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之窗

　　（明慧網訊）「人們在華沙

市內穿行，有音樂、橫幅及腰

鼓，告訴大家在中國發生的關

於法輪大法被迫害的信息。橫

幅上的訊息非常清楚明瞭，讓

人容易理解。」路人格魯切克

（Karolina Gruczek）表示。

　　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來

自歐洲三十五個國家的逾千名

法輪功學員走上華沙街頭。

　　由天國樂團嘹亮的樂聲領

隊，後面的學員隨著優美音樂

展示功法，然後是身著各國傳

統服裝、打著母語橫幅的各地

學員。

　　遊行方陣中，揭露中共迫

害罪行的大幅展板領著白衣女

士們，肅穆悼念著二十三年來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無數法輪功

學員。在隊伍尾部是威風凜

凜的舞龍隊和精神抖擻的舞獅

隊，還有壓陣的腰鼓隊。華沙

街頭的眾多路人紛紛掏出手機

記錄這特別場景。

民眾：遊行正氣十足

聞中共迫害 深感痛心

　　「遊行中傳遞的關於法輪

功學員在中國遭到迫害的訊息

讓我深感痛心，這應該徹底被

制止，應該受到譴責。」在私

企工作的格魯切克說。

   擁有自己的藝術推廣公司

的 克 留 奇 科 夫（Vyacheslav 

Kriuchkov） 認 為：「遊 行 非

常漂亮、平和，傳遞的信息很

清楚，正氣十足。」「如果有

很多人了解在中國發生的對法

輪功學員的迫害，那會結束迫

害。」

　　隊伍經過華沙大學校門

口時，歷史系教授米盧斯卡

（Martyna Milewska）注意到

了浩大隊伍中的「真、善、

忍」橫幅。她說：「在當下的

困難時期，善尤為重要，沒有

善，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會很

難。」  她非常清楚中共迫害

是為了控制，並欣然簽名支持

說：「簽名的人越多，會有更

大的影響，更容易實現目標。」

　　在遊行的終點，斯克沃多

夫斯卡（Gabriela &  Andrzej 

Sklodowska）夫婦和學員交談

了很久，他們感動於學員從各

地前來傳遞訊息：「我們應該

手牽手共同前行，讓世界變得

更美好。」

「集會現場充滿強大祥

和能量 能摧毀邪惡」

　　遊行前一天下午五點半，

中共駐華沙使館大門外，穿著

黃色 T 恤的法輪功學員陸續

聚集。一九九七年夏天，中共

前黨魁江澤民下令在三個月之

內消滅法輪功，從那時起，法

輪功學員開始了和平反迫害；

二十三年過去了，世界上越來

越多善良民眾認清了中共的邪

惡和醜陋。

　　亞修（Jas）是一位藝術歷

史學者。十五年前在互聯網上

偶然讀到法輪功信息，就開始

閱讀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的主要著作《轉法輪》。當他開

始看書時，他就再也放不下這

本書了。「我被書裏展示的內

容吸引。書上的每一段內容都

那麼吸引人。」他說，「修煉讓

我改變了對人的態度。過去我

總是試著要理解和寬容別人，

但現在我明白了理解和寬容待

人的深層含義。我學會了以同

樣的心態對待每一個人。」

　　「感到這裏充滿了強大祥

和的能量。」來自西班牙的學

員胡安娜（Juana）參加活動，

除了聲援中國的法輪功學員，

也「想要將法輪大法的純淨美

好展現給世人」。她認為：「純

淨美好本身就是一種力量，能

摧毀邪惡。」

	■文 : 美國法輪功學員　

　　 從 二 零 二 二 年 八 月

十一日的首次社區日到八

月二十七日，賓州參議員

塔 塔 格 利 昂（Christine 

Tartaglione）在三週內連續

四次在費城四個公園舉辦社

區活動日，當地法輪功學員也

四次應邀參與，與當地居民

互動。不少家長帶著孩子現

場學煉法輪功；很多人在徵

簽表上簽字，譴責中共迫害

法輪功學員的非人道罪惡，

甚至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的 社

區 日 是 在 費 城 布 里 茲 堡

（Bridesburg）公園和娛樂中

心舉辦。據法輪功學員桑托

仕（Santosh） 介 紹， 活 動

一開始就有一位名叫索科羅

（Socorro）的女士來到法輪

功展位，聽了介紹後就開始

學煉功法，她當場學了第一

套動功功法和第五套打坐功

法。她說她感到非常放鬆、

平和，有強大的能量通過她

的身體。她還覺得自己正在

排除身體裏所有不好的和不

純淨的東西。索科羅說她一

直都對打坐很感興趣，很高

興當天能有機會學煉法輪功。

　　參議員塔塔格利昂的

辦 公 室 主 任 卡 門 ﹒ 索 薩

（Carmen Sousa）現場感謝法

輪功學員把法輪大法的美好

傳遞給社區。她說：「要是孩

子們從小就學法輪大法，按

真、善、忍做個好孩子該有

多好。現在社會上的暴力實

在太多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費城

威斯諾明（Wissinoming）公

園和娛樂中心舉辦了第四次

社區日，吸引了很多家長帶

孩子來參加。

   在活動結束時，參議員塔

塔格利昂特別感謝法輪功學

員一連四次都來參加她的社

區活動，她說：「我認為大家

在你們的徵簽表上簽名是極

其重要的，這樣人們就能知

道共產黨正在對中國人民做

了甚麼，它是不合情理的，

是不人道的。」她在首次社區

日上就已經簽名支持。

　　來參加活動的賓州眾議

員道金斯（Jason Dawkins）

也在徵簽表上簽名支持法輪

功學員反迫害。

35國法輪功學員華沙集會傳真相

賓州參議員四次舉辦社區日 居民學煉法輪功

	■文 : 印度法輪功學員

　　二零二二年八月五日，法

輪功學員巴拉蒂（Bharati）造

訪印度南部的小學，教孩子們

煉功，學生們非常喜歡，希望

她每天都來。老師們請她每個

星期六來教功。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她

到學校時，孩子們熱切地迎接

她，當他們用當地的卡納達語

說「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時，她很感動。

　　巴拉蒂很高興看到孩子們

學得這麼好，他們煉完了所有

的動功和打坐。打坐的時候，

有的孩子調皮搗蛋，她把他們

叫到她坐的講台上，他們也靜

下心來打坐。

　　孩子們不希望課程結束，

他們要求巴拉蒂每天都來。老

師告訴巴拉蒂，他們將在九月

份組織年度體育賽事和其它活

動，請她十月份來教功。

　　巴拉蒂讓孩子們念「法輪

大法好，真善忍好」。孩子們

大聲地重複著，在她離開的時

候仍然可以聽到孩子們念「真

善忍好」九字真言的聲音。  

印度小學生

喜歡學煉法輪功

	■民眾現場學煉法輪大法第五套功法：	《神通加持法》。

　　（明慧新西蘭記者站報

導） 陶朗加（Tarunga）位於

新西蘭北島東北海岸，面臨

太平洋，風景優美，氣候宜

人。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日

星期六，新西蘭法輪功學員

在這裏舉行了遊行、集會、

煉功以及講真相等活動。他

們傳遞的真、善、忍理念得

到了當地民眾的讚賞。當了

解到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輪功

學員，人們都紛紛譴責中共

的極權統治。

　　一位觀看遊行的年輕女

士主動上來打聽：甚麼地方

能夠學習法輪功？因為她閱

讀了法輪功的單張後，十分

感興趣。她說：「我現在正

在自學氣功。當我打坐時，

我能體會我與地球萬物的聯

繫，我能感受祥和平靜。我

很希望通過修煉，能給身邊

的人帶去好的能量。我平時

都是一個人練，所以我特別

希望學法輪功，並能加入你

們。」

　　布萊恩﹒ 庫茨（Brian 

Coutts）是一位退休教師。他

和他的妻子雪莉（Shirley）

都非常喜歡打坐，他說：「打

坐可以撫慰心靈，讓人平靜

下來，如果一個人經常打坐，

他就會約束自己，不會做不

好的事。因為打坐對人身心

都有益，使人變得更好，更

加為他人著想，各方面都會

提升。真、善、忍理念非常

重要，新西蘭所有學校都應

該教導學生這樣的價值觀，

現在許多家長都過於依賴老

師，所以，學校就有責任普

及這樣的價值觀。」

　　伯特﹒亨克爾曼（Bert 

Henkelman）已年過八旬。

法輪功學員們祥和的煉功場

面，從內心深處強烈地觸動

了他。他流著淚說：「我能感

受到那分寧靜（Tranquility）

與平和（Peacefulness），因

為中國的文化有上千年的歷

史，充滿智慧。雖然我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壞事在發生，

中國也是，但是法輪功的傳

出可以說是一個來源於中

國，但對世界都具有正面意

義的事情。因為他源自於古

老的修煉文化，這也是我很

想學習和追尋的。我十分感

恩這種平和，能找到內心真

正的平和是最不容易的事。」

新西蘭民眾：真善忍理念非常重要

	■（左 下 圖）

法輪功學員來

到華沙中領館

前和平請願，

呼籲制止迫害。

	■（左 圖） 九

月九日，來自

歐洲 35 個國家

的部分法輪功

學員聚集波蘭

首都華沙，通

過遊行告訴民

眾法輪大法好。

	■（右 下 圖）

聲勢浩大的遊

行隊伍由天國

樂團打頭陣。

	■學生們在學煉法輪功第五套

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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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事實

　　（明慧網通訊員綜合報

導）根據明慧網消息統計，中

秋節前夕的八月份又獲知 18

名法輪功學員在迫害中離世。

其中四川省 4 人，河北省、河

南省各 3 人，遼寧省 2 人，湖

南省、吉林省、江蘇省、陝西

省、重慶市、雲南省各 1 人。

今年一至八月份共獲知 118 名

法輪功學員被中共迫害致死，

4532 名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和騷

擾，479 名法輪功學員被非法

判刑。

　　從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

迫害發生後迄今，根據傳到海

外名單的不完全統計，截止到

二零二二年八月，在中國被迫

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有 4832

人。以下是今年八月獲知的部

分迫害致死案例。

楊智雄被迫害離世  
死不瞑目

　　河北保定市雄縣法輪功學

員、原河北《法制日報》社記者

楊智雄三次被非法判刑，共計

13 年半，於今年八月十日晚上

八點四十六分在河北唐山協和

醫院重病監護室離世，死不瞑

目。離世時人瘦得皮包骨，眼

睛睜得大大的。

　　因堅持修煉法輪大法，楊

智雄二零零三年六月被中共綁

架、非法判刑四年。他的妻子

祁葒瑾被非法勞教兩年。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雄縣

中共法院對楊智雄枉判三年，

在唐山冀東監獄遭受迫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楊智

雄又被非法判刑六年半，被非

法關押在冀東分局第五監獄。

　　今年七月，家屬接到監獄

的電話，說楊智雄病重，住進

唐山協和醫院重症監護室，讓

家屬去看。家屬見到楊智雄

時，他的身體非常消瘦，身上

戴著手銬、腳鐐，插著各種管

子。醫生說：「楊智雄被診斷

為骨髓瘤，身體狀況不太好，

不敢對其化療，只能給其輸血

及蛋白，讓其恢復一些後，再

進行化療。」

　　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從

一個健康、開朗的壯漢，被迫

害得虛弱、多病到倒下直至死

去，不知楊智雄在唐山冀東監

獄遭受了怎樣的折磨和虐待。

尹國誌被瀋陽第一監獄

迫害致死 遺容悲慘

　　遼寧省建平縣法輪功學員

尹國誌，二零一九年遭中共警

察綁架，後被誣判十年，今年

五月二十二日在瀋陽第一監獄

被迫害致死，一個月後家人獲

准去認屍，看到尹國誌的遺體

瘦骨嶙峋，遺容悲慘，齜牙瞪

眼，眼睛鼓著。

　　尹國誌的家人曾兩次去瀋

陽第一監獄探視，都被獄方以

疫情為由不許探視。尹國誌也

一直沒有與家人通過電話。

　　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凌晨，

尹國誌的家人接到瀋陽第一監

獄的電話，告知尹國誌剛剛去

世，但未告知死因。當天，家

人開車去監獄，途中接到監獄

的電話，告知因疫情原因不能

來驗屍。家人只得返回。

　　六月二十二日，家人獲準

可以去認屍。獄警帶幾位家人

去停屍房，家人看到尹國誌遺

體穿著整齊。這時有人提醒說

看看身體有沒有傷，於是尹國

誌的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就掀

開蓋在遺體上的布，結果嚇了

一跳：只見尹國誌瘦骨嶙峋，

遺容悲慘，呈齜牙瞪眼狀，眼

睛鼓著……獄方讓家屬立即火

化遺體。火化費用獄方全額支

付。家人當天將尹國誌的骨灰

帶回戶籍所在地。

　　尹國誌的妻子付景華，

遭受七年冤獄後，被迫流離

失所，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在淒涼的租住房中含

冤離世。

李國勳遭綁架第二天 
被迫害致死

　　今年七月十八日，河南周

口市法輪功學員李國勳被周口

經濟開發區公安分局警察入室

綁架，十九日被死於非法關押

中，情況待查。

　　李國勳，男，70 歲，當

過兵，身體健康，退休之前在

周口市電業局工作，人事科科

長。他修煉法輪大法後，為官

清正，謙卑和氣，以行善事為

樂，口碑很好。

　　今年七月十八日十一點

多，周口市經濟開發區公安分

局八、九個警察直接闖入李國

勳家中，沒有出示任何手續，

聲稱二十大維穩，有人舉報說

你們發法輪功資料了，然後就

開始非法抄家。這夥人搶走法

輪功書籍，電腦、手機、還有

四輪電動車等，還把李國勳、

于秀英夫婦綁架到公安分局。

　　第二天晚上，公安釋放了

于秀英。于秀英回家後才知

道，丈夫李國勳已去世。公安

分局的人聲稱，李國勳的死因

是「突發性腦溢血」。于秀英

說：「不可能，修煉二十多年

我們就沒有過病。為什麼綁架

走一夜人就死？他們也沒讓

我見丈夫最後一面，直接火

化。」李國勳的死因待查。

牛學東冤死獄中  
生前長期挨餓

　　陝西銅川市法輪功學員牛

學東在渭南監獄遭毒打，精神

失常，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被

迫害致死。詳情待查。

　　牛學東因為堅持信仰，拒

絕所謂轉化，被重刑犯王凱在

十冬寒天拖到雪地裡，用棍棒

暴打一百多下。當時牛學東身

上只穿著單薄的秋衣。牛學東

從此失去了意識，不認識人，

大小便在褲子裡也不知道，監

舍的號長經常不給他飯吃。

　　牛學東長時間處於飢餓狀

態，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吃午飯

時，他得了兩個熱饅頭，吃過

後噎得不能呼吸，含冤離世。

張國友依法控告江澤民 
被冤判三年離世

　　遼寧省撫順市新賓縣法輪

功學員張國友，二零一五年六

月因郵寄控告迫害法輪功的元

凶江澤民的控告信，被中共法

院非法判刑三年，在吉林省公

主嶺監獄遭受迫害。二零一九

年出獄時，張國友全身浮腫、

呼吸困難、心衰，於今年八月

五日含冤離世，終年 76 歲。

劉思清曾被遊街侮辱  
在迫害中離世

　　四川南充市法輪功學員劉

思清，曾經兩次被中共非法勞

教。去年她又被非法判刑四

年，在四川省女子監獄遭受迫

害，一度命危。她於今年五月

四日含冤離世，年僅 59 歲。

　　在高坪看守所，劉思清被

強行脫光衣服搜身，還被捆綁

到縣招待所大壩場開宣判會，

掛上牌、捆綁著在主要街道遊

街侮辱，把她和法輪功學員的

雙腳用粗鐵鏈，腳銬銬在一起。

吳廣成遭十四年半牢獄 
出獄不久離世

　　雲南昆明市法輪功學員吳

廣成因為修煉法輪功，兩次被

非法勞教共 3 年，兩次被非法

判刑共 11 年半，合計遭非法關

押迫害 14 年半。今年四月六

日出獄時，吳廣成身體衰弱，

於七月二十七日含冤去世，終

年 6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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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人生脫胎

換骨的轉變。他因為堅持真、

善、忍信仰，曾經兩次被非法

勞教，兩次被非法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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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指使犯人

把他的衣服扒光，用冷水澆；

夏天，指使犯人用棉被裹在他

身上；警察還將吃剩的饅頭，

用腳踩後強逼他吞嚥。吳廣成

還被警察張勇打耳光，打得右

耳鼓膜穿孔。

　　二零一二年吳廣成出獄

後，為了避開國保警察騷擾，

與妻兒移居到昆明。吳廣成的

妻子王德平，也因堅持修煉法

輪功，兩次被非法勞教累計 5

年。他們的兒子因為父母被非

法關押，受到驚嚇，導致精神

失常，無法工作。

　　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吳

廣成因為講真相、發真相資料

時被中共警察綁架、非法抄

家、關押構陷，同年十一月，

再次被非法判刑 5 年。吳廣

成在雲南省第一監獄遭殘酷迫

害，今年四月六日出獄時身體

非常衰弱，一直沒有恢復，於

七月二十七日含冤去世。

結語

　　面對中共的殘酷迫害，法

輪功修煉者在承受著巨大苦難

的同時，始終以美好、和平的

方式在人間傳播著真相，呼喚

正義與良知，幫助人們從謊言

矇騙中清醒過來，認清了中共

的邪惡本質。

　　因信仰真、善、忍被迫害

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雖然他們

離開了人間，但是他們的精神

光耀千古。 23 年來，法輪大

法修煉人以堅韌不屈的精神、

大善大忍的胸懷，重塑人類道

德豐碑，為人類的未來帶來光

明與希望。

　　（明慧網通訊員廣東報

導）廣州市法輪功學員馬民

慶和母親王雪禎，去年分別被

海珠區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六個

月、四年，目前都被劫持到監

獄迫害。馬民慶的妻子身患重

病，失去照顧，今年八月淒苦

離世。　 　 

　　馬民慶畢業於華南農業大

學生物化學專業，現年五十三

歲。因為堅持真、善、忍信

仰，馬民慶屢遭中共迫害。二

零零一年，馬明慶與妻子鄭潔

兒被迫流離失所、有家不能

歸。二零零六年七月，鄭潔兒

被中共非法勞教；同年十月馬

民慶遭中共綁架，後被非法判

刑七年，在廣東省四會監獄遭

受迫害。冤獄結束後，他失去

了工作，靠幫人送貨維持一家

人的生活。

　　二零一九年四月，廣州地

鐵西塱站出現真相WIFI信號，

同年七月九日、十日廣州市公

安局公共交通分局偵查二大隊

綁架了九名法輪功學員，其中

包括馬民慶和他的母親王雪

禎。去年十二月，馬民慶又被

非法判刑七年六個月，還被勒

索罰金一萬元。上訴後，今年

六月十三日，廣州市中級法院

非法維持冤判。今年八月，馬

民慶被劫入廣東省北江監獄。

　　馬民慶的妻子鄭潔兒曾修

煉過法輪功，二零零六年被中

共非法勞教。從廣州槎頭女子

勞教所回來後，鄭潔兒放棄了

修煉。二零一九年七月，丈夫

和婆婆同時遭中共綁架，已患

上了乳腺癌的鄭潔兒失去親人

照顧，於今年八月前後淒苦離

世。目前家中只有一個還在上

學的女兒獨自生活，孤苦無依。

78歲王雪禎被迫害致殘 
還在坐冤獄

　　王雪禎現年七十八歲，去

年被海珠區法院非法判刑四

年，勒索罰金五千元。上訴

後，廣州市中級法院非法維持

冤判。她被劫持到廣東省女子

監獄。

　　在海珠區看守所非法關押

期間，自二零二零年六月份開

始，王雪禎腰部劇烈疼痛，行

動困難，嚴重時只能爬行。二

零二零年十月開始，王雪禎完

全無法站立。律師會見時，王

雪禎只能坐著輪椅，被人推著

出來。在被迫害致殘的情況

下，王雪禎仍被劫入廣東省女

子監獄，導致病情加重。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家屬

收到廣東省女子監獄病情告知

書，經監獄醫院診斷，王雪禎

患有：1、高血壓（三級）；2、

胸十二椎體及腰一、二椎體陳

舊性壓縮骨病；3、腰椎退行

性骨關節病。目前她仍被非法

關押在廣東省女子監獄。

　　馬民慶一家人的遭遇，是

廣州市政法系統跟隨中共迫害

政策犯下的又一宗反人類罪

行。

廣州馬民慶和母親坐冤獄 妻子淒苦離世

八月又獲悉18名修煉人被迫害離世

	■楊智雄因堅持信仰，生前三

次被中共冤判，共計 13 年半。

	■法輪功學員馬民慶因信仰兩

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共計 14
年半。目前他在廣東省北江監

獄遭受迫害。

	■馬民慶的母親、現年 78 歲

的法輪功學員王雪禎去年被冤

判四年，已經被迫害致殘。

	■吳廣成因為修煉法輪功，生

前兩次被中共非法勞教，兩次

被非法判刑，合計遭 14 年半

冤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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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報導）年輕美麗

的黃施飛（Huynh Thi Bay）

是澳大利亞悉尼的一名越南裔

女子。她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是兩個寶寶的媽媽。現在的她

看上去很健康。

　　可誰也想不到，二零二零

年八月的一天，她被醫生診斷

出患有胃癌。

　　那天回家後，她沮喪地對

丈夫說：「醫生診斷我患有胃

癌，若有不測，你要照顧好兩

個孩子。」

　　修煉法輪大法剛滿一個月

的丈夫淡定地鼓勵她說：「你

會沒事的，嘗試修煉法輪功

吧。」

　　黃施飛說：「那天晚上，

我嘗試著煉了法輪大法五套功

法，我的頭痛消失了，同時感

到身體輕盈，心情舒暢。」 

　　黃施飛覺得法輪大法非常

好，決定修煉大法。第二天早

上，她設定了凌晨五點煉功的

時間表。

　　由於兩個孩子還幼小，黃

施飛有時不能保證每天的學法

煉功，她就會感到沒有安全

感；「當我修煉精進時，每天

保證學法煉功，我就會感到精

力充沛」。　

　　走進大法修煉，黃施飛感

到自己很幸運。她感恩地說：

「在我得法一個月時，有一次

煉第二套功法時，突然我的眼

淚奪眶而出。在我的心目中，

師父是如此受人尊敬，為我和

眾生承受了許多苦難！」

　　 「我閱讀《轉法輪》後，從

中悟到很多東西，我明白了作

為一個修煉人，必須修心性。

過去我常常對丈夫生氣或對他

不好，現在我作為一個真正的

大法修煉者，我必須按『真、

善、忍』的標準修自己，修去

所有的不良習慣。儘管我不能

一下就全部做到，但我會一直

提醒自己，慢慢地修好自己。

現在，有人對我不好時，我不

再感到生氣。」 黃施飛說。

尼姑患胃癌 煉功痊癒

　　另一名越南女子阮黃鴛

（Nguyen Hoang Uyen， 音

譯），二十六歲就剃度出家。

在她正式成為尼姑的一年後，

卻罹患胃癌。她的身體越來越

虛弱，起身、走路都非常痛

苦，最後不得不回家治療。

　　好友陪著她四處尋醫問

藥，找遍各大名醫和氣功師，

均藥石罔效。她雖不怕死亡，

卻不忍拋下父母死去。絕望之

際，一位朋友推薦她修煉法輪

功，要她去公園找其他法輪功

修煉者。

　　由於阮黃鴛練過氣功，沒

什麼效果，所以她起初有點排

斥。可是在朋友誠摯的介紹

下，她決定試一試，於是就借

住在朋友家，每天到公園學

煉。第一次煉法輪功時，阮黃

鴛就感到一股溫暖的能量通貫

全身，非常舒服美妙。

　　就這樣，她修煉了六個

月，不再服用任何藥物，病症

徹底痊癒了。她提及自己最後

一次疼痛時，發生了一件奇妙

的事：「我的主元神離體了大

概兩分鐘。元神回到身體後，

我睡了四個小時，從此之後就

沒有疼痛了。」

　　阮黃鴛康復之後，決定離

開寺院還俗，她以教英語維

生。她說，法輪大法屬佛家修

煉法門，鼓勵修煉者在複雜的

世俗環境中提高境界，可以工

作，也可以有家庭。她說，法

輪功就是她一直在尋找的真正

修煉之道，讀《轉法輪》令她豁

然開朗，以前不解的人生、業

力、修煉等問題，書中都有清

晰簡明的解釋。

　　阮黃鴛有個出家三十年的

姨媽曾勸她回寺院去，但阮黃

鴛以前寺院的住持告訴她的姨

媽：「別找她了，她現在走在

正路上。」

祛病健身

　　我叫張國清，河北保定滿

城縣南韓村鎮大固店村退休教

師，曾多病纏身，更嚴重的是

家族肝炎病，弟兄五人，四人

相繼去世，三人死在肝炎上。

一九九三年初，我也被確診為

嚴重乙肝：肚子脹、吃不了

飯、人越來越瘦、行走無力，

直到成了「炕貼」。身上多處

長褥瘡，說話費勁，睜眼困

難，只有呼吸還不費勁。全村

人都知道我快死了。

　　垂危之際，一位親戚向我

介紹法輪功，幫我請了兩本法

輪功書籍及師父講法錄音帶。

因虛弱看不了書，我只能聽講

法錄音，聽著感覺特別好，明

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情，

感覺自己沒白來世上，死了都

不遺憾。

　　我白天聽晚上聽，不知不

覺吃東西香了，能看點書了，

慢慢竟能坐起來，後來能下地

站一會兒，漸漸能做幾個簡單

的動作，感覺身上有勁了。這

個過程也就一個月左右。我

想，光聽錄音、看書就能好

病，太神奇了，就一心想找煉

功點。

　　一九九九年正月初三早

上，我在家人攙扶下來到煉功

點，穿著皮襖，戴著毛帽，臉

又黑又瘦又黃，煉功人見到都

覺得我很嚇人。我身體很虛

弱，只好扶著凳子看別人煉。

晚上家人攙著去學法，從此，

正式走入大法的修煉行列。

　　老伴天天陪我去，跟著學

法煉功，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煉

行列。正式修煉十二天後，正

月十五，我就和其他法輪功學

員一起去弘揚大法，圍觀的人

群中，一個小孩說：「你看這

老頭，那時候快死了，現在又

煉功了。」

　　法輪大法真真切切地給了

我第二次生命，煉功時間不

長，我就像換了個人：臉色變

紅潤了，吃飯香多了，能幹些

零碎活兒了，李大師對我有救

命之恩！

　　一晃，我修煉法輪大法已

經近三十年了，煉功以後我的

身體一直都很好。一個多年不

見的老同事見到我之後，驚訝

地圍著我轉圈，一邊看一邊讚

不絕口地說：「你的身體真好

啊！」我幸福地告訴他：「這都

是因為我修煉法輪大法的緣故

啊。」

家族肝炎病 兄妹五人就我還活著

	■文：草兒 （中國大陸）

　　 二 零 一 二 年 的 春 天，

二十九歲的我懷孕了。可是還

沒享受這喜悅多久，就被無情

地告知胎兒已經自然流產了。

那時候，失落、壓抑、苦悶活

脫脫把我折磨得消瘦了一大

圈。但生活還要繼續，為了擁

有一個完整的家，我去中醫院

開了三副中藥做調理，信心滿

滿地備孕。

　　次年，也就是二零一三年

的春天，我再次懷孕了。這次

我更為重視，畢竟有了一次流

產的教訓，養胎、安胎……但

不幸再次降臨，在懷孕快滿

八十天的時候，再一次沒有了

胎音。我簡直就是痛不欲生！

這種痛苦怎能用一個痛字來形

容？這種傷痛不僅僅是身體上

的，心靈上的傷痕又有誰能看

得見呢？這種內心的傷痛只有

經歷的人才能體會，眼淚早已

像流乾了一樣，感覺整個世界

都黑暗了。

　　兩次流產經歷告訴我，必

須做一個詳細的身體檢查，最

終結果出來了，病因是染色體

異常，是由我基因上的缺陷導

致的流產。像我這種人生孩子

的概率僅為九分之一。也就是

說，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做

母親可以說難上加難。我從不

認命，我不相信自己不能成為

一名媽媽，因為我想當媽媽，

只有這樣人生才能完整，我相

信奇蹟會出現的！

　　二零一四年新年剛剛過

去，我第三次懷孕了。這次我

反而沒有了第二次的緊

張，因為我知道了病

症的所在。就看

上天是否眷顧

我了！我的大

姨是法輪功學

員，她告訴我誠

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就這樣，我

每天心底裡默念九字真言，白

天默念，晚上也默念，如果一

天沒有默念，似乎就感覺睡覺

前少做了什麼事，這已然成為

了一種習慣。

　　就這樣，奇蹟真的出現

了，我跟正常人一樣，在懷孕

第十八週神奇地感覺到了胎

動。一直到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十五日，我的寶貝降臨到這個

世界上。我終於完成了人生中

最大的心願——成為了一個幸

福的母親。時間過得真快，我

兒子如今八歲了，每天看著他

一點點長大，感覺真是太幸福

了。

　　感謝「法輪大法好，真善

忍好」，這九字真言陪伴我的

那些日子！讓我內心不再恐

懼、焦慮，心裏永遠都覺得特

別踏實。願您也默念「法輪大

法好，真善忍好」，也能得到

好的回報、好的收穫。

　　人生在世，健康可

貴。但是目前很多疾病，

醫院還是無法治癒。

　　在《絕處逢生》這本書

中，我們看到各種頑疾或

絕症患者的悲涼遭遇。幸

運的是，他們因各種因緣

際遇修煉法輪功之後，得

以絕處逢生，開始了身心

健康的幸福人生。

　　該書收集了八十多個

真實的人生故事，均采編

於明慧網，包括：染怪病

的美國普度大學博士生的

重生；十四個白血病人中

只有我因修大法活了下

來；大法治癒我的股骨頭

壞死和乳腺癌；瑞典肺癌

患者：法輪功讓我奇蹟般

恢復了健康；印度老人：

當我靠著桌子試煉法輪功

時，奇蹟發生了；「再生

障礙性貧血」九死一生 大

法修煉創造醫學奇蹟；等

等。　　

　　現在仍被病痛折磨的

朋友，不妨讀一讀此書，

給自己的人生打開一扇希

望的大門。本書天梯書店

（tiantibooks.org） 有 售。

大陸讀者可突破網絡封鎖

（ 方法見封底 ），訪問明慧

網（minghui.org）， 免 費

下載。

《絕處逢生》

兩越裔女子煉法輪功胃癌痊癒

	■（左圖）悉尼法輪功新學員黃施飛修煉法輪功後胃癌痊癒。圖為她和家人的

合影。

	■（上圖）出家人阮黃鴛患胃癌，煉法輪功後康復。她還俗後以教英語為生。

基因缺陷致兩次流產 
誠念真言順利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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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網記者綜合報導）

法輪大法救度世人，恩澤四

方。在今年傳統的中秋佳節，

眾多中國大陸民眾表達對法

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

衷心問候和深深感恩。

84歲老人的心裡話

　　 山 東 煙 臺 招 遠 一 位

八十四歲的法輪功新學員寫

道：「我雖然已八十多歲了，

得法還不到兩年，但從《轉法

輪》寶書中，我知道師父不是

一般的人，說的話句句在理，

千真萬確。現在的人不講道

德只認錢，爭權奪利，傳統

的東西都被邪黨徹底毀了，

這樣下去整個人類社會就全

完了。」

　　老人還表示：「我的家人

都是善良人，卻都遭受過邪

黨的迫害，邪黨只會鬥人整

人，多少有才華的中華兒女

都被它殺害了！如果人人都

按大法說的做人，社會就會

富而太平，老天也就不會降

罪於人了。」 這位老年新學員

恭祝師父中秋節快樂！感謝

師父的慈悲救度！

絕症患者奇蹟般康復

　　河北保定一位法輪功新

學員叩謝李洪志師父的救命

之恩。他在給李老師的中秋

賀詞中寫道：「我是一個退伍

軍人，曾患胰腺癌且已到晚

期。謝謝您千辛萬苦把『真、

善、忍』大法傳給您的弟子，

感謝您讓您的弟子把真相告

訴了我們這些未修煉的人，

我才如夢初醒！脫離了中共

的一切邪惡組織，並走入大

法修煉。

　　「學煉了法輪大法後，

我這個末期胰腺癌患者竟然

奇蹟般的康復了，現在無病

一身輕！在這中秋節來臨之

際，感謝您的救命之恩！恭

祝您節日快樂！」

　　內蒙古赤峰松山區的一

對夫妻在給李洪志先生的中

秋賀詞中寫道：「幾年前，我

們家的家長病倒了。到醫院

檢查，雙肺已經都爛沒了，

可是還活著。在病危搶救時

曾死過去十五分鐘。我們全

家人一起求大法師父救助，

人竟然活了過來。稍有好轉

後就回家學法煉功。現在已

健康地與我們共同生活幾年

了。曾經沒有肺的人今天與

全家人一起恭祝師尊中秋節

快樂！感恩師尊救命之恩，

感恩師尊賜予我們全家美好

未來。」

全家退黨後萬事如意

　　北京一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通過法輪大法明慧網恭祝

李大師中秋快樂！他們在賀

詞中寫道：「全家十二口人感

恩李大師的慈悲救度，感念

法輪大法的神奇，全家退黨

後事業順遂、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這全是師尊的恩賜，

法輪大法是人類的希望，我

們沒有見過恩人，卻時刻感

到您的佛光普照，盼望李大

師早日回國，恩澤華夏神州

這一方。北京四世同堂之家

三叩首。」

	■文 : 山東大法弟子 玉葵

　　在我們這個地方，相信法

輪大法好得福報的例子很多；

也有不聽真相，毀損大法資料

而遭惡報的。

火車相撞 他改票避禍

　　十幾年前，膠濟鐵路張店

段曾經發生過兩輛火車相撞事

件，當時，死傷了不少人。我

們村裡有一個明白法輪大法真

相的村民，當時在濟南買火車

票回家，買的就是那個車次的

票。但他腦子裡突然起了一個

念頭，要坐下一趟車，他馬上

去退票。賣票的服務人員說，

退票要扣二十元手續費。他說

扣就扣唄。他退了票，坐了下

一趟火車，安全地回了家。

　　他回家後，聽說前一輛火

車相撞的事，很多人遇難，令

人惋惜。他慶幸自己躲過了一

難，他做了「三退」，身上一

直戴著法輪大法的護身符，他

知道是大法保護了他。

勸家人親戚三退得福報

　　我們村一個村民，我跟她

講法輪功真相，講「三退」（退

出中共黨、團、隊）的意義，

她聽明白後，當即表示同意退

出邪黨的團、隊組織，還幫她

的兒子、兒媳、女兒都做了三

退。她娘家離得很遠，她說等

把娘家的所有人都勸退了，再

跟我說。過了幾天，她真的把

娘家的人都勸退了，給了我一

張二十多人的三退名單。

　　我們村有個集市，一年後

的一個逢集日，小偷進了她家

和鄰居家。家裡都被翻得亂

七八糟，唯獨她家沒受一點損

失。她女兒做生意，剛剛給了

她六萬元錢，放在西屋的一捆

玉米皮裡，沒有丟。

難孕者平安生子

　　兒媳的姐姐結婚好幾年

了，沒有生孩子，為此兩口子

離了婚。兒媳的姐姐再婚後，

還是沒能懷上孩子。醫生診斷

說，她沒有生育能力。

　　兒媳為她姐姐的事很著

急，聽說姐姐肚子涼，把我做

好的米酒拿去給姐姐喝。

　　我打電話給兒媳的姐姐：

你們那裡有法輪功真相資料

嗎？她說有。我說：「那你就

好好看看吧，你要真能明白

大法真相，比喝那米酒強多

了。」她說：「有那麼神奇嗎？」

　　我給她舉了我兒子同學的

妹妹得福報的例子。她聽了

之後說：「嬸子，我相信你。

再碰到真相資料，我好好看

看！」大約一年後，兒媳的姐

姐就懷孕了，生了個兒子。

毀真相標語的人癱了

　　法輪功真相標語是救人

的，在中共殘酷打壓中，法輪

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把法輪

功真相標語貼到電線桿上、門

邊、牆上等，目地是讓更多的

人明白法輪大法好，從而有一

個好的未來。

　　我村有一個打掃衛生的

人，曾經用鐵掀刮掉電線桿上

的法輪功真相標語。大法弟子

曾勸說他，那種缺德事不能

幹，會遭報應的。他不聽，也

不相信，依然我行我素。

　　二零零八年快過年的時

候，他一下子不會說話了，半

邊身子不會動了，花了不少

錢，也沒治好。幾年過去了，

還躺在床上，大小便自己都不

知道。

惡意舉報者遭報身亡

　　那是二零零六年五月，農

村正好曬麥子。我村有個人，

看到電線桿上的法輪功真相黏

貼，就說「真是造反了，我要

舉報。」旁邊有明白真相的村

民說：「你可別幹那事，沒有

好處。」他說：「怎麼不能幹？

能掙錢。」

　　不長時間，他得了胃病，

到醫院去看，醫生說要動手

術。結果割開一看：胃裡長滿

了瘤子，把胃全部切除了。

　　出院回家後，他喝奶，大

便出來是白的；喝小米飯，出

來是黃的。他問家人是咋回

事？家裡人沒跟他說，花了不

少錢，不到半年，他就死了。

　　知情人都說，他這是惡意

舉報大法弟子，遭報應了。

善惡因果

	■文： 江法輪功學員

　　據大陸 體報導，今年九

月一日統計，中國有 26 個省

市自治區的 103 城市報告疫

情，創下二零二零年初疫情出

現以來的最高 錄。

　　今年八月中下旬，黑龍江

省疫情 漸 ，大慶成了黑

龍江省重 區。截止到九月六

日，據中共官方公布的消息，

大慶現有新 病毒感染者已達

1216 例，其中：確診病例 92

例，無症狀感染者 1124 例，且

都集中在大慶市薩爾 區、龍

區、讓胡路區等主城區。

於中共慣於造 與封鎖真相，

及當地官員害怕 責，疫情實

際情況可能遠不止這些。

　　從今年七月十一日開始，

在黑龍江省「610」策 、指

和 下，黑龍江省各地公安

警察綁架了大 法輪功學員。

各地警察都是按照事先準備好

的名單非法 人，沒有任何證

據、手續，直接上門非法

人、抄家，找到法輪功相關物

，即誣陷為「證據」而非法

留法輪功學員，沒有找到相

關「證據」的，就放回去。

　　全省總計綁架二百六十

名法輪功學員，其中大慶被列

為「重 區」，綁架了百 人。

　　公安非法抄家， 劫私人

物 ，有的法輪功學員遭毒

打、非法 留及非法 等迫

害。明白真相的左右鄰舍都

不平：這哪是警察 ？！人

家就是煉煉功、強身健體做好

人，為啥這幫 警老 害人

家？有的人太壞了！迫害法輪

功的人早晚要遭惡報的！

　　據參與綁架的警察說，大

慶各地公安分局按照上面的要

求，從二零二一年底就開始

、 聽電話、偷 、上

門騷擾及 等各種 手

段，調查法輪功學員，為這次

大 綁架做準備。

　　同時，從八月十一日起，

從省政法委來了二十多人（其

中有從中 來的所謂轉化法輪

功的專家） 在大慶市，

對部分法輪功學員進行轉化迫

害。有的「專家」直言：大慶

有錢， 件好……

　　這次被綁架的法輪功學員

主要集中在大慶市薩爾 區、

龍 區、讓胡路區、高新區等

主城區。哪裡迫害法輪功嚴

重，哪裡的疫情就嚴重，這已

經成了 律。不知是天意還是

合？！

　　現在，大慶為了「清零」

已經全面停 ，大慶市薩爾

區、龍 區、讓胡路區等主城

區只進不出，居民除了做

，一律不讓出門，警察、居

委會及 的 人員等嚴

死守。九月三日還 發了多個

小區居民 暴案，如 龍小區。

　　在天 人 橫行的今天，

法輪功學員希望每個人都能保

持善念，明白真相，遠離邪黨

（三退），平安度過劫難！

大慶疫情為何揮之不去

大法恩澤世人 百姓感恩李大師

相信大法得福報 毀壞真相悔恨遲

	■文 : 吉林省大法弟子

　　二零一六年丈夫得了口腔

潰瘍，前兩次用藥好了，第三

次持續二十多天，越用藥越嚴

重。初期還能吃乾飯，後來只

能喝點小米粥， 吃點豆腐。　

　一天早晨，有人敲門，說社

區來登記戶口，是兩男兩女。

我家住一樓，我把戶口本從陽

臺窗遞給一個男子，這時我看

到約十多米處有一個二十二、

三歲的男青年正舉著手機對著

我。我大聲說：「你幹啥？還

給我照相？這是非法的！你們

咋能幹這種事呢？！」

　　這時丈夫從房間內出來，

問是誰照的？ 我手指著男青年

說：「他照的。」丈夫大聲質

問：「誰讓你照的？你照相通

過誰了？！你這是違法的！刪

了！刪了！」

　　我接著說：「我是守法公

民，我煉（法輪）功，是在做

好人，有一個好身體，我犯了

哪家法了？」

　　四人面面相覷，無語。這

時丈夫大聲說：「再別上我家

來！」四人慌忙走了。

　　中午飯，丈夫說要吃肘

子，我做好端上來，他高興地

大快朵頤。原來他的口腔潰瘍

好了！

丈夫譴責惡行

口腔潰瘍好了

	■一名患絕症的退伍軍人發送中秋賀卡，感謝李大師的救

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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