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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大游行　
现场观众追随找真相
文 |明慧多伦多记者报道

2022 年 10 月 10 日，

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

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

了基奇纳 - 滑铁卢慕尼黑啤

酒节感恩节游行。天国乐团

本次依旧作为压轴方阵出场，

金秋 10 月的阳光，伴着法

鼓法号声声，天国乐团将法

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了现场观

众和电视观众。了解法轮功

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基奇纳 - 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

| 感恩节大游行 现场观众追随找真相 |



4 5

真相 | MINGHUI.ORG

聚焦

真相的观众，热情地跟着乐

团走到了游行终点。

感恩节游行是加拿大最

大的游行之一，今年是疫情

发生两年后的首次回归，除

了现场的民众之外，游行实

况还通过加拿大电视有限公

司以及多家当地电台进行直

播。游行主办方的负责人马

克介绍，这场大型的感恩节

游行有 100 多个团队参加，

大约有 150 万观众会观看。

他表示很多年都邀请了天国

乐团，很喜欢他们的演奏。 

当地居民艾仙儿是土耳

其族裔的移民，她和她的家

人朋友们被天国乐团的音乐

吸引，一直跟着队伍走，到

了终点后还要求跟天国乐团

的队员合影留念。艾仙儿说：

“我在中国生活过三年，我

听朋友说过法轮功是受迫害

的。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法

轮功的队伍，我觉得中国政

府这样做（迫害法轮功）是

很不对的。”

观众迈克跟随着音乐的

节奏鼓掌，他说：“他们（天

国乐团）的音乐我非常喜欢，

让我感受到能量。”他表示

认同法轮大法真、善、忍的

原则，现在的社会很需要。

他说：“这里是个自由的国

度，很高兴他们（法轮功学员）

来到这里。”

洛林之前住在渥太华，

她说：“天国乐团演奏的音

乐真的是很棒，听到他们的

音乐让我感到心情愉悦。” 

她说：“我知道法轮大法，

我也了解过他们在中国大陆

所经历的迫害。我认为那是

不对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信

仰的自由，这是人最基本的

权利。”

图一：天国乐团游行。
图二：艾仙儿 ( 右三 )  和家人朋友们跟随着天国乐
            团的队伍一直到游行终点。
图三：跟随着天国乐团音乐的节奏鼓掌的热情观众
            迈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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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节大游行 现场观众追随找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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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法轮功真相点 
香港男子刑毁罪成立
文 | 大纪元记者报道

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 2022 年 10 月 31 日

裁定，在 2020 年 12 月，屡次破坏香港法轮

功真相点的亲共男子胡爱民，5 项刑事毁坏罪

名成立，将于 12 月 1 日宣判。 

对于辩方引用《宪法》、《国安法》辩护，

称被告认为法轮功学员的展品“违法”，为了“维

护国安”，“有权自行执法”，李志豪斥其说法“强

词夺理”。他质问：“若有人说有辱中国的言论，

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法？杀人、盗窃、破坏都

可以用《国安法》作保护伞？”

李志豪强调，这是执法部门的责任，若以

冠冕堂皇的借口私下执法，将会为国家带来混

乱，亦非社会之福。被告是故意作出破坏，因

此裁定罪成。

控罪指被告于 2020 年 12 月 13 日、19

日和 20日牵涉5次事件，在旺角豉油街24号、

旺角惠丰中心门外、黄大仙广场外及尖沙咀天

星渡轮码头，无合法辩解而损坏 3 名法轮功学

员的横幅、展板及电脑架等物品，价值总计 1

万 5 千元。被告同年 12 月 24 日被捕，其后被

控 5 项“刑事毁坏”罪。

法轮功真相点越
遭破坏，反而越
多人来看，关注
法轮功。

亲共男子胡爱民
在 2020 年 12
月 屡 次 破 坏 法
轮 功 真 相 点，
2022 年 10 月
31 日 在 西 九 龙
裁判法院被裁定
5 项刑事毁坏罪
名成立。充当中共帮凶　引以为戒

香港裁判官李志豪宣布裁决理由时指出，

案件在事实层面不受争议，被告（胡爱民）不

否认破坏法轮功街站物品。

聚焦

| 破坏法轮功真相点 香港男子刑毁罪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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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在 港 强 推
“港版国安法”
后，香港法轮功
学员坚持如一继
续讲真相。

聚焦

| 破坏法轮功真相点 香港男子刑毁罪成立 |

中共谎言令被告犯罪

受害人之一、法轮功学员陈女士在裁决后

表示，胡爱民受到中共谎言洗脑，误以为法轮

功“违法”，却令自己违法犯罪。她说：“法

轮功的理念是真、善、忍，去到哪里都是合法的，

即使在中国也没有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教。”

据明慧网报导，到目前为止，中共的立法

机构全国人大和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没有一个

公开通知禁止法轮功。

2005 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 3 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

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

39 号）文件，明确了十四种邪教组织，法轮功

不在其中。

陈女士也表示，她在街头讲真相，是因法

轮功受到中共迫害。“在大陆，我们没有地方

申诉、在香港，我们告诉人们我们是冤枉的，

香港有这个自由。”她斥责胡爱民及同伙对手

无寸铁的善良人犯下刑事毁坏，甚至有年长的

法轮功学员上前阻止反被推倒，“不知他们怎

么下得去手”。

胡爱民另外涉及于去年（2021 年）4 月 3

日与多名同伙毁坏法轮功学员的展品，案件将

于今年 12 月 8 日、9 日及 12 日审讯。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香港法轮功学员

在街头和平抗议迫害，长期遭亲共组织滋扰与

暴力威胁。

在 2019 年 9 月，法轮功学员廖女士与警

方开会讨论 10 月 1 日游行后，被暴徒殴打致

头破血流，负责“把风”的男子柯衍湛今年初

被以“有意图而伤人”罪判囚 2 年 9 个月。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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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轮功学员
荣获社区杰出贡献奖

文 | 英国法轮功学员

2022 年 10 月 20 日

中午，英国大伦敦市塔桥区

布罗姆利白奥社区中心，举

办了颁奖典礼，庆祝两年

（2020-2022 年度）ESOL

外国人学英文整合计划中，

学生和义工做出的杰出贡献。

法轮功学员孙女士被授予“杰

出贡献奖”，该奖项是对她

在该区教授法轮功功法，热

心社区服务的表彰。塔桥区

主管教育和终身学习部门的

常务副市长，兼内阁成员马

乌姆・塔鲁克达尔到场亲自

给获奖者颁奖。

经理请孙女士给在座的

人们现场展示法轮功功法，

并鼓励大家一起试着学炼。

孙女士介绍道：“法轮

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性

命双修的上层功法，是以真、

善、忍的原则为指导思想。

学炼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

感到能量回补快、精力充沛，

性格也变得宽容祥和。这是

一个真正使人达到身心健

康，家庭幸福的高德大法。”

随后在场的很多现场观

众站起来随着她的口令和动

作学炼功法。经理告诉与会

马乌姆 • 塔鲁克达尔到场颁奖给法轮功学员孙女士。 孙女士现场展示功法，很多感兴趣的民众当场学炼。

者：“功法这么好，又是免

费的，而且健身疗效显著，

希望大家都能抽出时间参加

法轮功学员组织的炼功班。”

副市长对这种来自中国

的古老功法很感兴趣，询问

何时炼功效果好。学员回答

说，“什么时候有空都可以炼，

当然早上炼功是非常好的，

对一天的工作都有益。”

中心总经理爱丽女士

说：“经过冠状病毒肆虐的

两年，我们现在比以往更需

要锻炼身体，这是非常好的

活动，要坚持下去。中国有

这样好的健身方法，真了不

起。我们的社区需要像孙女

士这样的人，把自己国家的

好东西跟我们分享。”

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们

多年来一直在各社区、图书

馆、公园免费教功。

| 英国法轮功学员荣获社区杰出贡献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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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大学师生体验

法轮功晨炼
文 | 密西根州法轮功学员

2022 年 10 月 22 日周

六清晨，来自美国罗彻斯特

大学的 10 多名大学生，再

次到密西根州特洛伊市的公

园，观摩当地法轮功学员的

集体晨炼。学生们和世界宗

教课的老师卡罗尔·库珀教

授一起，体验了法轮功功法。 

2022 年 10 月 18 日，

应罗彻斯特大学卡罗尔·库

珀教授的再次邀请，法轮功

学员来到该大学世界宗教课

的秋季课堂上讲述法轮功真

相。休伊教授表示，一年一

次的法轮功课程不能满足需

要了，以后秋季和春季两个

学期都应该开办法轮功班。

罗彻斯特大学的大学生观摩法轮功学员晨炼，并一起学炼。 上图为代课老师库珀教授，下图为学生马库斯。

大学师生分享炼功后体会

10 月 22 日，库珀教授

带领 10 多名大学生和当地

法轮功学员一起在公园炼功。

集体炼功后，库珀教授分享

说：“刚开始时，高速公路

上来往的车声让我感到烦躁，

但几分钟后，交通的噪音就

干扰不了我了。”

大学二年级学生马库

斯·维扎卡罗表示：“我感

到非常平静和放松，也很温

暖。炼功时我感觉能量流过，

是很纯净的能量。我一定还

要炼。”

本杰明·斯图尔特也是

一名二年级的大学生。他告

诉学员：“通常这么早我都

还在睡觉，在来的路上我都

快睡着了。但现在炼完功后，

我不仅觉得非常放松，而且

很清醒。”

在炼完动功后，乔瑞安

和索非亚主动留下来学炼第

五套功法——打坐。乔瑞安

说：“（法轮功功法）一定

可以融入我的生活，看似简

单的功法，却让你感受如此

之多，对于我来说这是新的

事情。”

| 美大学师生体验法轮功晨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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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真相

谈到在课堂上了解到的

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

以及法轮功学员 20 多年来

的和平反迫害历程，很多大

学生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希望

了解更多真相，他们都谴责

中共的迫害。

乔瑞安·瑞亚也说：“人

们有权利练他们想练的功法。

而中共却把法轮功污名化，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法轮功实际上是一个非

常平和的功法，学员们修炼

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绝

不是中共描述的。”

谈到信仰，索非亚·勒

杜克说：“每个人都应该能

够拥有自己的信仰，而迫害

对只想修炼自己信仰的法轮

功学员来说非常不公平。”

马库斯、本杰明、乔瑞

安和索非亚还都不约而同地

表示，希望从下周六开始参

加公园里的集体炼功。

法轮功学员来到该大学世界宗教课的秋季课堂上讲述法轮功真相。

广角

巴黎区议员：
我邀请本区居民都来炼法轮功
文 |明慧之窗记者报道

在充满活力的文化之都

法国巴黎，人们有机会看到

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体育活动。

2022 年 9 月的一个周末，

巴黎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应

邀参加了巴黎市由 150 多个

社团和协会参与的社区节庆

活动。

学员们借此机会在各区

设立了展台，向人们介绍法

轮大法，吸引了大量的巴黎

市民前来了解详情。

第五区议员维奥莱恩・哈克女士（左二）和法轮功学员合影。

| 巴黎区议员：我邀请本区居民都来炼法轮功 || 美大学师生体验法轮功晨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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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第 5 区区府

和民众欢迎法轮功

巴黎居民在展台前

学炼法轮功功法

第 5 区是巴黎最古老的

街区。它以保存法国传统文

化而闻名。此次论坛设在著

名的先贤祠广场，即巴黎第

5 区的中心，也是游客必去

的景点。

法轮功学员的参与得到

了第 5 区区政府和当地居民

的热情欢迎和支持。

维奥莱恩·哈克女士是

巴黎第 5 区负责体育项目的

区议员，她表示非常认同法

轮功真、善、忍的原则，她说：

民众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

第19区位于巴黎北部，

紧邻大型华人区。一位中国

第 11 区位于巴黎塞纳

河右岸，当日 150 多个巴黎

社团聚集在理查德·勒诺尔

大道上，法轮功学员的展台

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第 11

区的主管人员、副市长和市

议员等人都高兴地接受了法

轮功真相传单和学员制作的

精美小莲花，并留下了详细

的联系方式。

在第 12 区，法轮大法

真相展台吸引了数百人驻足

观看。许多人在展台旁学炼

了法轮功功法，并报名参加

在文森公园的免费教功课程。

“这些都是人生的重要价值。” 

她还说：“我邀请第 5 区的

居民都来炼法轮功。”

负责高等教育、研究和

学生生活的巴黎市副市长莱

马德利·玛丽·克里斯蒂娜

女士也来到了法轮功学员的

展台。

女士在展位前了解法轮功真

相，她表示非常感兴趣，并

留下了电话号码准备学炼法

轮功。 

隔壁展位的打坐教练尚

塔尔女士和帕特里克先生得

知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时，

他们对中国法轮功学员表示

同情。他们认为法轮功保留

了中国传统的美好价值。

埃马纽埃尔是巴黎的一

名政治学大学 2 年级学生。

她和母亲对法轮大法免费教

功课程非常感兴趣，表示一

定尽早开始修炼。

巴黎市副市长莱马德利夫人也来到法轮功的真相展台。 打坐师尚塔尔女士和帕特里克先生表示很喜欢法轮功。 埃马纽埃尔（右）和母亲准备学炼法轮功。

广角

| 巴黎区议员：我邀请本区居民都来炼法轮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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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遭黑龙江女监摧残　
家属控告监管局局长
文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王眉泓讲亲身经历被非法判刑

王眉泓女士，现年 65

岁，是牡丹江市地质勘查所

高级工程师。2020 年 11 月

23 日，王楣泓在哈尔滨黑大

书店附近，給一个年轻人讲

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

益的事实，竟然因此被哈尔

滨道里区警察绑架、构陷，

后被哈尔滨道里区法院非法

判刑 4 年，勒索罚金 2 万元，

王眉泓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

20 多年前，王楣泓因

双侧乳房布满又硬又痛的肿

块，曾被医生建议切除双乳。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

江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王

眉泓，在狱中遭到严重残害。

自她去年 6 月被中共劫持入

狱后，狱方至今不允许家人

探视，不给家属提供个人存

款账号。王眉泓进食困难，

身体非常虚弱。家属对王楣

泓生命安危万分担心，于日

前控告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

管局局长依建民。

于 2021 年 6 月初被关押至

哈尔滨的黑龙江女子监狱。

入监后，王楣泓被非法

关押在集训队里 7个月之久，

生活环境恶劣。长期以来，

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为了达到

所谓“转化率”，专挑心狠

手辣的犯人当“帮教”、“包

夹”，采用极其残忍的方式

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学员

写“三书 "、" 四书 "、" 五

书 "，即放弃修炼法轮功。

监狱还利用、怂恿那些真正

的罪犯去“转化”修炼真、善、

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

为了强制完成思想改

造，监狱不断地给王楣泓施

加压力，禁止王楣泓与家属

通电话，更不允许家属探视。

家属至今不知她在那里遭受

了怎样的酷刑折磨、生活是

何等的艰难。狱警威胁说，

只要不“转化”，关在集训

队里一年也不给分下去，一

年也不能和家人通电话。

据知情人透露，为了逼

迫王楣泓放弃真、善、忍的

信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

管局局长依建民专门挑选心

肠凶狠、手段毒辣的刑事犯

王凤春当“帮教”、“包夹”。

犯人王凤春采用极其残

忍的方式折磨王楣泓，一次

她将抹布塞到王楣泓的嘴里，

然后猛力拽出，将王楣泓的

门牙拽掉 2 颗，血流不止。

王楣泓被重伤之后，狱

方至今既没有通知家属，也

不给予治疗，目前王楣泓的

身体非常虚弱。

因狱方不给家属提供个

人存款账号，家属无法存钱，

王楣泓进食困难，又身无分

文，还被单独隔离在监狱一

楼看管，生命告急。

| 工程师遭黑龙江女监摧残 家属控告监管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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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楣泓目睹法轮功祛病

健身的奇迹，也走入法轮功

修炼，很快乳房肿块全部消

失，不用做手术了，她体会

到了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

的幸福。

王楣泓按照“真、善、

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宽容

大度，淡泊名利。1999 年，

王楣泓的父亲送给她两本集

邮册，内有价值超过 50 万

元的珍贵邮票，在被王楣泓

的丈夫拿到单位请人估价时

不翼而飞。

知情者仅一人，如果报

案，此人可能得判 10 年以

上，其家庭也将随之毁于一

旦。王楣泓夫妻商议后决定

不报案，从此夫妻俩对此事

再未提起。

当时在牡丹江，几万元

就可买一套楼房。可是在个

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前程之间，

她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利益，

保全了对方的家庭。

王眉泓的家属控告

监狱监管局局长

针对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违反法律规定，无视法律行

径：教唆、指使、纵容刑事

犯人王凤春殴打王楣泓，致

使王楣泓生命安全受到严重

威胁，至今拒绝家人接见，

不准家人存钱，故意剥夺家

世道

王楣泓为人无私、善良。

夫妻俩曾经接一位重病人回

家照顾，不嫌脏、不怕累，

尽心尽力地伺候，并且经常

安抚、开导对方的情绪。

王楣泓对别人慷慨，对

自己却很节省。每次她都要

等到菜市场散场再去买菜。

可是听说谁困难、谁有急事

需要钱，她兜里有多少钱她

都掏出来。

像王楣泓这样的好人，

本应该受到表彰。可是她却

因说真话，被绑架、诬判、

陷狱，受尽折磨。

| 工程师遭黑龙江女监摧残 家属控告监管局局长 |

属会见权、知情权等等，王

楣泓的家属日前已向黑龙江

省监察委员会、黑龙江省检

察院控告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监管局局长依建民，提出 7

点要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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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中共的深刻解读
文 |希望之声

1945 年 8 月 28 日，

毛泽东由美国大使赫尔利陪

同飞抵重庆。一下飞机，骂

了十多年蒋介石的毛泽东竟

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并

发表了“保证国内和平、实

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的书面讲话。 

赴重庆之前的 8 月 25

日，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

小平，要他们回到山西以后，

放手攻打当地国军。

41 天的重庆谈判吸引

了全国的视线，也掩蔽了共

军的实际行动——共军在背

后占据了 200 座城市，强行

重庆谈判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

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

道以阻挠国民党军队对日受

降，这样共军就可以强行收

缴日军武装。

10 月 10 日，国共双方

签署《双十协定》。然而，

毛泽东回到延安不到一个月

就把所有协议及一切诺言彻

底破坏。蒋介石深知中共不

会甘心，协定签订第二天，

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不

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

兽之不若也”。

××××

1923 年，蒋介石受孙

中山委派去苏联各地访问三

个月，让他“认识了苏维埃

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

组织”。

1926 年，蒋介石领导

北伐初见成效，而共产党挑

拨国民政府的亲共分子在武

汉另立政权，干扰北伐。蒋

介石在《告全体将士书》中

写道：“我们国民革命军在

江西拼命血战的时候，就是

共产党在湖南湖北布置叛乱

的时候；当我们前敌将士在

浙江、江苏战事最激烈的时

候，武汉方面故意留难，把

饷项分文不发，一粒子弹也

不给我们。”

共产党两面三刀，阳奉

阴违，蒋介石看得很清楚，

1927 年对国民党内部的共

产党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当

时社会有不理解的声音，对

此，蒋介石说：“不是因为

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

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

不受到 18 层地狱的痛苦，

不会觉醒的。”

1949 年 1 月淮海战役

末期，蒋介石下达了停止抵

抗的命令。挥毫写下：“艰

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

纵横。” 隨后蔣介石率部离

开大陆，转移台湾。据蒋介

| 蒋介石对中共的深刻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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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贴身侍卫回忆：“他伏在

桌子上哭得很伤心，一边哭

还一边叨咕，不打了，不打了，

打来打去死的都是中国人，

这是天要亡我，现在中国人

都相信他们，打没用，等中

国人慢慢看清了真相，会期

待我们回来的。”

中共篡政后，蒋介石继

续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称

共产主义是反神的。1960

年，蒋介石在《耶稣受难节

证道词》中说：共产主义的

狂妄匪徒们叫喊着，它们必

要毁灭世界上的一切宗教，

它们必能毁灭不愿崇拜它们

共产主义的所有人类，它们

共产主义必要统治世界。它

们今日一切迫害、斗争、诬

陷和公审的所作所为，正像

1900 年前的新约时代的恶

魔“撒旦”一样。

蒋介石看到，共产主义

一日不消灭，世界一日无和

平。而追随共产党是没有出

路的：“任何与共产党徒妥

协的企图，等于自甘坠入共

党的陷阱，或开门揖盗。假

如自由世界遵循这一途径，

则它不但不是重建上帝的殿

堂，而且开拓一条自趋沦亡

的道路。这种妥协的努力，

正是敦请撒旦来君临世界。”

1966年中共发动文革，

蒋介石说：“奸匪毛贼的罪

恶兽性，乃是和我们三民主

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

绝不相容的！所以它妄想要

以其僵尸的回光返照的一刻，

来消灭我们 5千年深入人心，

悠久博厚的中华文化，于是

乃不顾死活的破坏中华文化

伦理、民主、科学之传统；

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幌子，

以行其文化大毁灭之暴行。

今天大陆业已成为父子之亲、

夫妇之义……都被视为大逆

不道，时刻要被批被斗的大

监狱！”

1972 年，蒋介石就准

确预言了欧洲共产国家在

1990 年解体，而中共要晚

一步。他在演讲中断言：“中

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

其最终消灭共匪毛贼者，乃

必为我中华文化所表现的‘民

族独立的性格与能力’之大

义正气！”

蒋介石一生不忘“拯救

中国”，不是因为他梦想反

攻夺权，而是要拯救被中共

毒害和毁灭的中国人及中华

文明。他早在 70 年前就洞

彻了共产主义及中国共产党

的本质，看清它是一个毁灭

中国、赤化世界的恶魔。遗

憾的是，这一点当时并没有

被中国人所知晓，因为中共

建政之后屏蔽掉一切对其不

利的声音。如今，我们再看

蒋介石70年前的精辟分析，

铮铮有声，引人深思。

蒋介石：“现在中国人都相信他们，打没用，等中
国人慢慢看清了真相，会期待我们回来的。”
（图片：维基百科）

中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枪决“反革命份子”前为使之发不出声音，采用各种残忍手段“消声”。

| 蒋介石对中共的深刻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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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位澳洲人经历的人生巨变
文 |明慧澳洲记者站报道

2022 年 10 月 的 第 2

个周末，来自澳大利亚各地

的法轮功学员齐聚悉尼，参

加了集会、游行等活动以及

年度澳洲法轮功学员心得交

流会。借此机缘，明慧记者

采访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请

媒体人从脊柱侧弯

到加入舞龙队

24 岁的西澳小伙子丹

尼尔・赫梅廖夫，小时候罹

患脊柱侧弯症，当时他每走

一步，都感到脊柱疼痛。医

生告知赫梅廖夫，因为这种

顽固性疼痛，他的余生将无

法过上正常的生活。

不过在 2017 年，赫梅

廖夫阅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

《转法轮》后，他的人生发

生了转变。他甚至加入了西

澳的一支舞龙队，成为舞龙

近 500 位身穿黄衫白裤的法轮功学员，排出四个金色的隶书体大字——“法正人间”，场面殊胜壮观。 丹尼尔参加了 10 月 9 日在悉尼赫斯特维尔娱乐中心礼堂召开的 2022 年澳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 3 位澳洲人经历的人生巨变 |

他们分享各自的故事和修炼

大法后身心获益的体验。

队的主力、经常参加当地的

节日活动。

赫梅廖夫回忆，当年他

19 岁，刚开始上大学，他的

哥哥修炼法轮功，送给了他

一本《转法轮》，建议他读

一读。

他说：“（那时），我

时常在思考，自己的生活目

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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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不治之症三个月痊愈

在澳洲土生土长的马克

・哈奇森是一位成功的企业

家，曾获得西澳 40 岁以下

商界领袖奖。他在 30 岁前

就成为创业百万的企业家。

十几年前，他风华正茂，事

业蓬勃发展，享受富人生活，

并为商界瞩目，他还雇了专

家指导如何提高他和家人的

生活品质，期望拥有世上最

完美的生活。

就在这时，马克第一次

遇到了人生中自己解决不了

的一个大难题：他患上了一

种奇怪的胃病，天天胃痛，

但是看遍了医生也没有诊断

出来到底是什么病。他花了

很多钱，尝试了所有西医推

荐的方案，又雇佣了私人健

康和运动教练，书房里摆满

了健康方面的书，但是病情

却未见好转。“从西医的角

度来看，这是不治之症，所

以西医治不了我的病。什么

我都尝试过了。”

哈奇森说：“我的体重

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从 96

公斤下降到70公斤。” “如

果这个病恶化，我甚至可能

马克（左一）与小弟李（右一）和小弟的女朋友戴
维斯在纽约巴克里中心体育馆门口合照。

西澳企业家马克．哈奇森（左）在街头向民众讲述
法轮功真相。

| 3 位澳洲人经历的人生巨变 |

正在做的事？我一直在寻找

生命的意义。然而所有的这

些困惑，在我读《转法轮》

之后都得到了答案。”

不仅如此，赫梅廖夫惊

讶地发现，在修炼法轮功几

个星期后，他的背痛消失了。

他的精神状态也有了很大的

改观，“以前我很容易对我

的家人感到厌烦，或发脾气，

或大喊大叫。现在我无疑变

得更冷静。我的家人和朋友

也注意到我的变化，他们知

道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他

们恼怒和生气了。”

他表示，“得遇大法，

我觉得非常幸运。无法用语

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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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青年才俊找到人生智慧

24 岁的华裔青年艾伦

・黄是西澳一家建筑公司的

商业顾问。他于 2017 年高

中毕业开始修炼法轮功，不

仅学业和事业有成，而且从

一个暴躁激烈的叛逆少年，

转变为一个成熟冷静且睿智

的阳光青年。

“我以前总感到压力

大，很容易冲动，很容易被

激怒。”他说，“为了摆脱

麻烦，我曾经经常撒谎。”

当他看到母亲修炼法轮功后

的变化及带给全家的益处后，

艾伦决定也修炼法轮功。

艾伦童年和少年时频繁

艾伦说：“对师父，我只
有无尽的感恩！”

艾伦与母亲参加了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排字活动。

| 3 位澳洲人经历的人生巨变 |

失去生命。” 这令当时的哈

奇森几乎崩溃。

幸运的是，和赫梅廖夫

一样，哈奇森也有一个修炼

法轮功的哥哥，哥哥建议他

修炼法轮功。

哈奇森学炼法轮功后，

他的肠道疾病 3个月就好了。

十几年来，他的身体一直非

常健康。哈奇森说：“如果

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恐怕活

不到今天！”

做噩梦，平均每星期会做3、

4 个噩梦。

“当我修炼后，我的睡

眠变得安稳，我不再做噩梦

了，这是个奇迹！我的工作

以更高的效率完成，因为我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了。”

“如果没有遇到法轮

功，我可以想象我的现实处

境会有多么可怕。因为我以

前也有抑郁症，实际上，我

在某些时候有自杀倾向。”

从一开始的尝试，到决定坚

定修炼下去，艾伦信心十足，

“因为我可以看到法轮功是

如何改变我的。”

他还找到了处理矛盾冲

突的智慧，遇到问题时，他

变得冷静平和，“我不会再

以那种不受控制的愤怒来回

应矛盾或发泄情绪。当我以

宽容和同情心来对待时，冲

突就消失了。”

艾伦表示：“阅读《转

法轮》，使我获得了人生智

慧，用宽容、诚实的心态应

对各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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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中国人三退
   是一个里程碑”

文 |爱尔兰法轮功学员

2022 年 10 月 1 日，爱尔兰法轮功学员

在首都都柏林市中心举行集会，庆祝 4 亿中国

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三退），并呼

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 23 年的残酷迫害，

受到中西方民众支持。

爱尔兰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刘女士在集

会中表示：“4 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共

及其组织，这是一个里程碑。……中共不是中国，

它代表不了中国人，恰恰相反，14 亿中国人民

集会期间，爱尔兰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刘女士发言。

人们阅读展板了
解真相，支持法
轮功反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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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遭受着中共的迫害”。中共篡政 70 年来，

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遭受着无尽的欺骗和暴行。”

爱尔兰退党中心发言人刘女士也在集会上

发言。她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觉醒，

今天，4 亿人的道德和勇气为中国社会带来了

全新的希望。”最后她呼吁：“还未三退的中

国人尽快了解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一对早年移民美国的华人夫妇，在集会现

场驻足观看了许久。丈夫张先生说他们走过了

许多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

他感慨地说：“法轮功真厉害！”张先生一家

在 20 年前移民美国，他说每每看到亲友转发

大陆媒体的新闻报导，都觉得很可笑。他对亲

友说，在中共管控下，国人能看到的新闻都是“经

过过滤的，是假的”，中共设置的网络防火墙，

屏蔽了外界的真实消息，以便自己编造假新闻

欺骗百姓，中共“每天都在里面对中国人撒谎”。

他们当场欣然退出中共组织。

一位刚从大陆来到爱尔兰读书的男士向学

员提出了许多不解的问题，比如当时在天安门

到底发生了什么。学员告诉他：“所谓的‘天

安门自焚’是中共自导自演的骗局。法轮功是

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其主要著作中更是明确禁

止杀生、指出自杀是有罪的。学员欢迎他自己

到网站上阅读法轮功原著，法轮功的所有书籍

都可在网上免费阅读，也因此中共要封锁网络，

不敢让人了解法轮功。”他听了后表示赞同，

并用化名退了党。

西 人 女 士 尝 试
法轮功第二套功
法，感受到巨大
能量。

集会期间，爱尔
兰退党服务中心
代 表 刘 女 士 发
言，她呼吁：“还
未三退的中国人
尽快了解真相，
为自己选择美好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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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死亡，其罪行再被曝光 

图片说明：明慧《真相》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的封面。

其三大罪恶：汉奸卖国、中共腐败分子的总后台、迫害法轮功。

尤其是其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已持续 23 年有余，估计已造成

数百万人死亡，其罪恶罄竹难书。

电 脑 版 ：https://j.mp/fgp88
安卓VPN：https://j.mp/fgv88
提示：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上面
网 址， 建 议 使 用 IE、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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