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文 : 紐約法輪功學員

　　七月二十九日，紐約長島

沃爾特懷特曼購物中心迎來了

法輪大法展位，長島地區學員

開始在這裏向商場的工作人員

和顧客介紹法輪大法。

念「法輪大法好」後 
肚子不疼了！

　　學員們正在忙著給路過的

行人介紹大法時，來了五名小

朋友。學員告訴他們，常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會帶

來正能量，煉法輪大法有益身

心健康……。兩位小姑娘聽得

很認真，而另外三位小男孩並

沒有在意。

　　過了一會，一位學員在商

場的長廊中碰到了他們，其中

一個男孩對他說：「這個真管

用，我念了一會兒『大法好』

肚子就不疼了！」原來小男孩

後來肚子疼，他馬上想起學員

的話，念「法輪大法好」。半

個多小時後，這三位男孩折回

到展位，特意過來感謝大法的

神奇。 

　　八月十九日下午，一位中

年女士來到展位簽名支持解體

中共，臨走時說脖子疼。學員

讓她反覆念「法輪大法好，真

善忍好」。四十五分鐘後，

她回來告訴學員，這九個字太

神奇了。她持續背誦「九字真

言」後，疼痛馬上減輕了。

感受大法展位的 
強大能量

　　學員向她介紹大法的主要

書籍──《轉法輪》，已經被翻

譯成四十種語言在全球流傳。

她問：「可以給我看看嗎？」

學員拿出英文版《轉法輪》給她

看，並告訴她這本書是是指導

人修煉到高層次的，是關於修

煉的書。她當時就決定買下。

離開前她表示，站在展位旁及

與學員們交談時，都感受到非

常強大的能量。

「九字真言帶來好運」

　　學員給了在梅西百貨工作

的中年婦女一朵蓮花綴飾，告

訴她蓮花的意義和九字真言，

在了解了真相後，她簽名支持

解體中共。過了幾天， 她興奮

地回到展位告訴學員，在她重

複念九字真言的第二天，好事

就來了。

　　原來她一下子就找到兩個

讓她滿意的新住所，她說自己

馬上意識到是大法九字真言給

她帶來的好運。她說，她感覺

得到法輪功展位有很強大的能

量場，臨走時並再次感謝學員。

法輪大法顯神蹟

　　一天有幾位女高中生路過

法輪功展位，其中一個女生聽

說九字真言能帶來好運後，回

家告訴病重在床的爸爸。

　　幾天後，她回來告訴學

員，她爸爸恢復了許多，她爸

爸很激動，要學大法，特別要

女兒來感謝大法。學員介紹《轉

法輪》一書給她，她馬上高興

地買了大法書。

「終於找到能往高層次

上修煉的功法」

　　一天一位中年印度男子經

過法輪功展位，在了解大法的

真相後，學員向他介紹了《轉

法輪》，並講述了自己親歷的

學法前後的變化，這深深打動

了他。

　　男子在看了《轉法輪》中

的〈論語〉後，馬上決定買大法

書。他興奮地說：「我今天真

的很幸運，這些年我一直在尋

找能使我真正往高層次上修煉

的功法，看來我今天終於找到

了！」

商場經理的邀約

　　商場經理寫來短信說：你

們的展位和展板做得非常漂

亮，你們的工作人員非常友好

善良。她邀請學員參加商場九

月的兩場健康保健活動，將全

天演示功法、開設教功班。她

並表示，將邀請學員參加未來

的其它活動。

　　在沃爾特懷特曼購物中心

的法輪功展位持續了一個月，

學員們把大法的美好和祝福帶

給了更多的有緣人。

　　（明慧記者方慧台灣台北

報導）為喚醒世人心中的善，

共同協助制止中共跨世紀的反

人類罪行，台灣法輪大法學會

於二零二二年七月十日至十七

日，在台北、新竹、台中、彰

化、嘉義、台南、高雄、台

東、花蓮、宜蘭、澎湖及金

門等共十二個城市，舉辦「法

輪功反迫害二十三週年──天

滅中共 結束迫害」活動及記

者會，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輪

功學員，呼籲世人認清中共罪

行，制止迫害。

法輪功和平反迫害 
台灣民眾：請堅持！

　　七月十六日，台北部分法

輪功學員約一千多位，頂著

高溫參加七 • 二零反迫害大遊

行，全程約 1.8 公里，遊行隊

伍以三大方陣呈現：「大法弘

傳」、「千古奇冤」、「結束迫

害」。沿路民眾紛紛拿起手機

拍照、駐足觀看。

　　從事媒體業的李先生說，

台灣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看到

法輪功學員走出來遊行，覺得

是很好的事情。而且遊行方式

平靜溫和，讓他覺得很舒服。

他說：「感受到法輪功學員的

出發點是善的。」「希望法輪

功學員堅持下去。」

　　正在等公車的吳小姐表

示，天氣很熱，法輪功學員走

出來遊行，這是不簡單的事

情；而且是以很平和的方式來

表達訴求，「覺得他們很棒」。

另一市民也說：「這樣遊行其

實很辛苦，這背後一定有他們

的理念，那個動力一定是很強

的。」

　　任職傳統產業的溫小姐看

到遊行後讚歎：「法輪功對身

心靈都有向善的引導作用，這

是很好的修煉團體。」她說：

「感受到法輪功學員散發出的

氣質」。

　　溫小姐表示，學員們「辛

苦了！」「如果有更多人願意

接觸這個向善的修煉團體，對

社會非常有好處。如果我有緣

份，我也會跟法輪功學員一起

遊行，一起走下去。」 

教授：法輪功修煉 
有助穩定社會

　　李教授的一位研究生是位

法輪功學員，他經常聽其談起

法輪大法。當天李教授全程參

加活動直至燭光悼念會結束後

才離開。他表示，學員依照

真、善、忍宇宙特性自我要求

舉辦活動，「對現在混亂的社

會很有幫助，社會需要很多像

法輪功學員這樣正向能量的

人，越多越好，自然能扭轉這

混亂的社會。」

體驗九字真言神奇 紐約人喜愛法輪功

台北民眾：法輪功對社會非常有好處
　　（明慧墨爾本記者站

報導）八月二十八日，在

澳大利亞旅遊重鎮赫斯特

布里奇（Hurstbridge）一

年一度的金合歡節活動期

間，法輪大法的展位受到

當地民眾和遊客的歡迎。

　　當地居民吉姆（Jim）

說自己早就知道法輪功，

「我去中國大陸的時候就看

到了很多『真相幣』，那是

一種在大陸的法輪功學員

們講真相的方式，他們在

人民幣上印出『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等內容。」

　　愛好收藏的吉姆，珍

藏了很多這樣的紙幣。「中

共不讓人們信仰法輪功，

我覺得信仰真、善、忍沒

有錯，對社會有益就是好

人。」

　　 勞 拉（Laura） 女 士

帶著兩個女兒在法輪大法

攤位前流連忘返，小女兒

對學摺疊小蓮花特別感興

趣。「我覺得法輪功學員

們是非常平和的，在經

過時我能感受到他們的能

量。」勞拉說。

　　 攝 影 愛 好 者 阮

（Nguyen）先生說，現場

人多，感受到熱鬧歡快的

氛圍。「當我來到法輪大法

的展位時，我發現這裏非

常平靜祥和，讓我的心靈

放鬆。」

　　還有一位帶著小女兒

來的年輕父親說：「相對整

個熱鬧的節日，法輪功展

位如同一顆意想不到的鑽

石，能在這裏停下來，了

解到法輪功和法輪功學員

們的使命，真是太令人高

興了。」  

「法輪功展位如同

意想不到的鑽石」

	■三 位 男 孩

與學員合影，

中間那位男孩

念了「法輪大

法好」後，肚

子就不疼了。

	■七月十六日，台北部分法輪功學員約一千多位，頂著高溫參加

七•二零反迫害大遊行。

	■文 : 德國法輪功學員

　　七月二十三日，德國北威

州議員弗蘭克﹒博納（Frank 

Börner）參加了法輪功學員舉

行的反迫害活動。他在演講中

強調，法輪功學員對任何人都

沒有威脅，卻遭受中共的殘酷

迫害。

　　「共產黨二十三年的暴力

和鎮壓，數以萬計的（法輪功

學員）因酷刑死亡或在勞改營

中受到剝削。這些勞改營也是

活體器官庫。」在德國杜塞爾

多夫市中心的老市政廳前，博

納先生責令中共：「釋放所有

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讓中國

回歸文明世界！」

　　博納先生是第二次參加法

輪功學員的活動。他告訴學

員：「對我來說，（因為修煉）

就把人扔進監獄，折磨他們或

把他們關進勞改營是難以想像

的。我百分之百聲援（法輪

功）。」他表示：「只要能夠讓

別人關注這件事情，我就會去

做。勞改營中發生的事情非常

不公正，這些（惡行）必須受

到質疑。」

　　講到法輪功學員按真、

善、忍的準則修煉，博納先生

表示：「通過修煉找到真正的

自己，讓人身心健康，這是一

件非常好的事情。」 

德國議員要求中共釋放所有法輪功學員
	■在 演 講

中，北威州議

員博納（Frank 
Börner）責令

中 共：「釋 放

所有被關押的

法輪功學員，

讓中國回歸文

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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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 明慧網通訊員報導）

據明慧網報導數據統計， 中共

二十大前利用「大數據」、「清

零」、「百日行動」對法輪功學

員大肆綁架、騷擾、判刑等迫

害。

遼粵川冤判最嚴重

　　八月份獲知 57 名法輪功學

員被非法判刑，非法判刑分布

於中國大陸的十四個省、自治

區、直轄市。非法判刑 嚴重

地區：遼寧省 13 人，廣東省、

四川省各 10 人，山東省 5 人，

北京市 4 人，吉林省、江蘇省

各 3 人。

三名八旬老人被誣判

　　今年八月份有 19 名 60 歲

以上老年法輪功學員遭中共非

法判刑，其中 80 歲以上 3 人，

70 至 80 歲 7 人，60 至 70 歲

9 人。八月份中共法庭對非法

判刑的法輪功學員罰金總計 22

萬 3000 元。

　　今年一至八月份總共獲知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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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 56 人，八

月份 57 人。

　　信息採集數據今年八月一

日至八月三十一日，其中包括

以前月份沒有發表的非法判刑

數據。以下是部分迫害案例。

廣州一家三人遭冤判

　　廣州市法輪功學員曾興陽

和妻子鄧芳、妹妹曾躍玲，去

年四月九日被天河區公安分局

國保和石牌派出所警察綁架，

一直被非法關押在天河區看守

所。

      去年八月，三人被構陷到

海珠區檢察院和法院。去年十

月二十一日，海珠區法院不顧

當事人的反對，以疫情為由，

採用視頻對曾興陽、鄧芳、曾

躍玲進行非法庭審。

　　三位法輪功學員堅稱修煉

法輪功合法，三位律師也依法

進行了無罪辯護。但是今年八

月九日，中共海珠區法院還是

對三人非法判刑，曾興陽被非

法判刑五年，被勒索罰金一萬

元；鄧芳被非法判刑三年六個

月，被勒索罰金六千元；曾躍

玲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罰

金六千元。

　　曾興陽今年 49 歲，大學

畢業，原廣東省茶葉進出口公

司員工。妻子鄧芳 45 歲，大

學畢業，在培訓機構任職。曾

興陽和鄧芳遭中共綁架、非法

判刑，他們五歲的小兒子失去

父母照顧。曾興陽的父母住廣

東梅州老家，沒有退休金。

　　曾興陽的妹妹曾躍玲 43

歲，湛江師範學院畢業，在培

訓機構任職。曾躍玲的丈夫幾

年前突患淋巴癌不幸離世，曾

躍玲和九歲的兒子相依為命。

曾躍玲的公婆也都在廣東梅州

鄉下，也沒有退休金。

　　中共對曾興陽、鄧芳、曾

躍玲非法判刑，使他們年幼的

孩子和年老的父母失去照顧和

經濟來源。

成都六人遭冤判  
最重十年

　　成都市新都區法院今年六

月二十八日，非法庭審六名不

放棄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

學員。他們是張訓菊和黃懷洲

夫婦，黎雲、劉國華、謝世英

和周玉秀。

　　非法庭審當天，法院才通

知他們的家人開庭。家人進法

院門口時又要求核酸檢測，等

到家人做完核酸檢測，法院已

經宣判：張訓菊十年、黎雲七

年、劉國華五年、黃懷洲三

年。謝世英和周玉秀的宣判，

目前情況不詳。

　　（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

導）據今年六月中共官方消

息，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法院

刑事審判庭副庭長劉斌，涉嫌

嚴重違紀違法被查，目前正在

審查中。

　　五十八歲的劉斌，曾在石

家莊市新華區法院任職，後轉

入石家莊市中級法院，先後擔

任刑二庭審判員、審判長及副

庭長。劉斌在任職內對上訴至

中院的法輪功學員不講法律、

枉顧事實、非法維持原判。

　　中央音樂學院學生王博及

父母因揭央視「焦點訪談」造

假內幕，被中共非法判刑，劉

斌參與了對王博一家的迫害。

十九歲的中央音樂學院

學生王博被非法勞教

　　中央音樂學院學生王博，

十九歲時因依法去北京為法輪

功請願，成為北京新安勞教所

裡 小的「犯人」，遭受過種

種酷刑，後被劫持在河北省法

制教育中心強制洗腦。

　　王博復學後仍長期被專人

監控。她的父親王新中，石家

莊鐵路機務段幹部。因修煉法

輪功被開除黨籍、撤職、非法

拘留、強行洗腦等。母親劉淑

芹因修煉法輪功，被銀行開除

公職，多次被非法拘留和非法

勞教。

央視用移花接木手段播

出對王博一家的造假採

訪，欺騙觀眾

　　二零零二年三月下旬，中

宣部、新華社、央視、「六一

零」等不法人員來到了河北省

法制洗腦中心，欺騙王博一

家，對其進行採訪。同年四月

八日，央視「焦點訪談」節目

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播出一曲關

於王博一家的騙劇。隨後，新

華社等媒體乘機大肆編造污蔑

法輪功的謊言 , 對全國觀眾進

行欺騙性洗腦宣傳。

王博一家詳述央視焦點

謊談如何剪輯、歪曲採

訪，抹黑法輪功

　　王新中擺脫了洗腦中心的

監禁後，於二零零二年八月

十八日公開揭露「六一零」的

殘酷洗腦及「六一零」夥同央

視「焦點訪談」造假的內幕。

二零零二年十月底，王新中在

山西再度被綁架。

　　二零零五年，王博一家

三口先後擺脫了河北「六一

零」辦公室和「洗腦中心」的

控制，向外界詳述了央視 「焦

點謊談」節目是如何剪輯、歪

曲，利用他們的部分談話內

容，來抹黑法輪功的經過。由

於說了真話，他們被迫過著流

離失所的生活。

王博一家被非法判刑  
法官劉斌非法維持原判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晚，王博及其父母被以大連市

國安特務及「六一零」為首的

不法人員秘密綁架後被送至河

北省石家莊市關押。其間遭到

刑訊逼供，欺騙誘供及強制洗

腦等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日，當

局以莫須有罪名非法判王博五

年，王新中和劉淑芹四年。王

博一家堅決否定非法判決並上

訴到石家莊中級法院。

　　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七

日，石家莊法輪功學員王博案

二審在石家莊中級法院開庭。

北京六位代理律師李和平、滕

彪等在法庭上從憲法和立法、

司法程序、法律事實等層面，

為王博一家三人做了有理有據

的無罪辯護。

　　法庭審理時，中院刑二庭

呂玲多次阻止律師發表辯護意

見；法官劉斌威脅律師，扣帽

子、打棍子，滿嘴文革時期

的「大批判」語言。還有一個

叫魏淑賢的庭長，指揮法警圍

毆律師代理滕彪，串通警察抓

捕已經辦了旁聽證的法輪功學

員，調來大批特警在附近街道

戒嚴。

　　王博做 後的陳述，被呂

玲和劉斌野蠻打斷。二零零七

年六月，石家莊中級法院將王

博及其父母非法判刑；王博的

父親心臟病、高血壓，中院拒

不批准保外。二審開庭後，在

五個工作日內草草維持原判，

把一家人塞到河北省女子監獄

和唐山冀東監獄關押。

　　這次遭報被查的法官劉斌

還對法輪功學員邱立英、楊會

州冤案非法維持原判。在此勸

告還在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公、

檢、法、司人員，不要再用執

行上級命令為自己的違法行徑

開脫，如不及時悔改、將功補

過，面臨的一定是人間的審判

和天理的懲罰！

王博一家冤案 法官劉斌遭報被查

　　（明慧網通訊員黑龍江

報導）今年七月十九日晚，

哈爾濱五常市法輪功學員趙

慶坪和她的婆婆在家中遭當

地警察綁架、非法抄家。中

共警察搶走趙慶坪孩子的購

房款，至今拒不歸還。她的

家人已聘請律師維權。

　　警察當天從趙慶坪家非

法抄走的私人物品及現金

有：法輪大法經書五十多

本、大法師父法像三張、臺

式電腦和筆記本電腦各一

個、打印機兩臺、播放器兩

個、真相優盤三十多個、手

機四部、真相幣大約三千

元，警察還搶走三十七萬現

金，那是剛從銀行取出來給

孩子的購房款。

　　趙慶坪的婆婆之前發法

輪功真相資料時，被當地中

共警察跟蹤。警察七月十九

日晚要實施綁架時，發現婆

婆在兒媳趙慶坪的家裏，於

是強闖民宅，將婆媳二人同

時綁架。第二天早上，婆婆

被放回家，趙慶坪遭非法刑

事拘留。

　　如今，非法拘留期限已

過，但趙慶坪仍被非法關

押。家屬聘請的維權律師已

於八月下旬在哈爾濱市第二

看守所會見了趙慶坪。

　　負責此案的是五常市小

山子派出所，家屬向所長張

斌索要被非法抄走的三十七

萬現金時，張斌態度蠻橫，

不予理睬。

哈爾濱中共警察

入室抓人搶巨款

	■中央音樂學院學生、法輪功

學員王博。

八月獲知57名法輪功學員被冤判

　　（明慧網通訊員四川報

導）四川省峨眉山市法輪

功學員秦芳，曾被非法勞教

一年，非法判刑七年，經常

遭受騷擾，於去年春含冤離

世，終年 59 歲。

　　二零一二年，秦芳在四

川省夾江縣發放真相資料，

在散發手寫的有「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字樣的一元

錢真相紙幣時，被中共警察

綁架、抄家，後被非法判刑

七年，在四川女子監獄遭受

摧殘和迫害。

　　秦芳出獄後，經常遭派

出所警察騷擾，身心受到很

大的傷害，於二零二一年春

含冤離世。

四川秦芳被迫害離世

中央音樂學院學生王博及父母揭央視「焦點訪談」造假內幕

	■廣州市法輪功學員曾興陽（左）和妻子鄧芳（中）、妹妹曾躍

玲（右）今年八月被非法判刑。

　　（明慧網通訊員河北報

導）河北秦皇島市八十二歲

法輪功學員楊邵寶老人，遭

四年半冤獄迫害，於今年八

月十一日在唐山冀東監獄刑

滿，出獄回家。

　　楊邵寶老人家住秦皇島

海港區西港鎮歸堤寨，因講

真相，二零一七年夏天被北

戴河海寧路派出所綁架並拘

留，後被監視居住。

　　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

楊邵寶老人被秦皇島北戴河

中共法院非法庭審，六月被

冤判四年半，在唐山冀東監

獄遭受迫害。

82歲楊邵寶遭四年半迫害出獄

32022 年 9 月 9 日WWW.MINGHUI.ORG



　　王琦君是一名美國高中教

師，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

　　王琦君結婚後，和丈夫到

美國唸書，丈夫讀到博士班的

時候，夫妻倆想要一個孩子。

但是沒有想到，一直努力了 18

年都沒有懷上。

　　王琦君夫婦為了寶寶的降

臨，可以說是費盡了周折。先

求偏方看醫生，各種偏方都嘗

試了，也沒有結果。

嘗試做試管嬰兒失敗

　　那就找西醫吧。西醫檢查

後說，王琦君的一條輸卵管黏

連，所以受孕率比別人少一

半；同時先生的精子數量也是

偏低，醫生建議做人工授精。

做了好幾次也沒有成功，他們

很失望也很沮喪。

　　過了一段時間，他們鼓起

勇氣，決定嘗試做試管嬰兒。

二十多年前做試管嬰兒是非常

昂貴的，將近一萬美金，但是

他們還是決定做了。

　　那時候醫師很明白地告訴

他們，做試管嬰兒的成功率是

很低的。但是他們總是不願放

棄任何機會。試管嬰兒的過程

其實是很複雜的，時間很長，

分成幾個階段。

　　在接受新唐人《細雨人

生》節目中，王琦君回憶道：

　　「第一個階段是采卵期，

女人正常情況下，一個月只排

出一個卵，而醫生希望我能夠

在一個月之內採集十顆卵，就

得靠藥物。我先生被訓練後，

每天在我的肚皮上打上一針催

卵針，而我每天服藥，弄得身

體很不舒服，心理壓力很大。

　　「那時候我們住在一個偏

遠的大學城裡，做試管嬰兒的

醫生離我們還有三個小時的車

程呢！為了做試管嬰兒，我們

開到醫生那兒得三個小時，往

返好幾次進行治療、檢查，那

個時候的心情是很焦慮的，想

想花了這麼一大筆錢，花了這

麼多時間，希望可以成功。

　　「一個月之後，他們在我

的身體裡面，成功地取出了十

顆卵，然後把它們放在培養皿

裡面授精，結果只有六顆成功

授精。

　　「第二個階段呢，就是把

這些受精卵移回我的卵巢，醫

生第一次移植了三顆受精卵，

這是必須半身麻醉的手術。手

術完了，心裡當然是很忐忑不

安，就好像以為自己是懷孕

了，每天走路很小心，不敢提

重物，可是過了三個星期之

後，月經還是來了。

　　「等恢復好情緒，就是等

了幾個月吧，醫師說，把剩下

的三顆受精卵再移入我的卵巢

裡。我們又去醫院，開車三個

多小時，抱著 後一線希望，

可是還是失敗了。那時候我們

精疲力竭，傷心絕望，非常受

挫。」

煉法輪功半年後懷孕

　　過了好多年，王琦君偶得

寶書《轉法輪》，并按法輪大法

真、善、忍的法理做好人。以

前王琦君腰痛，煉法輪功幾個

月之後腰不疼了，心情也比較

平靜，對於沒有懷上孕這個事

情慢慢地放淡了。

　　王琦君沒有想到，修煉法

輪功六個月之後，她竟然意外

地懷孕了！

　　王琦君說：「覺得很神奇

啊，想想一定是法輪功改變了

我的體質，我和先生歡天喜地

地期待孩子的來臨。那時候，

我已經是四十歲的高齡產婦

了。按一般人的說法，四十歲

本來很不容易懷孕，即使懷上

孕，整個懷孕過程會很辛苦。

可是我當時因為修煉了嘛，煉

了大法，對自己的身體很有信

心，所以整個懷孕過程非常順

利。不像很多高齡產婦，可能

會有一些不正常現象，或是有

些大大小小的毛病，我都沒

有。」

　　「醫生說，所有的檢查結

果是，我所有的指數都像二十

多歲的年輕婦女一樣，非常正

常，胎兒非常健康。到了後

來，我的生產過程也是自然順

產，非常順利。我心裡頭真是

很開心，我覺得是大法帶給我

心靈的平靜，帶給我身體的健

康。我很感謝大法改變我的體

質，我覺得，法輪功真的是太

神奇了！」

　　王琦君的兒子取名博恩，

他身體健康，多才多藝。每每

提起這段經歷，王琦君對大法

充滿感激。（資料及圖片來源：

新唐人《細雨人生》節目）

祛病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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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效率高達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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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調查：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顯著

	■文 : 遼寧大法弟子

　　二零二零年八月的一

天，我突然發現丈夫全身皮膚

顏色發黃，當時我以為是肝臟

出問題了，我們去醫院檢查，

結果是膽管堵了。我們立即去

了市大醫院再做檢查，結果還

是一樣。

　　大夫建議必須盡快手術

治療，以免膽汁擴散傷害五臟

六腑，手術難度大，因為會牽

涉到肝、膽、小腸、脾、胰腺

等部位。我們全家通過很大努

力，在北京 301 醫院請了個

專家做了手術，手術後確診為

膽管癌。

　　大夫說三個月後複查再

做化療，並說必須盡快化療，

因為這種病惡變很快。化療一

個療程後再複查，發現病情惡

化，腫瘤轉移到肝門上，已經

長到四公分大了。

　　全家人聽後都陷入極度

悲痛中。怎麼會發展這麼快

呢？而且是一邊化療一邊

長，僅兩個月就長了四公分。

大夫說不奇怪，這種病就是這

樣的，復發很快，有的人幾個

月、幾十天就沒了。（後來我

們家附近一個人也得了這個

病，送醫院二十五天就走了。）

　　大夫又重新研究了一個

治療方案，又開始化療。可這

一次把丈夫化倒了，臥床不

起，頭髮全都掉光了。吃飯、

上廁所的勁都沒有，全靠我護

理。

　　照這樣化療下去，人就完

了，怎麼辦？全家人商量後決

定：不化療了，憑天由命吧。

大夫不同意，並說了一些不化

療的可怕後果。我們還是決定

回家，不治了。

　　我準備和丈夫好好談一

次關於修煉法輪功的事，我

剛開口，丈夫就說：「我天天

都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

好』」。

　　我很吃驚，我修大法，他

是反對的，為了這個我們不知

打了多少仗，怎麼今天他主

動念起「法輪大法好」了呢？

他說他那時是害怕遭邪黨迫

害。這回上手術臺，他都在念

大法好。

　　我是一九九六年開始修

煉法輪大法的，當時全家人不

反對我學大法，婆婆學法後心

臟病都好了。迫害開始後，婆

婆害怕不煉了，結果心臟病又

復發了。

　　丈夫說他想看大法書，我

倆每天晚上學法，每天讀十

頁，都是他讀，他不讓我讀。

我跟丈夫說，你還得寫一個嚴

正聲明，把你以前對大法對師

父所說的不好的話、所做的不

好的事全部作廢，他同意了。

這樣我替他寫了一份鄭重聲

明，丈夫在上面認真簽了字，

我轉給同修發給了明慧網。

　　丈夫的身體一天比一天

好，他不但學法，每天還念九

字真言，跟前沒人時他出聲

念，有人時默默地念。

　　半年過去了，又該複查

了。我們去了醫院，大夫很

吃驚，他以為這個人已經不

在了。大夫給丈夫做了個全腹

CT，又做了加強 CT，奇蹟

出現了，腫瘤沒了。大夫都覺

得奇怪，一邊查看片子一邊自

言自語說，哪去了呢？現在的

醫學解釋不了。

　　今年夏天，丈夫又做了一

次檢查，和上次一樣，一切正

常。兩次檢查結果一樣。

丈夫的膽管癌好了
	■文 : 大陸大法弟子

　　去年我和媽媽去超市，出

來時看見一個中年婦女在那兒

講，這個疫情把她害慘了。她

說：「我背上三根肋骨都是骨

質增生，又是類風濕，封城這

兩個月把我痛慘了，平時還可

以去做按摩，貼膏藥什麼的，

稍微好一點。在這疫情期間，

按摩也沒有，藥也拿不到，簡

直痛死我了。」

　　聽到後，我們就過去給她

講真相、勸三退，並告訴她誠

念大法九字真言，會得福報。

她說沒有入黨，只入過團、

隊，並同意退團退隊，誠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第三天我和媽媽出去，又

見到這位婦女，她非常激動地

對我們說：「謝謝你們救了我，

我回去一念就好了。」

　　她說，她的大女兒和女婿

都有骨質增生，她叫他們也誠

念九字真言，大女兒不信，說

哪有那麼靈？她就對女兒說：

「你看我昨天痛得腰都直不起

來，今天這麼精神，你是我女

兒，我還騙你嗎？這是真的

呀。」

　　我又送了她 U 盤和一些真

相資料，讓她給女兒看。她非

常激動，再三說謝謝。

骨質增生患者：

九字真言真靈

十八年不孕 四十歲終產子
	■（左圖）

法輪功學員

王琦君，美

國 高 中 教

師。

	■（ 中 下

圖）王琦君

和新出生的

兒子。

	■（下 圖）

法輪功學員

王琦君的兒

子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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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河北大法弟子

　　河北省武安市武安鎮南關

街是武安市的主要商業街，街

道資產眾多，收入巨大，資金

支配不受約束，又有宅基地劃

分權，街道書記成了給個市長

都不換的位置。

　　二零零一年，武安鎮多位

村民到北京上訪，控告南關街

時任書記趙寅時貪污、倒賣集

體資產等罪行。趙寅時因此幾

次遭各級紀委和檢察機關調

查，為擺平告狀，花費了巨款。

　　趙寅時二兒子原來在武

安市文化局工作，因包養「小

三」與原配離了婚。趙的二兒

子與「小三」因毆打了本地某

勢力家族人員的兒媳而遭尋

仇，倆人於是搬到國外居住。

至二零二零年趙寅時死亡時，

他的二兒子也沒敢回來。

　　趙寅時的三兒子原來在武

安市委工作，娶了電視臺主播

為妻，五十多歲時因為婚姻生

氣，心梗猝死。趙寅時落得個

家散人亡。

　　二零二零年春天，新冠疫

情期間，趙寅時患病死亡，墳

墓選址在活水村的半山上。由

於路滑不好走，需要繞道活水

村內。

　　聽說貪官的棺材要從自家

胡同裡走，村民認為這事不吉

利，於是，就掏來大糞往棺材

上潑，阻止靈柩從村內走。參

與埋葬者有的身上都被潑了大

糞。風水先生說，死後遭潑大

糞是對亡靈 大的侮辱。

　　趙寅時究竟做了什麼事情

給自己和家人帶來了這樣的厄

運？

　　二零零一年過年期間，時

任南關街原書記的趙寅時，在

武安市六一零的指使下，把本

街道十多名法輪功學員非法拘

禁，還污蔑法輪功是「× 教」

（註：法輪功教導真、善、忍，

叫人修心向善，中共講假、

惡、鬥，是真正的邪教）。

　　趙寅時在擔任街道書記期

間，多次協助武安市六一零人

員參與「轉化」迫害法輪功學

員。

　　種什麼因，結什麼果。迫

害大法的罪極其深重，除了人

世間的償還，死後地獄裡還要

受嚴刑。

　　不管信還是不信，事情都

在那擺著呢！

善惡因果

　　（明慧網通訊員報導）「英

雄刑警」、「優秀公務員」，這

是中共給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刑

警趙安良、派出所教導員 春

的「 」。趙安良後來被

執法對像用木棒打中頭部，歷

經十年的治療，於今年八月去

世；正 年的 春 今年突

發心臟病死亡。有人說，中共

給他們的「 」，實 上是

一張催命符。

「 刑警」 運

　　趙安良是黑龍江七臺河市

的刑警，二零一二年十月被執

法對像用木棒 中頭部，造成

骨 性骨折、 內大量出

血；在北京治療八年多後轉回

七臺河 續住院治療；二零

二二年八月二日因醫治無效死

亡，終年四十三歲。

　　趙安良一九九九年九月從

黑龍江省警察學 畢業後，曾

任七臺河市公安局新興公安分

局刑 大隊 查員、 山公安

分局 術大隊民警、刑 大隊

副大隊長、教導員、四級高級

警長。他還是黑龍江省公安廳

首批刑 測謊專家。

　　趙安良屬於 術警察。「公

安局 術 查人員」， 然很

少在明慧網惡人名單上出現，

但他們被邪惡 控著，背地裡

做了很多 事。 其是對法輪

功學員的手機、電話、網 進

行監控，包括所有的語音和攝

像頭都是這個部門在參與，

至直接幹 事；各地流離失所

的法輪功學員被綁架，都是這

些 術 查人員監控到的，然

後把信息轉交給各派出所直接

綁架人。

　　據明慧網《中共酷刑

法輪功學員調查報告 (1)》

光，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

日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至二零

一二年四月，七臺河市就有 20

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趙安良作為 術警察，

邪黨給予他很多所 的「

」，如什麼「英雄刑警」，

他還多次所 「立功受 」。

這其中，趙安良為中共賣命，

參與迫害了多少無 的法輪功

學員，他自己 清 。

「 員」 年

　　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一日八

時許，遼寧省北 市公安局

古營派出所教導員 春 ，在

遼寧省 源市 子執 期

間，突發心臟疾病，送醫搶救

無效死亡，終年四十七歲。

　　 春 ，男，一九七五

年十二月出生，中共黨員。

一九九八年二月參加公安工

作，歷任北 市公安局 家

鄉派出所、白石派出所民

警、東官派出所副所長、臺吉

鎮派出所教導員、 古營派出

所教導員。 春 因參與綁架

迫害法輪功學員得到中共當局

重用，曾多次被中共 為北

市「優秀公務員」。

　　據明慧網 光， 春 參

與了對遼寧省北 法輪功學員

程向 的綁架。二零一三年四

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 ，遼

寧省北 市公安局、 家

鄉派出所所長 、指導員

敬 、警察李 、 玉

書、 春 ，在 家 鄉

西臺吉村村治保主任 全帶

領下，闖進程向 的家非法抄

家，並將程向 綁架到北 市

拘留所迫害。

　　多行不義必自 ，參與迫

害法輪功的惡人，誰也 脫不

了「天理」的懲罰。

　　人在做，天在看。法網在

收。希望曾經參與迫害法輪大

法的中共各級官員停止迫害，

抓 時機，將功補過。

中共給的「榮譽」是催命符

	■文 : 重生（山東大法弟
子）　

　　弟媳今年五十四歲，為人

淳樸厚道，明白真相，敬重大

法。我每次回老家，她都會要

一些真相資料、大法護身符，

真相臺歷。

　　她說：「二嫂，你回家就

多帶一些回來，我幫你發。這

可是好東西，誰看了都有好

處。俺一家都喜歡看真相小冊

子，都戴著護身符，所以幹啥

都順。」

　　我每年都回家一兩次，每

次回家都帶很多真相資料，發

不完的就放在弟媳家裡，弟媳

就發給她的一些親戚朋友。

　　有一次，我帶的一些真相

黏貼沒貼完。弟媳說：「你放

家裡吧，我會貼出去的。」

我囑咐她要貼在平滑的電線桿

上，將咱村東、西、南、北村

頭路邊的電線桿上都貼上。

讓咱村的人都能看到「真善忍

好，法輪大法好」。

　　等下一次我回家，剛走到

村頭就看到了弟媳貼的真相黏

貼，大大的、醒目的「法輪大

法好」、「真善忍好」！

　　我家是一個大家族，弟媳

家有喜事，我一定會到場。每

次都帶很多法輪功真相小冊

子、大法護身符、真相光盤等

資料。我們大家族一百多人都

了解真相，家家都有真相小冊

子和護身符，曾經加入過中共

黨、團、隊的都做了三退。

　　要說能讓這一大家族中的

人都明真相得到大法保護，弟

媳的貢獻很多。弟媳跟大家族

的人關係都很溶洽，人人都誇

弟媳是一個善良的人。這二十

多年來，弟媳家的日子過得也

很順，親戚街坊都羨慕弟媳一

家人。

　　回頭想想，在我學大法

前，弟弟家裡的日子過得很辛

苦。弟媳身體上小毛病不斷。

自從我學了大法，弟媳明白了

真相，農閒時經常看我送給她

的《轉法輪》。

　　特別是弟媳開始發真相資

料、傳播真相後，她家的日子

開始出現了奇蹟：每年的收成

都是 好的，一樣的水果，她

家每年都能賣上好價錢。二十

年來，家裡蓋上了新房；兒子

和女兒都有了自己的小工廠，

每年的收入都挺好；兩個孩子

還都在縣城裡買了樓房，兒子

還娶了個遠近聞名的 孝順的

媳婦。

　　村裡人都說我弟媳家太幸

運了，娶的媳婦是村裡 好

的、 孝順的女孩子，弟媳是

我們村裡「 有福份的人」。

　　二零一七年正月的一天，

弟媳騎電動車匆匆忙忙過馬

路，被一輛汽車撞上了，她當

時不省人事，被好心人送到了

市區醫院。醒來後，醫生告訴

她，她的臉頰骨斷了。弟媳

沒做手術，一直默念「真善忍

好，法輪大法好」，不長時間

臉頰骨恢復原樣，沒留下任何

隱患。

　　年前我回老家，弟媳讓我

幫忙，把她家得福報的事寫出

來，投到明慧網上，表達她的

心意——感謝大法！謝謝大法

師父！

「村裡最有福分的人」

街道書記死後為何遭眾人潑糞

	■文：小芳（遼寧）

　　二零零六年，瀋陽市

蘇家屯有一個人，被瀋陽

市人民醫院確診患喉癌，

已經到了快說不出話的時

候。

　　有一天，蘇家屯專門

迫害法輪功的「六一零」

非法組織的主要頭目帶領

一夥人進了這個患者家，

威逼利誘這個患喉癌的人

冒充法輪功學員，否認

蘇家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

官，還讓他做現場採訪。

如果他同意這麼配合，就

給他三千元錢治病。

　　就在病人百般無奈的

時候，病人的妻子回來

了，進家門一看是這麼一

回事，就生氣地說：「一個

得癌症連話都說不來的病

人，還要接受採訪、作假

證，這讓世人知道了，你

們怎麼去解釋？你們的事

世人都知道了，還要讓人

怎麼說；做沒做，你們還

不知道真相？！」 

　　這夥人一聽這番話，

慌忙走了。

　　神奇的是，三個月

後，這位喉癌患者再去醫

院檢查時，醫生告訴他癌

症沒有了！只是一個小小

炎症而導致喉嚨聲帶一時

失去了發聲功能，現在好

了，能說話了。

   病人不相信這是真

的，但他確實能說出話

了。現在，他逢人就說，

法輪大法就是好！

拒做偽證

喉癌消失

		■■黑龍江七臺河市黑龍江七臺河市

刑警趙安良。刑警趙安良。

	■繪 畫：

傳 真 相。

作 者： 大

陸 東 北 大

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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