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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是法轮功开
传的日子，也是李洪志师
父的生日，2000年将这一
天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29年来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
法轮》成为翻译语言最
多的中文书籍。5 月8日, 
Madalina Vasiliu参加华盛顿
庆祝活动时说：“修炼法轮
功让我精力充沛，月经痛
消失了，并且化解了对父
亲的怨恨。因为父亲酗酒，
我们经常吵架，修炼后我
心怀感恩，尊重和理解父
亲，父亲也变好了。读《转
法轮》时，泪水时而会不
知不觉地滑落面颊，感谢
师父为我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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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耿继平在国内生活舒适，丈夫

有钱，儿子也很出色，在北京最好的高

中读书。但为了让儿子到美国读名校，

2015年2月初，她和丈夫投资移民来到

美国。

但不知为什么，儿子突然对参观斯

坦福和伯克利大学表现冷漠。第二周的

一天，16岁的儿子突然不见了，行李也

不翼而飞。报警四天后，蓬头垢面、发

着高烧的儿子在50英里外的长椅上被警

察发现，随后被医生诊断为严重抑郁症。

儿子大叫：“我不回学校！不去读书！你

们把我找回来干什么！我想死在外面！”

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

家三口决定，耿继平在美国陪儿子治病，

上完高中，也不考名校了，丈夫回国打

理生意。儿子的病时好时坏，成绩更是

一塌糊涂，耿继平自己也抑郁了。这时，

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她发现丈夫在国

内有了外遇。她放声大哭，一人闷在屋里，

两天不出门。她提出了离婚，心如死灰。

那时她不能开车，一开就想

撞车；她几次站在13层的

楼上，望着下面发呆……

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经人介绍去了教堂，她开始

虔诚地信基督教，并且经常

感到自己能得到回应。有一

天，她在祷告时问：“现在

是末世了，很多预言说神会

再来人间？”就在

这时，她的祷告得

到了回应，那个声

音说：“李洪志师父

来了。” 这让耿继

平大吃一惊，她马

上想起了她在大陆

教书时说过的对法

轮功不敬的话。

耿继平在国内

曾经当过中学政治

课老师，被中共无

神论宣传毒害的她，用中共媒体上的谎

言去讲法轮功，还给学生播放过污蔑大

法的视频。但此时，对神佛有了敬畏心后，

她立刻意识到了她犯了多大的罪。

后来，她看了《九评共产党》，看得

她一身冷汗。以前虽然也知道共产党不

好，但是她没想到共产党是邪灵，是把

人拉进地狱的魔鬼。她终于明白了为什

么基督教徒也应该退党。

她从网上找到大法书籍。“《转法轮》

中把人的生命轮回，为什么按照‘真、善、

忍’修炼就可以返本归真、修成神佛等

等这一切深奥的道理都说得那么明白。”

耿继平说，“这让我既信服，又充满希望。”

2018年的5月13日，她去加州参

加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时实名退了党，

并开始真正修炼法轮功。三年后，在纽

约上州担任老师的耿继平参加纽约曼哈

顿庆祝世界大法日游行时说：“回首过去

的苦难，那就是让我洗去铅华，走进大

法修炼的机缘。”

回想曾被中共欺骗而污

蔑大法，她说：“因为受过欺

骗，更明白真相的可贵，所

以我现在想利用一切机会唤

醒仍被蒙蔽、被欺骗的中国

人，希望大家都能独立思考。

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真、

善、忍’是正信，返本归真

才是人生的真正目的。”

几经风雨  找到生命的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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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教师心脏病瞬间消失

27年前的一次法轮大法传法班，

让崔学敏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她亲身经历了心脏病被李洪志师

父当场消除的神奇，也见证了发生在

别人身上的奇迹。崔学敏说，遇到大

法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1993年，崔学敏在黑龙江的一

所电大中专任教。当年学校中考，监

考人员中往年经常请假的“病号”都

到岗了，崔学敏问他们怎么没请假

呢？他们说炼法轮功身体好了。“我

就问他们要书，看了书，‘真、善、忍’

三个字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就觉得非

常的好，非常的洪大！”

当年4月29日，李洪志师父在

长春开办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崔学

敏迫不及待地参加了。“我是不眨眼

睛地盯着师父在听，从开始一直到最

后，就感觉到无比震撼，

也无比幸福。”崔学敏

清晰地记得，当时师父

让大家放松，给大家清

理身体，“我就觉得我

这个心脏一下子就被揪

出去了一样，然后马上

啊，我就感觉身体轻飘

飘的，没有什么压力的

东西了。哎呀，大家就鼓掌啊，可能

别人都是这种感觉。从那以后，我心

脏病完全消失，从来没有犯过！”

传法班上，一位60多岁、需要

两个人搀扶的男士，当场行动自如。

另一位拄着双拐的女士，更是当场端

起胳膊小跑。这些神迹，让崔学敏和

在场的人，无不敬佩师父的伟大。

修炼后，她和婆婆20年的宿怨

在不经意中化解了。“有几次我真是

忍不住了，站在房间窗户边对着大街

喊，发泄内心的郁闷。参加学习班以

后，婆婆对我的这些不好一概想不起

来了，一扫而光，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崔学敏说，“我就觉得要做到‘真、善、

忍’，我对谁都得好，对婆婆更得好。

我经常去给她打扫卫生，擦玻璃，往

上扛粮。婆婆非常受感动，也开始和

我一起学法了。”

学校评职称，领导家的门坎都快

被踏平了。崔学敏各项指标都够条件，

可因为拒绝和领导拉关系，没评上。

同事们替她着急，说她犯傻。崔学敏

说：“同事都在底下议论我，说我太傻

了，全校谁最亏？就说我最亏！可是

我觉得我不亏，我得到了，我得到什

么了？我得到我生命的

升华！”

崔学敏的工作表

现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

致好评。1996年，全

校年终总结一共有五项

奖，崔学敏囊括了全部

奖项，这在该校是史无

前例的。

高考前遭车祸  遇难呈祥

张静怡是一名摄影师，出生在长

春，从六岁起就开始和父母一起修炼

法轮功。

让她至今都难忘的是高考前的

2006年4月15日晚上。“晚上9:45

我下课了，从大巴下车的时候，我正

要探头看那边有没有车呢，突然一辆

出租车就迎面过来，把我撞飞了，我

被抛向空中飞了六米，重重地摔在地

上。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就是

车轮。”

如果是普通的孩子，早就吓得不

知所措，但是张静怡脑子里冒出的第

一个念头却不是害怕。她坚信自己是

修炼人，不会有事，她甚至没有责怪

肇事司机就让他走了。

 张静怡接着说：“警察赶来车祸现

场，以为人肯定是没救了，都不用看

了，然后一看我还活着，精神还挺好，

惊讶得不得了。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大

法弟子，当时就念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我觉得师父会救我的。”

之后，张静怡被送去医院，医

生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以我1米66

的身高，80迈的速度会把骨盆撞碎，

但我只不过是大腿和骨盆这块的肉变

得黑紫。”

医院拍片后发现她左臂和左肩骨

折，左臂的骨头插入左肩骨一厘米，

建议她打钢板。但是张静怡和父母都

坚信，作为修炼人不会有事，因此说

服医院只用保守治疗，于是奇迹再次

发生了。

张静怡说：“大家都说伤筋动骨

一百天，我夹着一个夹板上学，17天，

真的是17天就痊愈了。以至于我的

姥姥姥爷直到临终前都不相信这件事

情是真的，因为太超常了。”

传法班上，一位
60多岁、需要两
个人搀扶的男士，
当场行动自如。另
一位拄着双拐的女
士，更是当场端起
胳膊小跑。”

5·13话感恩

祛病健身  天赐洪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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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最珍贵的法宝

在新加坡一家法国工程公司担任

高级项目经理的张涛，1997年还在

国内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双腿疼痛得

不能走路，但查不出原因，30岁出

头的他躺在医院绝望至极。

一天，一个朋友来医院探望他，

并告诉他法轮功祛病效果非常好。张

涛受无神论教育，根本不相信现代医

学以外的神奇事，但为了身体决定试

一试。“我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

心态就跟他一起学炼，一个多星期后

慢慢能下床走路了。接着跟他炼了一

个多月，我就出院了，基本上恢复了

健康。”

经历了切切实实发生在自己身上

的神奇事后，张涛慢慢走入修炼，也

领悟到更多内涵。他说：“法轮大法是

我人生当中最珍贵的法宝，不仅给我

带来身体健康，还指导我的生活。我

也经常跟孩子讲，你要得到大法，一

生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踏

踏实实的，都能够解决

任何问题。”

前不久，在英国名

校读大学的儿子放假回

家，张涛不修炼的妻子

经常用自己的观念去约

束甚至强制儿子要怎么做，争吵之后

儿子就跑到外面去，之后给张涛打电

话说他不想在家里住，要出走。

他当时就跟儿子平和沟通，“你

觉得你妈妈在压制你，用她的观念强

制你，你受不了；可是你想没想到，

在矛盾中你是不是也有不对的地方？

有矛盾可以平心静气地去谈论你的观

点，沟通观点，最后大家去异求同。

即使当时沟通不了，你就把事情先放

一边。如果去激化矛盾，要离家出走，

你出去之后，你会跟同学、跟老师之

间，工作以后，跟老板、跟同事之间

一定会有矛盾。当这些矛盾发生时，

难道你都要选择逃避吗？你能逃到哪

里去？”

 “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你面对这

个矛盾，怎么样把这个问题看淡，自

己内心里把它克服，自己退一步，那

个矛盾就自然化解了。这时，你什么

也没有损失，之后，所有和你发生矛

盾的人还敬佩你，你还多了很多朋友，

大家关系还其乐融融，这不是人生道

路越走越宽吗？！”

而后他用大法的法理跟他妻子

交流，怎么样自己去反省自己的言行

给对方造成的伤害。“后来，我发现

我妻子也变了，她就从生活当中去关

心孩子，不再像以前看

不惯就去指责，强制孩

子。”张涛说，“家庭中

的很多矛盾都是在大法

的指导下，一个一个的

得到解决，妻子由最初

不理解到现在非常支持

我修炼。这让我们全家受益，感谢师

父给了我最珍贵的法宝。”

眼科医生：与病人分享“九字
真言” 

生活在芝加哥的Lonn Yang是

一位拥有21年从业经历的眼科医生。

2010年双胞胎儿子诞生，长达一年

的缺眠使她患上严重的失眠症，即使

很累也无法入睡，总是感到异常疲倦，

随之而来的是脾气暴躁，时常与家人

发生冲突。虽然拥有高薪的工作，住

在最好学区的4800平方英尺的新房

中，可她感到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

她问自己：“你想要这样的生活吗？你

想改变什么？你能改变什么？”

这时她想起了父母多次向她介

绍的法轮功。她开始阅读《转法轮》，

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快，她的精

神开始振奋，失眠也消失了，每天可

以轻松入睡了。Lonn说：“虽然我的

孩子们还在半夜里醒来，但是我更能

忍耐，用爱心、包容心照顾他们。”

Lonn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大法

的师父。“法轮大法‘真、善、忍’

的原则让我明白，当一个人总是只想

着自己的时候，就会缺乏宽容，变得

难以忍耐。而越能忍耐的人，他们的

心就越高尚，越纯洁。放下自己，我

就更能坦然接受各种困境。”

最近Lonn在诊所接待了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她要每天半夜起床

照顾50多岁的残疾女儿，一直深受

失眠困扰。Lonn跟她分享了自己的

修炼经历，这位老人非常兴奋，跟着

Lonn用英文背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这“九字真言”。三个星期

以后，老人来到诊所时高兴地告诉她，

不仅睡觉睡得好了，食欲也恢复了。

法轮大法是我人生
当中最珍贵的法
宝，不仅给我带来
身体健康，还指导
我的生活。”

5·13话感恩

感恩大法  返本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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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回头 破碎家庭重归和睦

今年30岁的罗伯特是瑞士一位

水暖系统技师，12岁时父母离异，

他从此怨恨父亲，不再与父亲联系。

青少年时他和一群自甘堕落的年轻人

走得很近，变得非常叛逆，放纵自己

的欲望。21岁时，他突然得了一种

严重的慢性肠炎，医生告诉他从此再

也不能工作了。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自己还这样

年轻，就成了废人？罗伯特无法接受

这个打击，他开始四处寻找，尝试了

各种各样的办法，但却没能恢复健康。

直到三年前的一天，罗伯特结识

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向罗伯特介绍

法轮大法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

还送给罗伯特一本 《转法轮》。打开

书，读到开篇的《论语》时，罗伯特

全身感到震撼，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

方读到过这样的话，这样洪大的法理。

他当时激动地喊到：“师父，我以前都

做错了，我要修大法！”

修炼大法以后，罗

伯特整个人都变了。他

明白了一切皆有因缘，

他原谅了父亲，敞开心

扉与父亲交谈，父子关

系变得和睦而亲密。罗

伯特的父亲非常高兴，是法轮大法把

儿子带回给他，他对大法充满感激。

他与姐姐的关系也改善了。有一

次，姐姐发信息给他，说自己六个月

大的女儿总是哭，无法入睡。罗伯特

立即发了几个YouTube的链接给姐

姐，是神韵交响乐团官方账号的几只

短曲。十分钟后，姐姐发来信息并附

了一张女儿熟睡的照片，说听了神韵

的音乐后，女儿很快就睡着了。罗伯

特说：“这样祥和美好的音乐，能化

解一切不和谐。人们听后没有了矛盾，

没有了忧愁。”

“这本书把曾经沉沦的我捞起”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

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每当

弗瑞斯特·安德森遇到难题的时候，

总是会拿起美洲土笛，吹奏他最喜欢

的这首歌曲《得度》。他觉得这首歌

曲表达了在多年迷失沉沦中觅得人间

真道的喜悦感恩和坚定的返本归真的

心愿。在今年法轮大法日前夕，安德

森再次吹起了这支歌曲，表达对法轮

大法和师父的感恩。

美国小伙儿安德森今年26岁，

他一出生就患有一种罕见的遗传疾

病——腓骨肌萎缩症，导致他右脚变

形拱起，走不到20分

钟就会剧痛，之后他还

患上了哮喘。青少年时，

他几乎每天都泡在电子

游戏中无法自拔，不与

人接触。

几年前，安德森在

伦敦遇到了女友、现在的太太斯盖乐。

那时的他无法真心善待和尊重女友，

很绝情地说：“我根本就不会考虑你的

感受！”他曾消失一两个月，毫无音

讯。女友常以泪洗面，伤心失望。安

德森也十分厌恶自己的这些行为，但

却无力改变，他感到无助和无望。 

2019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

安德森在网上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

视频，中共的邪恶、法轮功学员对信

仰的坚定、“真、善、忍”三个字都

带给他巨大的震撼。

读《转法轮》的过程中，整整两

天内，书中讲到的每一点都深深触动

着安德森：“真正地展现给我希望，展

现给我一条可以走出痛苦的路。让我

明白，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归正、改过

的。”

安德森的哮喘就是在炼法轮功第

二套功法中好的。他克服了巨大的疼

痛炼完了60分钟的法轮桩法后，再

也没有出现气短和压迫感。在打坐炼

功中，他的双腿和右脚会剧痛，但是

他都坚持下来了。不久之后的一天，

他在镇上散步，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

走了近两个小时，但脚却没有任何疼

痛的感觉。

安德森的妻子和父亲发觉他完全

变了一个人，以前夫妻几乎每天都要

吵架，现在安德森思维方式发生转变，

学会尊重与理解，家庭也变得和睦。

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安

德森想对朋友们说：“请相信，永远

都有希望，永远都有路可走。不管你

面对多大的问题，你永远都有出路。

请不要放弃，如果你身处黑暗，置身

艰难，要寻求帮助，请读《转法轮》。

这本书把曾经沉沦的我捞起，将我置

于光明，再找回最纯净的自己。” 

这样祥和美好的音
乐，能化解一切不
和谐。人们听后没
有了矛盾，没有了
忧愁。”

5·13话感恩

回归传统  走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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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方醒
我搞个体经营干得挺

不错，天天就想着赚钱，吃

好喝好。2018年底，突然

我的胃到肚子整个腹部胀得

非常厉害，根本不敢吃饭，

只能喝点粥，体重掉了30

斤。修炼法轮功的妻子说我

要修炼就好了，可我受中共

无神论宣传，什么也不信。 

到2019年底，病情严

重到连生意都不能打理了。

妻子又建议我修炼，我和她

开玩笑说：“让我修炼也行，

给我托个梦，我就信。”

没想到第三天的晚上，

我真的就做了一个梦，梦中

我去路边的摊位吃早餐，天

还是黑的，东方的天空刚

有一点点发白。刚坐下，就听见有人

喊：“看，那是啥？”只见东方的天空

上，一小块粉红色的亮点逐渐地越来

越大，最后一下子就散开，变成了方

方整整的四个大字——“法轮大法”，

这四个形容不出来的粉色大字，太亮

了。随后，有位男子的声音说：“到现

在为止，人类社会已结束。”我一下

子想起了妻子告诉我的：“如果有一天

真的大淘汰开始了，你可别忘了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啊，这‘九字

真言’能保命啊！”我马上就双手合

十，反复地念“九字真

言”，把自己都念醒了。

醒了之后，我就睡

不着了。妻子说：“这

是师父慈悲，点化让你

修炼。”可我当时仍痴

迷不悟。

因为年底是一年当

中生意最忙的时候，所以我只能天天

打针，吃药，硬挺着。有一天，阑尾

部位剧烈地疼痛，真是感觉生不如死。

“这都夜里11点半了，哪有好医生给

你做手术啊？”妻子对我说，“我给你

拿来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听啊？”我疼

得也没心思想太多了，顺着她的话说：

“拿来吧。”妻子给我戴上耳机，我听

着师父的讲法。听到十多分钟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了大约半个小

时，我醒了。“哎呀，我有病，刚才

疼得都不行了。可我怎么睡着了呢？”

我立即用手去摸

疼痛的部位，第一感觉

就是胃里的胀气一点都

没有了，肚子也瘪下去

了，阑尾部位一点都不

疼了。我从来没这么舒

服过，好像换了一个新

的内脏。这怎么可能呢？

一年的病，我到哪里都没能治好，就

这样瞬间消失了？！难道这法轮大法

是真的吗？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感觉饿了，

吃了一碗干饭，我都已经一年没吃过

干饭了。我想，要是我肠胃炎、坏肚

子的毛病好了，我就信了，再等几天

看看。一个星期过去了，不但坏肚子

的毛病没有犯，所有的病症都没有复

发。瞬间，我如梦方醒：原来妻子说

的都是真的。这回我是真正的铁了心

地坚信法轮大法，坚信大法师父了。

一位广州高干子女的回忆

30年前，赵愉在广州一家进出

口公司做办公室主任，父亲赵庆生是

广东省警官学校的常务副校长，是参

加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副厅级离

休干部。赵庆生曾患严重的风湿性心

脏病，1994年1月和妻子修炼法轮

功后身体越来越好。

没想到，赵愉在刚生完孩子、人

生正风光的时候，患上了严重的产后

并发症，全身骨头疼，吃饭连筷子都

抓不住，医生说要长期打封闭。“我

当时真的觉得一下掉到冰窿里了，不

知如何是好。”赵愉说：“父母拿了一

本《解放军文艺》给我看，上面有师

父传功的一些奇迹，我看了非常感兴

趣，但也就一晃而过，因受无神论影

响，不相信神。但随着病情愈加严重，

看到父母修炼后神采飞扬，我突然觉

得，我为什么不去参加讲法班呢？”

赵愉说：“听了师父讲法，我突

然觉得眼前所有的东西都变了，我看

人、看世界已经是完全是另外一种看

法，对我的人生也是另外一种想法，

有了一个新的人生，新的开始，身体

也真的好了。”

我如梦方醒：原来
妻子说的都是真
的。这回我是真正
的铁了心地坚信法
轮大法，坚信大法
师父了。”

5·13话感恩

见证神奇  打破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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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明慧报告》 台湾工程师
决定修炼法轮功

在法轮大法弘传29年之际，5

月14日，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英文

书《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

迫害二十年》获得美国最大出版协

会——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IBPA）

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这

部历史性报告，记录的是中共迫害法

轮功二十多年来，世界各国媒体不敢

报导、不予重视的法轮功真相，包括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百种酷刑、活

摘器官以及逾4000名法轮功学员被

迫害致死等残酷事实。

澳大利亚《新闻周刊》的主要撰

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前主

席彼得·维斯特摩尔评价说：“对于那

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

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

源。该书提供超过430页、有关中国

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

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

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

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

这部震撼人心的报

告，也成为李先生走入大

法修炼的机缘。李先生在

台湾一家科技公司担任工

程师，也是一位英文工作

者。一次偶然机缘，他

在网上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与《大屠

杀》作者葛特曼先生讲述中共器官移

植内幕。基于好奇，他订阅了《大屠

杀》电子书来阅读，并想了解大陆法

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惨不忍睹的

事实。他发现书中案例的信息来源共

同指向两个大卫先生（加拿大前亚太

国务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

卫·麦塔斯）和法轮大法明慧网。

为了解更多大陆法轮功学员的真

实处境，李先生急着想找一本比较完

整、系统地报导书籍来阅读。循着这

样的线索，他链入了美国天梯书店的

网站，发现了这部翔实的著作：《明慧

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二十

年》英文版，于是赶紧下了订单。

与此同时，他下班时总忍不住到

法轮大法明慧网浏览，阅读了多集还

在写作中的中文版《明慧报告：法轮

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二十年》。看到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他常

常忍不住落泪，义愤填膺地直呼：“这

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残

忍的魔鬼党（共产党）！”

空运来台的《明慧报

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

迫害二十年》到了！李先

生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他

觉得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

历史记录，有理有据，说

服力很强。他说：“从我的知识背景

来判断，我相信书里面所讲的每一句

话都是真实的。我每次看到迫害都会

掉泪，这么多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中国

法轮功学员，一定有一个很深邃的信

念内涵，使他们连牺牲生命都不畏惧，

舍命护卫，我深受触动，并想修炼法

轮大法。”他找到当地的一个炼功点，

开始学炼法轮功和阅读《转法轮》。

李先生很珍惜这部《明慧报告》，

因为它记述了2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

遭迫害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整理得非

常好。他说：“这是一部有血有泪的

史册，希望有更多善良的人能阅读到，

一起认清共产党的邪恶，一起为正义

发声。我有幸因关心迫害，进而敬仰

法轮大法，找到了生命中的至宝，生

命的依归。”

孩子的遭遇让我看清了中共
“5·13”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

一位黑龙江民众给明慧网发信说，我

的孩子修炼法轮大法，她的初衷是希

望自己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她从

未做过偷、盗、抢等违法犯罪的事；

但几年前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

刑数年，劫持入狱。

孩子遭受了万般凌辱，被多个

中共警察一起打骂，脚踹，“开飞机”

吊铐，抻刑……特别是在监狱里，那

些被狱警利用和教唆的贪污犯、杀人

犯、吸毒犯对我的孩子实施了更严重、

更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

孩子的亲身遭遇让我真真切切地

看清了中共“反人类”的邪恶本质，

当用尽各种手段后，我的孩子依然坚

定信仰，他们立刻撕下伪善的面具。

我们全家原本平静安宁的生活被

彻底打破了，刹时陷入痛苦的深渊。

正当我们绝望无助时，法轮功学员伸

出热情的双手，在经济上支持我们，

不辞辛苦、顶着种种压力来安慰我们，

他们始终如一地不离不弃，坚持用这

种方式救人的大善之举，深深感动着

我们，我们今后会一如既往地相信大

法，支持大法。

我有幸因关心
迫害，进而敬
仰法轮大法，
找到了生命中
的至宝，生命
的依归。”

      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向《明慧报告》颁发“本杰明·富兰克林奖” 

5·13话感恩

坚守信仰  震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