言。

　　「我認識法輪功學員很長

時間了 ...... 所以我非常感謝法

輪功學員弘傳大法，你們不僅

把大法的美好在你們團體中分

享，而且將其更廣泛地在社區

中傳播。」

　　新南威爾士州太平紳士、

霍恩斯比郡議員斯里尼﹒皮拉

馬 里（Cr Sreeni Pillamarri）

表示：「你們有言論自由、生

活自由和信仰自由，這對世上

任何人來說都非常重要。」「迫

害應該被制止。如果我們有一

些力量，就要直接阻止它。因

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有權

殺戮他人，沒有人可以（獨

裁）統治其他人。我認為你們

（和平）抗議的方式，將讓人

們產生這種意識。」

　　「我發現法輪大法學員非

常善良，非常平和。我們認為

真、 善、忍很好，這是基礎。」

新南威爾士州帕拉馬塔市前市

長威爾森（Andrew Wilson）

表示：「所以我今天想對你們

說的是，感謝你們的到來。」

澳洲副市長：感謝法輪功對社會的貢獻

	■帕拉馬塔市歡迎法輪功學員在市政廳前的講真相活動。

	■日本民眾踴躍簽名支持

法輪功學員反迫害並聲援

控告江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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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內蒙古報

導）內蒙古法輪功學員王豔

華，因為堅持真、善、忍信

仰，屢次遭到中共警察騷擾、

拘留。連正常的出行也會遭到

千里之外的警察跟蹤、通報、

攔截。一次，一警察頭目竟將

她兩歲的外孫單獨帶到一間小

屋審問：「你姥姥還煉功嗎？

東西都放哪了？」

　　王豔華現年五十五歲，是

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根河市金河

鎮人。去年九月三十日，王豔

華和丈夫領著當時兩歲的小外

孫，乘坐從金河開往海拉爾的

火車。在海拉爾車站出口刷身

分證時，王豔華一行被四、五

個鐵路警察非法攔截，帶到一

個房間裡搜查。

　　警察搜身、翻箱、翻包，

從包裡翻出三十多元零錢。警

察一張一張地看，看到有四張

二角錢，上面寫有「法輪大法

好」。錄像之後，警察問王豔

華：「這錢哪來的？」王豔華

說：「你們花錢時，沒找回真

相幣嗎？」他們無語，就「嗯」

了一聲。

　　警察還打開王豔華的手

機，問這問那：「微信群都是

哪些人？」「你都和哪些人來

往？」「戴過什麼符嗎？」女警

把王豔華領到裡屋，看她脖子

上戴沒戴護身符。男警又命令

女警：「把她的頭髮打開，看

看頭髮裡有什麼東西藏著。」

結果什麼也沒找到。

　　一個穿便衣的，聽說是領

導，再三審問王豔華：「你還

煉不煉功？」「你不說，我有

辦法。」他就把王豔華剛滿兩

周歲的小外孫單獨帶進裡屋

房間，問幼童：「你姥姥還煉

功嗎？在哪煉？東西都放哪

了？」孩子嚇得不說話，臉色

都變了。王豔華憤怒地說：「孩

子要是被嚇著了，我告你們

去！」警察才罷休。

　　警察盤查了兩個多小時，

扣押了四張真相幣，讓王豔華

簽字後才放他們走，期間還給

王豔華錄像。

女童的哭訴

　　王豔華目前住在河北省三

河市燕郊鎮的女兒家。今年七

月四日晚上八點，燕郊鎮兩名

男警察闖到王豔華女兒家，進

屋就問：「你是王豔嗎？二零

一五年和二零一七年，你因發

傳單被拘留過，是嗎？」

　　王豔華反問：「你怎麼知

道的？」警察說是內蒙古那邊

派出所給他們打了電話，並

問：「你還煉法輪功嗎？」王豔

華的丈夫（未修煉法輪功）馬

上回答：「早就不煉了。」那

個警察說：「必須她自己說不

煉。」王豔華拒絕回答。

　　「你還和哪些人聯繫？」一

個警察在作筆錄，另一個警察

在拍照。王豔華說：「你們侵

犯人權。」那個警察還在拍照，

還給王豔華的外孫女拍照。警

察離開時說：「還有人來給你

備案。」王豔華告訴他們：「迫

害好人有罪。 」

　　三歲的小女孩嚇得直哆

嗦，問姥姥：「是好警察嗎？

姥姥，你不是說警察是保護我

們的嗎？」王豔華說：「他們很

可憐，被利用了。」

　　第二天上午，好幾個警察

開著警車又來了，見沒人開

門，就喊道：「不給開門就撬

門。」等了一會，還沒人開，

警察就把電閘給拉下來了。他

們一看家裏真是沒有人，才把

電閘又拉上。

　　王豔華三歲的外孫女嚇得

不敢回家，看見誰都哭著說：

「警察去我們家了，我不敢回

家了。」聞者都很氣憤，說應

該追究騷擾警察的責任。

　　（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

導）河北廊坊三河市法輪功

學員馬維山、王月是一對老夫

婦，他們因堅持真、善、忍信

仰，多年來一直遭中共迫害。

尤其是馬維山，如今八十二歲

高齡還在獄中遭受迫害。

　　王月是一名退休教師，年

年遭中共人員騷擾，在紅色恐

怖的高壓下，過著提心吊膽的

生活。今年八月二十四日，王

月老人沒有見到老伴 後一眼

就悲哀離世，享年八十五歲。

　　馬維山多次被中共人員綁

架到派出所、看守所、洗腦班

迫害，他曾被非法勞教兩年，

兩次被非法判刑（一次三年

半，一次五年），冤刑共計十

年半。目前這位八旬老人被非

法關押在冀東監獄，遭受迫害。

熱心腸口碑好的老人

　　馬維山老人早年做過村幹

部、私企經理，是一個熱心腸

的人，在村裡口碑很好。他修

煉法輪大法後，多種頑疾不翼

而飛，身心煥然一新。

　　馬維山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法輪大法的修煉原則真、善、

忍：遇到路邊新栽的小樹被大

風刮歪，他主動把小樹扶直，

折的地方用布條捆上；開著三

輪車出門，看見提重物或等車

的，他主動叫這些人上車，不

要錢送一程；有一次買肉，回

家一看多給了一包，他趕緊送

回去……

　　二零一二年，他不小心把

一輛轎車劃了個痕跡，因不知

車主是誰，馬維山就寫了張便

條：對不起，我劃了您的車，

我住二層東門 ---- 馬維山。後

來知道車主後，非要給人家修

車不可，車主不肯，他就硬塞

給了人家五百塊錢。

　　二零一三年過年前，馬維

山騎電動車出門，一輛載重大

卡車飛奔而來，他被撞倒，電

動車也被撞碎了。司機嚇壞

了，老馬安慰司機：「你不要

害怕，我是學法輪功的，沒事

的，不用你負責任，更不會訛

你，我休息一會，你就走。」

司機給老闆打電話，老闆要送

他去醫院治療、給他買新的電

動車。馬維山說：「什麼都不

要，司機不是有意的，你把我

送回家就行了。」老闆把他送

回家，要給他錢，馬維山堅決

不要，告訴老闆記住「真善忍

好」就行了。

共計遭十年半冤刑

　　可是，這樣的一個好人卻

一直遭受中共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馬維

山進京上訪為法輪功說句公道

話，被非法勞教二年。

　　二零零三年三月，馬維山

又被綁架到三河看守所。他

被迫絕食抗議七天，身體極

其虛弱才得以回家。然而七天

後，他又被綁架到三河洗腦班

迫害。老伴王月老人受到恐嚇

後，一病不起，一連就是幾年。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五

日，馬維山又被燕郊分局警察

綁架，被冤判三年半，直到二

零零九年才回家。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二

日，燕郊東城派出所十幾個警

察再次踹門進家，將馬維山、

老伴王月和保姆文傑綁架。

警察搶走大量私人物品，連家

裏的三把菜刀都搶走了。第二

天，馬維山被劫持到三河看守

所，遭受八十多天的迫害，得

了嚴重的疝氣，被送到醫院

治療，雖然得以回家，卻被

二十四小時監控。

　　經歷五次非法庭審、二審

走過場式的黑箱作業，馬維山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被三河市法

院枉法冤判五年，他當庭在判

決書上寫下「庭審無效，判決

作廢」，簽下自己的名字。 之

後，馬維山一直堂堂正正住在

家中。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上午，馬維山在給民眾講法輪

功真相時，又被中共警察綁架

到三河看守所。在入所前體檢

時，他的血壓高壓 165，按規

定應該拒收，看守所不但強行

收押，幾天後還把他送往冀東

第二監獄第五監區迫害。

妻子臨終前 
沒見上丈夫一面

　　馬維山持續遭受綁架、冤

獄迫害，讓老伴王月身心受到

重創，老人家經常以淚洗面，

身體每況愈下，糖尿病等越來

越重。今年七月份，王月再度

入院搶救。一個多月過去，仍

然高燒不退，醫生無力回天，

勸家人接老人回家。

　　王月老人臨終前經常念

叨：「老馬怎麼還不回來呢？」

她是多麼想見六十年相濡以沫

的丈夫 後一面啊！然而這點

願望，竟成了這對老夫妻永遠

的遺憾。八月二十四日，王月

老人悲哀離世。

　　誰無父母？誰無親人？希

望冀東監獄和三河市公檢法司

官員能夠良心發現，盡快釋放

馬維山老人回家。

85歲老嫗悲哀離世 老伴冤獄中受煎熬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報

導）黑龍江省方正林業局法

輪功學員尹遜貞、許淑傑夫

婦，因堅持信仰分別被中共

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六年。

二零二零年八月，方正林業

地區社保局要求他們返還冤

刑期間的退休養老金，並於

同年十一月停發了他們的養

老金。

　　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

益，尹遜貞、許淑傑夫婦向

方正縣政府作了行政復議，

並從去年三月起向哈爾濱中

級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中院

已立案。此訴訟至今一直在

進行中。

　　日前許淑傑女士致信辦

案法官，陳述她丈夫三十歲

時因公負傷，被車搖把打傷

頸椎。之後，他的兩隻手肌

肉萎縮，兩條腿運動神經受

阻，生活難以自理長達十四

年，修煉法輪功半年基本康

復。而在中共錯誤的迫害政

策下，夫妻倆因堅持真、善、

忍信仰，被非法判刑，遭肉

體折磨。出獄後，老倆口又

遭經濟迫害，被無理扣發退

休養老金。

　　許淑傑表示，她和老伴

已是古稀之人，理應享受到

自己勞動付出而得來的養老

金。她勸善法官按法律辦事，

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為自己

與家人選擇美好的未來。

退休金遭無理扣發 七旬夫婦提訴訟

	■ 2015 年 5 月 25 日，當時 75 歲的馬維山、78 歲的王月夫婦到

三河市檢察院遞交訴江控告狀。

	■繪畫《抄家》描述中共警察對法輪功學員非法抄家，小孩子想保

護《轉法輪》一書。作者：姚重琪。

公安審兩歲童：你姥姥還煉功嗎？

　　（明慧網通訊員湖南報

導）湖南沅陵縣水利局八十三

歲的工程師李典型，因堅持修

煉法輪功和講真相，被中共非

法判刑六個月，目前正在監獄

遭受迫害。

　　李典型曾擔任沅陵縣水電

局副局長。一九九八年，他開

始修煉法輪功，隨後吐血和痛

風病消失，為國家節省了大量

醫療費用。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李典

型因散發真相資料遭中共警察

綁架，去年一月八日被「取保

候審」。

　　此後，公檢法人員對他繼

續構陷。去年十一月三十日，

李典型被非法判刑半年，老人

隨即上訴，今年二月中級法院

非法維持原判。

　　今年七月老人被劫持到湖

南省網嶺監獄，現在被迫害得

出現高血壓、痛風等多種疾

病，已經住院兩次。

湖南83歲工程師遭冤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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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天津法輪功學員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歲的

小孫子總是說右眼疼，在當地

診所拿了藥和眼藥水，用了沒

有效果。有一天，孩子的眼球

鼓出來了，如同玻璃球一般

大，黑眼珠變成青白眼球。

確診為青光眼已失明

　　兒子和兒媳帶著孩子去了

天津市眼科醫院。醫院檢查後

說，孩子已經失明，沒法治

了。兒子不甘心，當天下午就

去了北京同仁醫院，找了 有

名的眼科專家。專家說孩子得

的是青光眼，已經失明了。

　　兒子和兒媳一聽傻了，驚

呆了好一會兒，醫生問做手術

嗎？這時兒媳才清醒過來，兒

媳說：「做吧，眼珠這麼大，

眼總疼、脹，孩子也受不了

呀！」

　　兒子問醫生：「手術做完

後能不能恢復？」醫生說：「眼

睛已經失明，就算做手術，能

復明的希望幾乎為零。再有，

孩子雖然現在做了手術，眼珠

不鼓了，不難受了，也許幾

天、一個月、半年、一年又

會鼓起來。要等到孩子長到

十七八歲，面部發育成熟了，

把眼珠挖下來，再安上假眼。」

　　就這樣，醫院給孩子做了

手術。手術做完，等麻藥勁兒

過了，孩子痛得到處亂撞。兒

媳抱不住，只好由兒子強按

著，痛苦的煎熬大約過了一個

多小時，孩子才好一些。

　　在手術、拆藥線期間，共

給孩子做了三次全麻，每次麻

藥勁兒過後孩子都如此痛苦，

在場的我多麼想替孩子承擔一

些呀，但是我無能為力。聽患

有青光眼的大人說：做完手術

之後腦袋痛得受不了，更何況

一個三歲的孩子呢？

　　手術做完後，醫生說不能

讓孩子哭，一哭眼壓就會升

高，又會鼓起來。我們每天提

心吊膽哄著孩子，不讓孩子

哭，哪知一個多星期，孩子眼

睛又鼓起來了，並且說另一隻

眼睛也開始痛。

　　這一下可把全家人愁壞

了，兒子急得在地上來回走，

我和老伴躺在床上哭。老伴

說：「我都這麼大年紀了，把

我眼挖下來給孩子移植上。」

兒子說沒有移植眼睛的。

　　這該怎麼辦？如果再回去

做手術，這樣反反覆覆地做，

什麼時候才熬到十七、八歲

呀！這麼小的孩子受這樣的痛

苦，怎能承受得了呀！第一次

做手術就用了三萬多，就算傾

家蕩產也保不住孩子的眼珠

呀！醫學也只能這樣了。

誠念九字真言

　　就在一家人痛苦萬分的時

候，老伴對我說：「你還是煉

法輪功吧，咱求大法師父救救

這孩子，我們全家都念法輪大

法好，真善忍好。只有大法師

父能救這孩子了。」

　　我曾於一九九七年修煉法

輪大法。但是到一九九九年江

澤民邪惡集團迫害法輪功後，

我因為害怕被迫害停止煉功。

但我知道大法好，全家人也從

修煉大法的老姑那聽到大法真

相。

　　走投無路之際，我們全家

人天天念「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誠心誠意地念。可是

念了二十多天還是不見好。我

不知為什麼沒效果，就叫來我

的老姑。

　　老姑說：「誠心誠意念絕

對有效果，是不是你們之前說

過對師父、對大法不敬的話

了？」老伴說他說過，兒子也

說過，兒媳說記不清楚了。老

伴說：「不管說沒說過，我們

全家人都寫一份嚴正聲明，聲

明自己以前所說所做的一切不

符合大法的言行作廢。」

　　當晚我和老伴寫了聲明，

兒子兒媳因生意上的事當天沒

寫，到了第二天他們才寫。

奇蹟出現了

　　結果第三天早上，孩子睡

醒後眼珠小了一圈，雙眼皮也

出來了。全家人高興得無法用

語言形容，終於看到希望！我

們還接著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

　　大約念了不到二十天，意

想不到的奇蹟出現了！這天孩

子和他爸爸媽媽在床上玩，突

然孩子把好眼捂上，兒媳問：

「你看見我了嗎？」

　　孩子高興地說：「我看見

啦！」兒媳為了試探他，又移

動了好幾個地方，孩子眼珠跟

著媽媽轉動。這時兒媳大喊：

「媽呀，快來呀！孩子眼睛有

視力了！」

　　我一聽，撒腿就往屋裡

跑，一進屋就問孩子：「你看

見奶奶了嗎？」孩子用小手

指著我說：「你不就在那兒了

嘛！」這一刻，我們全家人都

特別高興和激動。現在小孫子

的眼珠又黑又亮，眼珠也不鼓

了，完全恢復正常了。這是醫

學無法解釋的！我不知該怎樣

才能報答師父的大恩！

祛病健身

　　( 中國大陸來稿 ) 我的鄰

居小達家在哈爾濱市開超市，

今年五月上旬當地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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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達成了密接者。當時其

他密接人員都是大巴車接走

的，而小達是被 120 救護車接

走的，她嚇得直哭。

　　到隔離點時，小達就出現

了症狀，發燒、頭痛、咳嗽、

渾身疼，但是她不敢告訴別

人，害怕被拉走。

　　她想起我以前告訴過她，

念九字真言並「三退」，就能

躲過危難。於是她開始誠心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結

果核酸檢查是陰性。

姐姐們也幫她念真言

　　小達感到更有信心了，繼

續堅持念大法真言，還打電話

告訴她的三個姐姐，要她們幫

著念九字真言。其中一個姐姐

每天都幫小達念三十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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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一切症

狀都沒有了，不發燒也不頭痛

了。隔離十四天后，小達回

家，她沒用任何治療方法就康

復了。

　　現在小達生意正常，她

知道是「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九字真言幫她度過了劫

難，她的姐姐們也都知道大法

的神奇。

密接者出現症狀 
誠念真言康復

　　 我 叫 董 淑 蘭， 今 年

七十四歲，家住吉林省吉林

市昌邑區。

　　我曾經身患多種疾病：

肺結核、膿胸（做大手術左

側摘除五根肋骨）、膽結石、

腎結石、頸椎病、游離腎等。

後，我又患上了世界罕見

的病，叫作「惡網」，就是骨

髓裡的網狀細胞惡化，它比

惡性腫瘤、白血病都嚴重。

　　吉林市附屬醫院將我介

紹給天津血液研究所，國家

拿我做病例研究。那時住遍

各大醫院，專家、教授都無

法治癒我的病。絕望中，我

的裝老衣服都做好了。

　　一九九六年四月，正是

柳枝發芽，萬物都呈現著生

機的時候，我卻蜷曲著躺在

床上，歎息自己的生命即將

走到盡頭，並為自己就要拋

下四個兒女而暗自流淚。

　　這時有人向我介紹法輪

功。我看了一遍法輪功的主

要著作《轉法輪》後，明白了

人為什麼來到世上，為什麼

會得病，以及修心向善做好

人的重要，也明白了做人的

真正目的是返本歸真。通過

學法煉功，我心裏一天比一

天亮堂，身體一天比一天好。

　　不到一個月，我久治不

癒的十多種疾病都不翼而飛

了。我幹活有勁了，走路一

身輕，上樓上多高也不累。

我真正體會到了無病一身輕

的美妙。是法輪大法救了我，

我從內心感恩師父給了我第

二次生命。我丈夫見誰都說：

「老伴變了，身體好了，脾氣

也好了，法輪功真好啊！」

　　我的丈夫、三個女兒相繼

走進了大法修煉，丈夫很快戒

掉了煙酒。我們一起學法煉

功，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

理做好人，家庭溫馨祥和。鄰

居、親友們看到我的變化，都

說法輪功真神奇，有十多人也

走進了大法修煉。

罕見絕症患者的重生

　　健康的身體是人美好生

活的根本。著名男高音歌唱

家關貴敏，演唱及錄製過上

千首歌曲，曾被評為全國聽

眾 喜愛的歌唱演員，1983

年，39 歲的關貴敏歌唱事業

正達高峰，卻意外發現罹患

乙型肝炎兼早期肝硬化。為

了治病，他休養一年，四處

求醫，找偏方，並嘗試各種

氣功，但都未見好轉。 1996

年春天，在朋友的介紹下，

關貴敏開始學煉法輪功，經

過一年左右，身體痊癒了。

　　汪志遠先生曾在美國哈

佛醫學院工作過，但身患世

界五大絕症之一的「漸凍人」

病，無藥可醫。但是參加法

輪大法學習班的第一天時就

全身舒暢，發生了一系列神

奇的現象，如體內滾滾熱流

湧動，莫名的持續流淚，一

路上多次找廁所大量小便等。

    汪志遠修煉法輪大法三

個月後，身體狀況完全恢復

正常了，一度 6 克的血色素

（不到正常男子的一半）也都

正常了（而人的血細胞周期

需要 120 天！）體重也從 110

多斤恢復到了 150 多斤。《波

士頓環球報》記者聽說此事來

採訪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

的眼睛，因為他看到汪志遠

正在跑步。

國家體總調查： 
法輪功祛病健身 
總有效率97.9%
　　在修煉法輪功的人群

中，上述事例不是偶爾聽到

的個別事例。 1998 年 9 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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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人

每年節約醫藥費 1700 多元，

每年共節約醫藥費 2100 多萬

元。

　　現代醫學認為，人的疾

病是由社會因素、環境因素

及生物因素三方面造成的；

這三方面因素在很大程度上

是通過精神作用對身體造成

影響的，從而導致疾病和不

健康狀態。由此可見，精神

因素在人的健康方面起著至

關重要的作用。

　　法輪功修煉的一個突出

的特點，是要求修煉者把提

高思想境界放在首位，要求

修煉者在工作生活中遵循

「真、善、忍」的準則，從提

高人的品德上真正改善人的

精神狀態，從而使身體達到

理想的健康狀態。修心加上

煉功，這對修煉者身心健康

的改善和增強是顯而易見的。

煉法輪功為何祛病健身有奇效

	■董淑蘭

（左 二 ）

和她的三

個 女 兒、

兒媳及孫

輩。

三歲童青光眼奇蹟治癒

	■繪畫：小認真。 作者：鄭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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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通訊員大陸報

導）中共製造謊言，欺騙各級

官員和普通百姓參與迫害法輪

功，給它當陪葬品。

不怕遭報的她成肉泥

　　武豔環，女，遼寧省撫順

市新賓縣永陵鎮東嶺鋼廠人。

法輪功學員給她講法輪功真

相，她不但不聽，還口出穢

語，罵法輪功及其創始人。法

輪功學員多次勸告武豔環不要

這樣，對她自己不好。她說：

不怕遭報。

　　二零一九年的一天，在上

班的路上，武豔環騎著自行

車，被同方向行走的一輛大掛

車捲入車底。大掛車前後有八

個車輪，武豔環被夾在中間，

拖出二百多米，當時就成了肉

泥，滿地是血，慘不忍睹。

惡意舉報者被車撞死

　　孫培德，遼寧省撫順市清

源滿族自治縣南口前鎮鐵礦街

退休職工。

   由於受中共謊言的毒害，

二零零二年夏天，孫培德惡意

舉報大法弟子，致使兩名大法

弟子被非法抄家，其中一人被

非法勞教兩年，導致家庭破

碎。另一名大法弟子被迫在外

漂流，至今二十年，有家不能

回。

　　二零一六年正月初七下午

四點多，孫培德與他人結伴散

步時，一輛轎車從路的斜對面

直奔他而來，把他當場撞死。

可憐他剛剛享受退休生活，就

丟了命，也給親人帶來痛苦。

　　孫培德生前，大法弟子曾

多次勸善，給他講真相，可他

毫無悔意，甘願受中共謊言的

欺騙，結果當了陪葬品。

　　明慧網已經曝光了數萬起

這樣的惡報案例。

善惡因果

	■文 : ( 國大陸 )

　　一九六三年，一位叫

· 班尼的女孩寫信給《 加哥

論 報》，因為她實在 不明

白，為什麼她幫媽媽把 好的

送到 桌上，得到的只是

一句「好孩子」的 ，而那

個什麼都不干、只知 的戴

維（她的弟弟）得到的卻是一

個 。她想問一問無所不知

的西 · 斯特先生，上 真

的是公平的嗎？為什麼她在家

和學 常看到一些像她這樣的

好孩子被上 遺 了？

　　西 · 斯特是《 加哥

論 報》兒童 「你說我說」

目的主持人，十多年來，孩子

們有關「上 為什麼不 好

人，為什麼不 壞人」之類

的來信，他收到不下千 。每

當拆閱這樣的信件，他心裏就

非常沉重，因為他不知該怎樣

回答這些提問。

　　一次參加朋友婚 的時

候，受 師的 發， 斯特先

生以《上 讓你成為好孩子，

就是對你的 高 》為題，

立即給 回了一 信，這

信在《 加哥論 報》 之

後，在很 的時間內，被美國

及歐洲一千多家報 轉載。以

後每年兒童節他們都要再

一次，成為孩子們的 愛。

　　 真的孩子，還沒有形成

成熟的 觀，做一個好孩

子，希望得到 和 ，

這是很自然的；主持人 光

一現，說出了「上 讓你成為

好孩子，就是對你的 高

。」這句話，其實是源自於

其心 深處對神的信仰，對普

世 的領 ；這句話能 起

人們的共鳴，說明每一個人的

心目中，都有對善良、真誠、

容等美好品德的嚮往，對普

世 的認同。

國的真實 事

　　這是中共迫害法輪功 嚴

酷時期發生的一個真實 事。

二零零二年四月，幾位法輪功

學員被中共人員綁架，關押在

公安局的一個地下通道裡。通

道裡暗暗的 光， 著打手

們 的臉。由於中共 連

九族、 連工作單位的迫害政

策，一些法輪功學員拒絕報姓

名。一名惡 從腰中抽出

的皮帶，向一個坐在 邊的年

輕法輪功學員 命地抽去。這

時一位大姐（法輪功學員）

了過去，雙手護住同修的頭，

皮帶 點般地打在了大姐的手

上、頭上。惡 一邊抽打

著，一邊喊叫著：「走開！他

是你的什麼人？」

　　大姐正言制止說：「是我

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帶，不然

你會後悔的。」惡 仍然揮舞

著手中的皮帶。

　　這時，通道的盡頭，那個

很亮的地方，一個小小的人

影走了過來。他一邊喊著「爸

爸」，一邊從 裡 出零食

塞到了 裡，心滿意足地

著……

　　 著皮帶的人停下了手，

看著 零食的兒子， 的臉

上露出了些許笑意。他應了兒

子一聲，又擺著架式要 起手

中 的皮帶。

　　這時，大姐 開了護著同

修的手 ， 地站立起來，

看著通道盡頭這個六七歲的男

孩。男孩 然一邊 著口

袋，一邊心滿意足地 著零食

品。令人驚 的是，這麼小的

年紀，竟能如此「 然自 」

地 視著眼前的殘酷。

　　大姐用不容置 的語氣告

訴那個打人的惡 ：「你把孩

子帶走！」惡 一 ，隨即得

意地說：「放心，我的孩子是

久經沙場考 的，這種場面嚇

不著他。」

　　那一刻，大姐從內心為這

對父子感到悲哀！她再次用不

容置 的語氣對他說：「你把

孩子帶走！有一天，不久的將

來，他知道你今天 地、毫

無人性地 起皮帶毒打的是這

個世界上 善良的人們的時

候，他會 你的。在他面

前，你將失去做父親的尊嚴！」

　　打手 地 在那裡，這

時地下通道裡一 靜，他的

同夥們也傻傻地看著他。過了

刻，他雙手 地平展開皮

帶，把它繫在了腰上。他 著

頭， 起了那隻小小的手，向

外走去。

　　走了幾步，他停了下來，

下身，用在場的每個人都聽

得見的聲音對著兒子說：「跟

再見，說謝謝 。」

　　孩子回轉過身來，揚起了

小手， 氣地喊著：「謝謝

， 再見。」通道裡所有

的人都靜靜地目送著他們。

　　父子倆將要走到樓的盡頭

的時候，這個剛剛放下皮帶的

年輕父親揮舞著他的右手，向

著法輪功學員致意！然後，他

領著兒子走進了地下通道口那

個亮亮的地方……

　　後來聽人們說，他是個

「有名」的打手，但從那以後，

同單位的人再也沒有見過他揮

舞皮 。

　　即使是心 手 的打手，

人性中也有對兒子的 愛，也

有對善的認同，也有對自己惡

行的 定與悔過。法輪功學員

用 善喚醒了 在打手心底的

良知，讓他停止了行惡。與那

些至今仍被中共洗腦、 然在

行惡的人相比，他無 是 運

的。

　　沒有哪個父母，希望自己

以厚望的兒子，成為一個打

人的凶手；沒有哪個妻子，希

望自己終身 靠的丈夫，是一

個殘 的惡 ；沒有哪個孩

子，希望自己視為偶像的父

親，是一個迫害好人的惡人。

當一個本應守護正義、主持公

道的警察， 為毫無人性、殘

害良善的 ，對他自己，對

他的至親來說，那是怎樣的一

種悲哀！

　　每個人的內心裏都 著一

善良的種子，在生命的過程

中，能守住這份善良，這個生

命就是有希望的。

幸大莫過於為善 哀大莫過於為惡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弟弟今年五十七歲，生得

皮膚黝黑，膀大腰圓，一把子

力氣。但腦袋瓜子不是很活

絡，讀書時學習不好，勉強初

中畢業，語言表達能力也欠

缺。小時候母親經常說，這孩

子長大了就是個做苦力的料。

　　弟弟初中畢業後，在建築

隊推過車、扛過料，泥瓦工也

幹過。後來，弟弟頂替父親去

了鐵礦，幹的是掘進工。為解

決和弟媳兩地分居的問題，他

調進了一家工廠，也是在車間

干體力活。

　　下崗後，弟弟賣過煮棒

子、煮花生，東一鎯頭西一棒

槌地弄倆錢兒餬口，一家三口

生活在貧困線上。

　　一九九八年底，我開始修

煉法輪功。不久我給弟弟請了

一本《轉法輪》，他和弟媳都看

過，也煉過幾天功。一九九九

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輪功後，他

倆就放下了，但無論中共怎麼

造假宣傳，倆口子都知道法輪

功好，尤其是弟弟，心裏非常

認同法輪功。

　　自那以後，弟弟交上福運

了。他原來工作過的那個鐵礦

招了一支外包隊，負責這個外

包隊的人和我弟弟很熟，就把

我弟弟招去，讓他帶著一幫從

南方招來的掘進工幹活。

　　不知怎麼的，我弟弟的腦

子突然間好像開了竅，只要到

了井下，就像進了他自己的世

界。對礦石的位置、脈絡走向

等等，他基本能知道，和儀器

探測到的差不多，而且在井下

他竟然有方向感。真是不可思

議！

　　弟弟的說話能力也大大增

強，早晨開晨會，給工人布置

任務、安排工作，思路清晰，

語言到位。他的工作幹得風生

水起，在行業中有了一點小名

氣。後來弟弟被多個鐵礦聘

去，幹過井下安全和生產管

理；還和別人合夥承包做過包

工頭，收入也越來越高。

　　二零零八年，弟弟換了一

套一百三十多平方的房子。二

零一七年又在市裡換了一套

一百六十多平方的房子，從縣

城搬到了市裡的高檔社區，和

我家成了前後鄰居。

　　二零二零年疫情出現後，

弟弟開始誠心敬念九字真言：

「真善忍好，法輪大法好」。

他只要有空就不停地念，經常

念出聲，有時還寫下來。

　　不久，弟弟三喜臨門：他

被另一個鐵礦聘用，年薪二十

多萬；成功辦理了五十五歲特

殊工種退休，拿到了退休金；

也是在這一年，弟弟的女兒順

利考取了公務員，與一名心儀

的男孩結了婚，男孩對老丈人

很孝順。

　　這還不算完，弟弟又被一

個大型礦業集團聘為高管，薪

資豐厚。他自己說：「哎呀，

幹了一輩子體力活，老了坐上

辦公室，還有點不適應呢。」

　　今年弟弟回家過年，以前

大年三十的年夜飯都是他做；

今年不用了，他和弟媳逗孩子

玩，女婿下廚，做了一大桌子

菜。弟弟非常滿意，笑呵呵

的，人看上去也年輕。

弟弟的福報：從初中生到高管

現世報應警醒世人

	■人們常說，聰明是一種天賦，善良是一種選擇。能擇善而行的

人其實是有福之人，因為天佑善人。

　　M 是大陸東北某地一

位 610 主任，在一次朋友

的飯桌上，M 說：「我可

不幹這活了，有一天我們

家水管子漏水了，淌得滿

屋子是水。我媽罵我說：

『都是你抓法輪功抓的，

你幹這缺德事，你看看這

不是遭報應了。』」

　　M 後來就不在 610 幹

了。一天，M 遇到法輪功

學員老張，他對老張說：

「張老師，我現在不當 610

主任了，我們家都是佛家

弟子，怎麼能幹這缺德事

呢，我現在不幹了。」老

張並不是教師，M 稱他為

張老師，是表示尊敬。

　　這些年中共 610、公

檢法司等部門因迫害法輪

功遭惡報的人特別多，現

在很多人都清醒過來了，

都在想辦法給自己留一條

活路。（文 : 心清）

610主任不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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