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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營救，全船 17 人中，僅 2 人
獲救，其餘 15 人失蹤。
晚飯時，大家除了悲痛遇難
文/王崎
的兄弟船員外，更多的是慶幸自
身的脫險。這時船長讓電報員取
來一張打印紙，用記事筆恭敬的
海灣遭遇了颱風襲擊。12 日凌晨，
寫上：「感謝李老師的救命之恩，
風力增強到 11─12 級。全體船員
我們相信法輪大法好」
，並簽上了
同心協力，全力以赴，與颱風作
自己的名字。隨後電報員也寫上
戰。他們做好一切準備，用舵控制
船體偏蕩。黑夜裏，船體遭受著颱
就在這時，陳林雙膝跪下， 了自己的名字，兄弟們和陳林也
風猛烈的襲擊、巨浪的強烈拍打。 鼓足勁醒獅般高喊：「李老師救 都將自己的名字認真地寫上。他
可就在這時意外發生了，舵機突 救我們，法輪大法是佛法，法輪大 們把紙折疊好，密封在一個空瓶
然失靈，船體隨即在颶風駭浪中 法好！」吼聲過後似乎一片沉寂， 裏，然後放入大海。藍天作證，大
劇 烈 搖 晃 起 來 ， 災 難 隨 時 會 發 大家被他的舉動震懵了，瞬息間， 海作證，這是 22 名船員的心聲：
生…… 船員們的心緊縮起來，恐 似乎一切都靜止了，許久不知誰 法輪大法好！
政委不知甚麼時候將宣傳欄
怖籠罩著每一個人。船長讓大家 喊了一聲：「風小了。
」是的，風
做好隨時棄船的準備。然而大家 浪真的小了，大家開始活躍起來。 擦得一乾二淨，船緩緩地繼續向
都知道，在巨浪滔天，茫茫無際的 一小時後，舵機修好。就這樣，一 遠方駛去……
大海上，即使棄船也是難以逃生 場災難化險為夷。
[編註：這是一個真實的故
的。求生的慾望緊緊地揪著每一
兩天後，他們得知另一艘兄 事，為了保護當事人不受迫害，
個人的心，眼前的海況令人毛骨 弟船「華源順 18」輪在滄州海域遇 故隱去其真實姓名。]
悚然，人們已失去了冷靜。
難，經滄州市海上搜救中心全力

遇險渤海灣
2003 年 7 月，陳林休假期滿
又要上船了。臨行前，妻子仔細叮
囑他：「千萬記著法輪大法是佛
法，心中牢記大法好，關鍵時刻喊
李老師幫助……」陳林的妻子因
為生孩子落下了一身病，醫生沒
少看，藥沒少吃，錢花的更是不
少，可病痛依舊。在朋友的推薦
下，她煉了法輪功，誰知一煉竟將
病煉沒了，從此他們夫妻倆對法
輪功心服口服，對法輪大法由衷
敬重。
船上的宣傳欄裏，政委不知
從哪裏摘抄了一段誹謗法輪功的
話，陳林每次看到都感到心裏不
舒服。他曾和政委及船上的兄弟
們談過法輪功，談煉功使身體如
何受益；天安門自焚是怎樣一場
騙局；真善忍應該是人類所推崇
的；鎮壓法輪功是一大錯誤；政
府應該把精力用來懲治腐敗，發
展經濟上，而不應當迫害修善積
德、返本歸真的善良人；李洪志
老師傳法輪大法是救度眾生的；
相信法輪大法好會給人帶來福份
等。
日子過得飛快，轉眼三個月
過去了，然而船行海上風浪隨時
會有，危險與幸運並存。
10 月 11 日，他們的船在渤

特殊時期見聞錄
有一天，監室來了一個大商
人，姓徐，原來在北京市政府工
作，現在他棄政從了商。
沒事閒聊，他向我打聽天安
門自焚事件。他的政治觀念很強，
我沒直接表明我的看法，問他：
「您看過中央電視臺的《焦
點訪談》嗎？」
他說看了，我對他講：「政

府硬說自焚者是法輪功修煉者，
但國外法輪功修煉者不承認自焚
者是法輪功修煉，要求國際上組
成第三支力量到中國進行獨立調
查。中國政府不允許，推說是內
政。
」
接下來，我給他講遠近鏡頭
的問題。 「從《焦點訪談》看，
自焚錄像有遠景有近景，遠景可

來自天安門廣場的監控器，近景
則不可能來自監控器。
」
他贊成我的分析，我接著給
他講。 「中國官方最先說錄像是
從外國記者手中獲得，可外國記
者說他們根本就沒錄上，剛準備
錄就被在場的警察帶走了，關了
很長時間，中國官方後來又改口
說天安門廣場監控器。
」
停了停，我接著給他分析，
「監控器不會移步換景的，作為中
國官方的發言說不通。尤其是王
進東的畫面還錄了音，天安門廣
場那麼哄鬧，10 米以外肯定不能
把音錄得那麼清楚。」
他是個有頭腦的人，微笑著
點了點頭，問我：「那你的看法，
自焚者是不是煉法輪功的？」
我說：「不管是不是煉法輪
功的，中國政府在這件事上肯定
做了手腳。」
「你的思路很好，我贊成你的
觀點。 這麼著吧，出去之後，我
請你給我的員工講課，我招聘
你。
」
我們倆人都笑了。

因，有的說是喝酒過量，有的說
與女人有關，只有我們內部人知
道，他太猖狂了。說他是報應，
也有人不相信，連宋福民自己都
一次來到一位警察家裏聊到 十五日，也就是鎮壓法輪功後的 不信，可他還是死了，到死他也
法輪功。警察說:「其實許多事情 第五天。他多次在公開場合不僅 不知道為甚麼？」警察說到這
就擺在眼前，可別人都不相信，只 詆譭法輪功，還惡毒謾罵李洪志 裏，嘎然而止。
宋福民之死傳遍了整個南
有內部人才知道是怎麼回事。在 老師。當時有許多法輪功學員都
我接觸的法輪功人員當中,有兩 告誡他不要罵，你罵了要遭報應， 寧，自治區黨委書記親自下令查
個人是印象最深的。他們的治病 可他不相信，公開說：讓他來報 明死因。法醫檢查屍體，發現他
過程聽起來像神話，可全是真的， 應我吧。結果就在當天晚上，身體 臉色烏黑，像被雷劈過一樣，模
左鄰右舍都親眼看見。」警察還 好好的宋市長離奇病死，死前沒 樣很猙獰。謗佛的人必遭天譴，
善惡有報是天理。
說:「法輪功能治病我們都知道。 有任何徵兆。
文/明哲
文/辛迪
所有的人都在議論他的死
在柳州，幾乎所有煉法輪功的人，
都是因為患了重病，或者疑難雜
症，醫院治不好了才跑來煉功的，
而且大多數還真的煉好了，這倒
是事實，誰也不否認。不過，真正
讓我們感到震驚的，感到心有餘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氏集團開 不管，家庭貧困。經當地政府教育 怎麼回事，不久在遼寧電視臺、中
悸的，還不是法輪功能治病。
」
「那 始非法鎮壓法輪功，各地誣蔑宣 轉化，決心今後不煉了。當地政府 央電視臺新聞節目中，養豬、養雞
麼是甚麼？」我不解的問。他說: 傳也紛紛跟上。遼寧省鐵嶺市昌 幫他發家致富，培育玉米種、栽土 現場都說成是張殿國家的，說是
「你知道宋福民怎麼死的嗎？」
圖縣寶力鎮尹家村 7 組的村民張 豆、養豬、養雞」
。
他不煉功後的「巨變」
。
宋 福 民 是 原 柳 州 市 的 副 市 殿國（音）
，曾煉過法輪功，因害
當 時電 視臺 記者在 他家 錄
電 視臺 人員 為完成 上級 任
長，後提拔為南寧市市長，年輕有 怕當地不法人員的迫害，在 99 年 像，張殿國手裏拿著一大白地瓜 務，搞誹謗法輪功的宣傳，可謂費
為，前途無量，幾年前突然暴病而 11 月中旬違心答應配合遼寧電視 當成土豆（因當時沒大土豆），用 盡心機。遼寧電視臺、中央電視臺
亡，在當時的廣西曾引起轟動。警 臺、鐵嶺電視臺和當地縣、鎮、村 以說明當地政府怎麼幫助培植出 「地瓜當土豆」的「新聞」荒唐又
察又接著說：「如果你注意一下 的惡人進行造假宣傳。
了「大土豆」
。記者又到前院於永 離譜，此事在當地老百姓中引起
他的死亡日期，也許能知道為甚
造假內容大致如下，說張殿 生家，拍攝養豬現場，到村長家拍 轟動，成為笑柄，都說：「今後咱
麼。他死於一九九九年的七月二 國「煉功後不務正業，種地荒了也 攝養雞現場。當時圍觀群眾不知 可別相信電視了。
」 文/李林

【天理昭昭】

市長離奇之死

地瓜當土豆 造假「新聞」成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