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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5月15日 文/狱中大法弟子  
明慧网 惊闻大法弟子丁延在承德监狱

水牢被迫害致死的噩耗 万分悲痛 想不到

自 2000 年 7月 3日一别 竟成了永别 难

以想象承德监狱的恶警是怎样灭绝人性

惨无人道的迫害丁延 使丁延的生命之花

过早地凋谢 她才三十四岁 那么年轻 健

康 充满活力 我彻夜难眠 辗转反侧 泪

水顺着泪帘无声地落下 打湿了枕巾 和丁

延在一起的日日夜夜 点点滴滴竟成了我

永远的 美好的回忆 那是 2000 年 5 月的

一天 我们俩隔着墙第一次对话 我告诉她

最近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 有十个大法弟

子去北京证实法 在天安门广场被抓 恶警

们对他们拳打脚踢 有个开天目的学员看

见师父的身上插着十根针 师父在为他们

承受 真心希望他们能闯过这一关   

    第一次和她相见 是在第一看守所的

109 室 那天下着雨 我们都在室内掐草

听到一声清脆的叫声 叫我的名字 我跑过

去在打饭的小窗口和她相见 她伸出一只

手 说 我是丁延 我点点头 很高兴

看见她 我们的手握到了一起 我抬眼望

去 她清秀白晰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眼

睛 看上去清秀 大方 至纯至善 象一潭

清彻见底的湖水 因为我和她有缘 时间不

长 便把我们调到了一室 109 室 开始

了我们一段难忘的 刻骨铭心的日子 白天

我们一起劳动 背 洪吟 晚上一起学法

炼功 夜里一起值班 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

好朋友 她最爱背的是 洪吟 里的 游日

月潭 和 同化圆满 她最爱唱的是 普

度 她歌唱的很好听 说的话象诗一样

她是美容师 号里的很多人都喜欢让她理

发 她常常一站就是半天 不嫌麻烦 不怕

累 她用辛勤的付出和甜美的笑声感染着

身边的每一个人   

    有一次干事叫我们每个人写 你是因

为什么进来的 丁延写道 因修炼法轮

大法 被判刑四年 按照 真 善 忍 的

准则去做 做一个好人 以至更高境界的好

人 她最后写道 喜迎师父回国讲法

让更多的人得法修心 这句话是那么强烈

的深深触动着我 这也正是我的心声   

    她给我讲岳飞在风波亭被害的故事

她说 等法正人间那一天 她要去汤阴 访

故里 乡里无故人 那句诗 她想起很心

痛 她要在那盖间房子 守着 抄 转法轮

当时 我回答是我与你同去 丁延有一个心

愿 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 为了大法的清

白 没走出来的同修 我们一定得勇猛精

进 走出来 证实大法 在这开天辟地都没

有过的慈悲与佛恩浩荡下 做好你应该做

的一切 无怨无悔   

    师父在 也三言两语 中讲到 对宇

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

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 令一切邪恶胆

寒 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

思想因素解体   

    她开庭那天 当庭揭露邪恶 证实大

法 恶警说她蔑视法庭 抓住她的头发使劲

往桌子上撞 把她的裤子拽下 她理直气

壮 义正辞严地说 把我的裤子提上

在她威严的注视下 恶警乖乖地给她提上   

    有一回干事上号里来 丁延过去跟她

说 在我去二监狱之前 能否把你搜走的

转法轮 让我看一遍 就一遍 丁延把

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法 抄法上 时间抓的

很紧   

    丁延的被迫害致死 是邪恶的旧势力

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  

    丁延写的那篇 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

催人泪下 鼓舞人心 激励着多少大法弟

子 走向了北京 走上了上访的路 迈出了

正法的第一步 她在修炼的路上 一步一个

脚印 踏踏实实 朴实无华 金刚不动   

象一朵盛开的莲花 出于污泥而不染 洁白

无瑕  

象一朵雪山上的雪莲 迎风雪 傲冰霜  

象一朵鲜红的梅花 历尽严冬的考验 展示

着春天的到来  

象一棵青松 坚韧不拔 郁郁葱葱 不管是

冰天雪地与大雨倾盆 都昂首屹立在山顶   

  丁 延 利

用一切机

会向人们

洪法 揭露

邪恶 无论

世人态度

如何 困难

再大 她都耐心地向号里人讲着真相 告诉

人们大法是清白的 在她的启发下 多少有

缘人抄了 洪吟 有的走进了修炼的行列   

我用尽世上最美的语言 也无法表达我对

你的无限思念 丁延 我很想念你   

        丁延 看着越来越多因明白了真相而

得度的众生 你在天国世界里定会绽开灿

烂的笑容  

怀念大法弟子丁延 寓言 蚂蚁和人 

明慧网  蚂蚁们正在阳光下忙

碌着 小多多蹲下来看蚂蚁 影子

遮住了阳光   

    群蚁大惊 是什么遮住了阳

光 蚂蚁甲 好像是一种庞大无

比的生命 会不会是传说中有一

种比蚂蚁高级无数倍的高级生

命 叫做人 蚂蚁乙 是有这么一

种传说 无数年了   
    群蚁们议论纷纷 有信的 有不

信的 但有“人”存在的传说还是在

蚁穴中广为流传   
    消息传到蚁王耳朵里 蚁王勃

然大怒 “什么 有什么生命能超

过我至高无上的蚁王 ”  
    于是在全蚁穴范围内开展了一

次讲科学 反对迷信的大规模宣

传活动 无奈 关于人的传说已深

入蚁心 无法被宣传改变   
    蚁王得知 疯狂叫嚣 “我就不

信‘无人论’战胜不了‘有人论’ 给

我从小蚂蚁灌教起来 ”全蚁穴内

相信有人存在的蚂蚁必须在他们

的生命与信仰间做出选择 小蚂

蚁必须在毕业考试时通过“人好

还是蚁王好”的答卷   
    小多多起身走了 后来一不小

心 蚁王被人踩死了   
    可怜受蒙蔽的蚂蚁大众还是搞

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在想天

下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 “人”的生

命存在  

著名歌唱家关贵敏的小故事 

当年虽然事业得意 但身体却并

不好 在艺术圈内是出名的老病

号 走到哪儿都提着药 带着药

方 曾经病得差些和舞台告别 就

在1983年最当红的时候不幸患了

乙型肝炎 后来又发展成肝硬化

医生建议他改行 在 1996 年开始

修炼法轮功后 他的身体状况得

到彻底恢复 近六十岁的人了 不

但对各种环境变化可以应付自

如 而且越来越能体会到修炼人

的乐趣并理解到普通人追名逐利

的苦恼 推己及人 他也衷心希望

有缘的人都来了解法轮功 体会

修炼人的平和及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