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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22 年 5 月 7 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
法日，恭祝师尊生日快乐！    ◥右图：加拿大政要们和法轮功学员一起高呼：“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 71 岁华诞。 

2022 年 5 月 7 日，加拿大多

伦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多伦多市政

厅广场举行集体大炼功、文艺表

演、教功、游行等庆祝活动。中午

期间，加拿大数位政要和法轮功支

【明慧网】法轮大法由李洪志

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长

春传出，目前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和尊敬，修者有上亿人。 

今年 5.13 是法轮大法弘传世

界 30 周年纪念日，是第 23 届世界

持者到场 发言祝贺，赞扬法轮功

学员二十多年反迫害的坚韧不拔。 

多伦多市政府晚上还为这次庆

祝活动亮彩灯，在市政广场上的

“TORONTO”标志物，亮起黄色、

蓝色和紫色的彩灯，来庆祝法轮大

法传世三十周年。◇ 

多伦多市府亮彩灯庆大法日 政要祝贺 

青岛 76 岁王德同被警察绑架约
两个多月 

青岛法轮功学员王德同，男，

76 岁，失踪约两个多月了。后得

知被青岛警察绑架，关押在什么地

方不知道。王德同曾在 2013 年 7

月 14 日上午 10 点半左右，在黄岛

区朋友家，被黄岛区国保大队和黄

岛区长江路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

法刑事拘留关押在黄岛看守所。 

青岛智晔晴被构陷至法院 

青岛法轮功学员智晔晴，在

2021 年 11 月，向民众讲真相，贴

真相不干胶被监控拍照，被市北区

公安警察绑架。当时因出现血压高

症状，被办理所谓取保候审，在青

岛市北区公安国保大队的构陷和操

控下，2022 年 4 月 22 日，智晔晴

被市北区检察院非法传唤，迫害智

晔晴案件现已移交至市北区法院。 

青岛胶州赵有芹被冤判三年半 

青岛胶州法轮功学员赵有芹，

于 2022 年 4 月 24 日被黄岛法院冤

判三年半，赵有芹不服，欲上诉。 

青岛孟凡琴被非法关押三个月 

青岛市市南区法轮功学员孟凡

琴，在 2022 年 2 月 17 日左右，在

街上发真相小册子救人中，被不明

真相的人举报，被市南区八大峡派

出所警察绑架。孟凡琴现被非法关

押在青岛市市南区常州路 32 号青

岛市“法制教育基地” (实为强制

洗脑班)，已将近三个月了。  

青岛侯秀香被警察绑架   

2022 年 4 月 28 日下午，法轮

功学员侯秀香在青岛市市北区讲真

相，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同安派出所

关押，第二天下午侯秀香回家。 

青岛张培爱被构陷到检察院 

青岛法轮功学员张培爱，今年

74 岁，家住市北区海湾花园 7 号

楼 902 户。4 月 24 日上午向民众

讲真相，被不明真相人举报，现被

非法关押在镇江路派出所，目前迫

害张培爱的案件已送检察院。  

张培爱是 2004 年知道法轮功

真相后，开始修炼的，修炼后多年

的顽疾消失，精神上的痛苦得以解

脱。为了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美好

的真相，三次遭警察绑架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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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到公安局长家做月嫂 

【明慧网】有一年，公司介绍

我去一位公安局长家做月嫂，他的

儿媳剖腹产下了一个女婴。孩子有

心脏病，一家人心里闷闷不乐的。 

每天早上，我到他家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微笑着和小宝宝打招

呼，然后用洗过的湿巾（不洗，上

面有酒精，刺激婴儿娇嫩的皮肤）

给她轻柔的擦拭面部，耳朵，再用

棉棒一丝不苟的清理眼角，鼻子边

等。我和产妇交流育儿经验，我常

在宝宝耳边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这时，她的小脸会显现

出高兴的样子。 

因为产妇心情不好，我就尽量

开导她。我说：“有病不可怕，可

怕的是不相信神佛。我是修炼法轮

大法的，你要是诚心敬念九字真

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孩子的病一定会好的。就看你信不

信了。”她说：“为了孩子，我

信！”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

修炼功法，现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广受到称赞。‘天安门

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

中共迫害佛法修炼人必遭天谴，天

理不容，天灭中共是天意，入过党

团队的人，就是中共的一员，就跟

着遭殃。你退出，就平安了。你把

团员退了，保平安吧。”她很听

话，退出了团、队。随后她就念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局长的妻子经常跟我说她身体

上这里疼，那里疼的。我说我曾经

是一个饱受 16 年腿痛的关节炎患

者，修炼了法轮大法，无病一身轻

了，现在身体好，能干这么多的活

儿。通过我在她家的所言所行，她

明白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很认

同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好。她答应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

真言，并退出了党、团、队组织。 
在他家服务期间，局长的八十

多岁的老岳母生病住院了。我知道

后，就把她的病号饭和产妇的饭一

块做了。我为老人着想，给她做的

都是比较软烂的饭食。我做每顿饭

一般都不会重样儿，营养均衡，荤

素搭配，色彩搭配。有产妇吃的，

就有她吃的。我用心给老人做了十

多天，直到她出院为止。   

老太太深受感动，出院后，她

给我们家政公司写了一封感谢信。

公司宣布我为“金牌月嫂”，给我

涨了工资。我深深的知道，没有法

轮大法的教导，我做不到这些。  

我的工作结束了，公安局长亲

自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我给局

长讲法轮功真相，他说他都明白，

我问他：“大哥，您在这个位置

上，怎么对待法轮功？”他说：

“听上边的安排。” 

我说：“您听上边的，就是毁

了自己，历史证明，每次运动之

后，中共都要抛出一批替罪羊，原

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执行毛泽东

的命令迫害老干部。文革结束后，

刘传新畏罪自杀， 积极参与整人

的 793 名警察和 17 名军管干部被

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其后一纸“因

公殉职”欺骗家属了事。”劝他从

心里退出党，在天谴时不跟着中共

遭殃。他只是笑而不答。 

几年后，局长的儿媳生了第二

胎，我再次被他家邀请去做月嫂。 

第二次踏进局长的家门，我看

见客厅里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蹦蹦跳跳的，很健康的样子，孩子

甜甜的喊我：“奶奶！”这就是我

上次照顾的孩子。一次在和局长妻

子聊天时，我说，为了你们家平

安，为了大哥好，快让大哥把党退

了，保平安。天灭中共，不是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她说：“我劝劝

他，让他退。”第二天，局长妻子

就拿了一张写有名字纸递给我说：

“他同意退了”我很高兴，局长为

自己和家人选择了好的未来。  

感恩师父教我做一个道德高尚

的人，在世风日下的社会中，不看

重金钱名利，出淤泥而不染。用自

己的技能造福更多的家庭。◇ 

我做月嫂工作十年，按着法轮

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勤恳、周到的服务和用心做好每

一道菜、每一锅汤、每一份面点，

呈现在产妇面前的是色、香、味俱

全的美味佳肴。我在赢得客户信赖

与赞许的同时，也把法轮大法的美

好和保平安的真相传递给客户了。 

下面我从众多的故事中选取一

个，与大家分享。 

 

文/山东大法弟子 

法轮功到底怎样？法轮功学员

自己有亲身体会，谁也骗不了他

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

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们。有

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

害，而这是 危险的。 

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

害，却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善恶

有报是天理，自古以来迫害良善者

都没有好下场。法轮功学员告诉人

们真相，就是为了让善良的人们明

白：不要因为听信了中共谎言，受

到蒙蔽和欺骗，而令自己陷于危险

的境地。 

想想看， 

您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您看

过法轮功的书籍吗？您知道法轮功

是什么吗？为什么中共不敢让您看

看法轮功的书籍、由您自己做出判

断呢？ 

再请想想，法轮功学员没要您

一分钱，不图您任何好处，却要自

己拿钱、冒着危险告诉您真相，他 

们有必要骗您吗？要知道，他们唯

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您不被中共谎

言欺骗，为了让您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