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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法院庭长暴病身亡  
漯河市郾城县法院刑庭庭长李德顺

于 2000 年冬非法判刑两名大法学

员 一个三年 一个五年 2002 年

3 月底 李突然暴病身亡   

天津 当场报应一例 
下伍旗乡良官屯 一群人正围着张

贴的大法真相材料在看 人群中有

人要撕 有人劝阻不要撕 否则会遭

报应 真有这种不怕死的人 迷而不

醒 伸手就揭 并说了一些不应该说

的话之后 此人竟在大庭广众之下

当即倒地毙命 此事在当地几乎家

喻户晓 引起很大震动  

黑龙江 死胎是报应 
安达市公安局一警察因执行恶令

多次进京抓送大法弟子 对他们进

行抄家 罚款 甚至拳打 现已有报

应 怀孕的妻子近日产下两个死胎

河北 派出所长心肌梗塞  
邢台章村派出所所长肖更辰疯狂迫

害大法弟子 2002 年元月肖强行把

学员抓到派出所 在抓人时因学员

不 门 他们气焰嚣张地喊 再不

门就把你们的门砸坏啦  私下

他们说 先抓几个主要的押一押 过

个安稳年 可抓走大法弟子后 他的

胳膊就 始痛 腊月廿八遭恶报 得

心肌梗塞住进医院 仅医药费就花

去 8 万元 人们都说 大过年的非要

抓人家法轮功 自己想过个安稳年

就不想让别人过年 这不自己住进

了医院 真是报应啊   

武汉 每月增生一个肿瘤  
汉阳区江堤乡界牌村秦玉仙 女

52 岁 在汉阳区看守所洗脑班当工

作人员 主动积极配合邪恶迫害大

法弟子 2001 年 10 月她病倒了 经

医院鉴定是恶性乳腺癌 说来凑巧

医生在她的乳房中取出了 12 个肿

瘤 这实属罕见 印证了她在洗脑班

作恶的 12 个月 平均每月增生一个

肿瘤     我们不愿提及人的不幸之

事 因为万事皆有因缘 只是想告诉

人们 善恶有报是万古不变的天

理 其实他们也是江泽民镇压法轮

功的受害者  

□文/李婴  
明慧网 1976 年 7 月 28

日 在中国北部一个叫唐山

的小城 一场 24 万余人死

亡 16 万余人重伤的浩劫

在这里发生 中国的医务工

作者曾对在 1976 年唐山大

地震中遇难脱险的一些人

作过调查 他们多是被房屋

倒塌砸伤埋在废墟下的幸

存者   

    幸存者当中的半数以

上的人回忆说 遇险时不但

不害怕 反而思维特别清

晰 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

无任何恐慌感 甚至有的人

在这危难之际 还有某种欢

乐或愉快的感觉 并觉得思

维过程异常迅速 浮想联

翩 此时 生活往事有如播

放影视 一幕一幕快速地翻

转浮现于脑际 飞逝而过

且内容多是令人愉快的情

节 如童年嬉逗趣事 婚恋

场面 工作佳绩 获奖喜悦

等 这种现象被称为生活回

顾或 全景回忆   

    更有趣的是 近半数人

有意识或灵魂从自身分离

出去的感受 觉得自身形象

脱离了自己躯体 有人将之

比喻为 灵魂出壳 他们

强调自身功能的感觉是在

身体之外的某处空间 而不

是在大脑 并认为其生理的

身躯是无活力和无思维的

甚至有的报告者还称 在自

己生理身体之外的半空中

或天花板上 看到 自身

的形象 这种躯体外的自身

形象也具有某些生命指征

如脉搏 呼吸等 有时还可

返回到自己生理的身体中

去 或同其以某种方式相连

接 与自己生理的身体相比

重量轻 但身高和年龄相

同 也有称当时自己生理的

身体并非健全 如丧失听力

或缺少某个肢体等 而非真

实的身体却不存在这种缺

陷 一被调查者这样描述

当时觉得自己身体分为

两个 一个躺在床上 那只

是个空壳 而另一个是自己

的身形 它比空气还轻 晃

晃悠悠飘在空中 感到无比

舒适   

    约 1/3 的人有自身正

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

的奇特感受 有时还伴有一

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

或被挤压的感觉 称为 隧

道体验 还有约 1/4 的

被调查者体验到 遇见

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形

象 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多

为过世的亲人 有如同他们

一起进入非尘世领域继续

生存 或者是在世的熟人或

陌生人 貌似同他们团聚

其 灵魂 形象常被某些人

描述为是一种 光辉 另

一些人则将其看作是宗教

的 化身   

    同一次地震中的幸

存者王某陈述说 朦胧之

中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只

见眼前出现了一个穿长袍

马褂的男人 他一瘸一拐地

走到我面前 虽然离得很

近 但相貌却怎么也看不清

楚 面部模糊一片 他带我

走进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

我眼前一片漆黑 只觉得身

体在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

行至黑洞的尽头 我才发现

眼前是一个金壁辉煌的地

下宫殿   

    做调查的研究人员从

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得

到 81 例有效的调查数据

他们将其归纳为 种类

型 回顾一生 意识与躯体

分离 失重感 身体陌生感

身体异常感 世界毁灭感

同宇宙融为一体感 时间停

止感 等等 对于绝大多数

人来讲 都能体验到两种或

两种以上感觉的并存   

    唐山大地震幸存者濒

死体验调查中 虽只获得

81 例有效的调查数据 却

是目前世界濒死体验研究

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

81 例受研究者中 有 47例

在濒死体验前后性格有改

变 濒死体验具有思维特别

清晰感的人 性格多变得温

顺 而 遇见 非尘世的人

或灵魂 思维或行为不受意

识控制和被审判感等体验

的人 性格多变得盲目乐观

或急噪 在 死而复生 之

后 绝大多数人对当时的濒

死体验记忆犹新 时隔一二

十年仍刻骨铭心 这些来自

中国的调查结果与世界其

它国家学者的调查惊人地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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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曹吏   庐陵有个法

曹吏 曾揭发一个僧人 歪

曲事实导致他死 备齐了案

卷去州府上报 那一天 他

的妻子女儿在家中西窗下

作缝纫活儿 忽然有两个身

上穿青衣的兵手里拿着文

书从厨房里出来 大声对他

的妻子说

告 诉 你

丈夫 不要

冤屈杀僧 于是走出门去

妻子和女儿都吓出了一身

冷汗 过了半天才走出来

看看大门 门锁着同原来一

样 吏回来了 妻子把当天

的事都告诉了他 吏听后非

常害怕 第二天要偷回案

卷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最

终还是杀了僧 僧人死的那

天 吏就在路途上遇到了

僧 后来吏千方百计设祭坛

祈祷道歉 满一个月终究还

是死了     出 稽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