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定市清苑区温仁乡法轮功
学员刘小燕被非法拘留 12 天 

保定市清苑区温仁乡罗家营

村法轮功学员刘小燕，2022 年 1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在冉庄镇北

马庄村集市，散发法轮功真相救

人，被人恶意举报到冉庄派出

所。后来得知，是两名冉庄镇政

府人员在十天前，就给在集市讲

大法真相的几名法轮功学员拍了

照片，其中就有刘小燕。 

派出所所长任占龙带队亲自

绑架，当天上午，就将刘小燕送

清苑区公安局，1 月 12 日下午

得知，刘小燕被非法拘留 12

天，现被非法关押在保定市清苑

区拘留所迫害。 

保定市蠡县林堡乡王辛庄法
轮功学员朱彦龙被绑架 

今年 1 月 6 日是南宗村集，

法轮功学员朱彦龙在集上讲真相

救人。大约上午 10 点左右，他

给一个男子（南宗村西南头的

人）讲真相，那男子被邪党谎言

迷惑太深，一把抓住朱彦龙衣服

的领子，一边恶意打举报电话。 

这时朱彦龙还慈悲地给他讲

大法真相，他不听。死死抓住朱

彦龙的衣服不放，直到东闾乡派

出所的警车到来。朱彦龙被东闾

派出所绑架后，被送清苑公安

局，后朱彦龙被非法拘留。 

当日下午两点左右，东闾派

出所副所长兹新立、蠡县林堡乡

派出所一个警察和林堡乡王辛庄

村刘大龙三人来到朱彦龙家非法

抄家。 

保定市曲阳县文德乡法轮功
学员被骚扰 

2022 年 1 月 7 日，河北省

保定市曲阳县文德乡几位法轮功

学员遭到当地派出所警察的骚

扰，更多信息有待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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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完不成任务没奖金 

中共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法

轮功以后，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

20 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声

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

失常，抱孩子跳进白马河。后来，

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 

真实情况是：1998 年 5 月的

一天，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骑

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她的车闸失

灵，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的土坡

上（并没有掉进河里），一周后外

伤痊愈。 

2000 年 1 月 4 日，袁玉阁写信

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我修炼法轮

功是真的，我不小心掉到桥下，报

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自杀。这

是歪曲事实，把“莫须有”的罪名

硬加在法轮功身上，加得上吗？事

后，我对来访记者说：“报道失真，

你得有职业道德。”记者说：“上级

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利诱”是惯用
手段。仅举几例。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

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

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

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

河，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出来发破网卡、讲真相？ 

    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出来发破网卡、讲真相，不是为了自己，而是

为了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法轮功学员从切身经历中知道法轮功能

让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但没炼功的人不知道。假如法轮功学员不站出

来讲真相，人们会被谎言欺骗，跟着共产党对法轮功产生敌对仇视心

理。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像法轮功学员那样的修炼机会，而且很可能会

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作出助纣为虐的事情，影响生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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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一九九八年正

月开始修炼大法的。那天我正在做

午饭，邻居大嫂来找我，说：“听

说有人今天下午到咱们村来教人炼

功，要不，咱也看看去？”我还不

情愿地跟她去了。 

到了那一看，院子里有很多人

都在学功呢！当时也不知道炼的什

么功，既然来了，我俩也就跟着学

起来。学炼了一会儿，觉得身体很

舒服。然后，教功的人说：“明天

大家还来，咱们看师父的讲法录

像。”我想：呀！还有师父呢！ 

第二天吃完中午饭，早早的就

去了，当打开录影机，师父的形像

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顿时觉得师

父是那么熟悉，好像在哪见过似

的，就好像有种亲切感。听着师父

讲法，觉得师父说的太好了，这才

知道我们学的是法轮功。从那天

起，心中暗下决心：就学这个功

了。从此，麻将也不打了，有那功

夫，还不如炼会儿功呢。那时有时

间就炼，觉得日子过得很充实。 

几天下来，看完了师父的讲

法，教功的人说：需要成立一个炼

功点，就是每天都要集体学法，炼

功。正好那年我家刚搬进新房，我

回家和丈夫商量后，炼功点就成立

在我家。丈夫虽然不修炼，但他很

支持我们，主动花钱买来了大放录

机。由于炼功的人都是老年人，看

师父录像时没人会用放录像的机

子，丈夫就操作。从那时，我才觉

得我正式走入了修炼，真正成了师

父的弟子，我是多么的荣幸啊！ 

修炼前，我因做了绝育手术，

落下了腰痛的毛病。整天弯着腰，

直不起来，而且躺着不能超过两个

小时，腰板僵得象根棍子，身也翻

不了，晚上睡觉，就象上刑场一

样。太难受了，只有白天老干这干

那活动着，还算没事。我还有心脏

病，发病时，停跳或早搏，肠胃也

不好等一些疾病。经过学法炼功，

两个月的时间，这些疾病不知不觉

就好了，真是觉得大法太神奇了。 

不但病好了，思想境界也提升

了，做事情总是先考虑别人，以苦

为乐，不再计个人得失。按师父说

的要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我是

师父的弟子，师父给予我的实在是

太多太多，就不在这儿一一说了。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我修炼后发生在

我家人身上的两件神奇故事。 

一九九八年秋天，我家在房顶

上吊玉米，用能盛一、二百斤的大

铁桶装玉米棒。丈夫和外甥在楼房

顶上，我装好一桶玉米，挂到提升

机的钩子上。丈夫准备吊时，发现

钢丝绳出槽了，丈夫用手去弄时，

手还没出来，提升机一下子转了，

只听丈夫大喊：“挤住我手了。”

话音刚落，就听“叭”的一声，大

铁桶落地了。因为大铁桶刚刚离

地，也没咋样。可我一看，钢丝绳

和钩子连接处却齐刷刷的断了。 

我抬头看着丈夫问：“你手怎

么样？”他说：“没事，没事，就

是手指有点发紫。”可是，刚才挤

住手指的地方却凹进去一个深深的

印，那可都是铁的呀！外甥也吓坏

了。等丈夫回过神来说：“这么粗

的钢丝绳，怎么会断了呢？”我

说：“是大法师父救了你，快快谢

谢师父。”丈夫也说：“是大法师

父救了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

法师父。”真是有惊无险。 

孙子五岁那年，一天下午，我

儿子下班回家，我让他看会儿孩

子，我去洗几件衣服。大概半小时

功夫，儿子喊我：“娘，快来。”

我一听他的语气很急，不知发生了

什么。于是，我赶紧进屋，儿子怀

里抱着孩子，脸色很难看，木鸡似

的站着。我问怎么了？他说：“孩

子玩着，我不小心睡着了。他自己

玩时，被电水壶电着了，大小便都

失禁了，手指头也都烧焦了。”问

我怎么办？我想可能是他觉得自己

失责，没看护好孩子，被眼前一幕

吓傻了。我说：“赶紧去医院。” 

乡医院离我家很近，儿子抱着

孩子就走。我拿上钱，追了出去。

走着走着，儿子说：“娘，我走不

动了。”我一把抱过孩子，快速的

来到医院，此时正赶上医生下班。

我截住医生，让他看看，他一看

说：“快找个车，直接送县医院

吧，咱这看不了。” 

于是，儿子赶紧找车去了。我

抱着孩子一遍一遍的求师父：师

父，救救孩子。我一直不停地求师

父。等儿子开车过来，孩子的精神

状态好多了。我安慰儿子说：“别

着急，孩子没事。” 

上车后，我俩拿着孩子的胳

膊，孩子的两个手腕都耷拉着。儿

子担心孩子的手抬不起来。我一路

求师父救孩子。等到医院门口时，

一辆挖土机停在路边，孩子看见

了，用手一指说：“大爪子车。”

我说：“孩子的手没事的。” 

到了医院，医生说：“脚心有

没有洞啊？”不知道，赶紧脱鞋，

看了看，没洞。医生说：“一般电

流会通过人的心脏从脚心穿出，就

怕孩子心脏受伤，要不，你们今晚

就在医院住下，观察观察。”说

完，给孩子消了毒。 

我看孩子精神很好，也一直在

说话，也没有痛苦的迹象，心想：

没事，有师父呢。于是我们就回家

了。到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带着

孩子给师父上香，感谢师父救了我

家孩子。 

孩子的手指有点发炎，隔几

天，就需要换药。从触电到痊愈，

一次都没说过疼。我知道他的痛苦

都是师父给承受了。 

总而言之，我深知孩子的命是

师父给的，用任何语言也表达不了

对师父的感恩！（文／河北省大法

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