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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7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一名年轻的优秀教师如
同亿万法轮功修炼者一
样，亲身感受到了法轮
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的祛
病健身功效。 

【明慧网】我 22 岁大学 

毕业后，进入了一所名校当 

小学教师。我工作上顺风顺 

水，工作第五年时，成为单位 

最年轻的骨干教师；第六年，我获

得高级教师职称；工作不到十年，

被评为区里的优秀教师；这期间，

还获得了教育硕士学位。学校在职

教师近三百人，我已经成为佼佼

者，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像。 

在自己春风得意之时，身体却

亮起了红灯。2016 年夏天，我先

是胃疼，一吃饭就胃疼，所以吃不

下饭。睡不好觉，刚睡着，就被胃

痉挛疼醒。病痛的折磨与工作的压

力，我又患上了抑郁症，自己身体

哪都不舒服，天天就想着往医院

跑，买药、做各种治疗。做治疗

时，还出现了医疗事故，腰椎神经

受到破坏，每天腿疼的睡不着觉，

走不了路。我的身体迅速消瘦，上

不了班，只好请假回家治病，尽管

我天天吃药，频繁的到各种医院看

病，但身体却越来越差，我脸色姜

黄，妈妈每天伺候我，心灰意冷。 

后来，我到大姨家静养，妈妈

修炼法轮功，她给我带上了《转法

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

籍）。妈妈对我说：“只有大法能

救你，到大姨那能看一页书（《转

法轮》）就看一页书。”我心里想

着自己的病，每天吃药、躺着，一

页书都没看，身体每况愈下。 

一天，大姨的好朋友来串门，

她也是一位大法修炼者。她听说了 

我的事后立刻来到我睡觉的屋，她 

进 屋 的

一刹那，我也不 

知是哪来的力量，一下

子站起来，走到她面前。她说：

“修炼法轮功吧，只有大法能救

你。”这样我就跟着她炼功了。第

二次炼静功我双盘坚持了一小时

（法轮功第五套功法，盘腿打

坐）。炼完功后，感觉身体轻飘飘

的，医疗事故引发的腿疼消失了。 

我看《转法轮》和坚持炼功，

两周之后，我胃疼的症状消失了，

吃饭香了，不用妈妈伺候我了，我

还能给妈妈做饭。在这期间，我没

吃过一粒药。我身体康复后随即去

学校上班了。 

走入法轮功修炼后，我自己仿

佛变了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高兴，

人一下子精力充沛了。自从复岗到

现在，我身体状况很好，在完成自

己的工作后，还能主动去帮助同事

完成工作，让同事、学生、家长，

更多的人感受到修炼人的善。 

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大法 

的真实经历，是法轮大法让 

我绝处逢生！我感恩慈悲的师 

尊。这次经历，我明白了为什 

么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如此 

残酷、疯狂的迫害下，中国大 

陆还有那么多人在坚持修炼法 

轮大法，法轮功学员为什 

么坚持讲真相的原因了， 

因为法轮大法太好了。  

我真心希望有缘人都 

能来了解下法轮功真相。 

◇文/大陆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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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五月三

日上午，平度法轮功学员徐桂云正

在家和自家厂子的两位技术员（未

修炼法轮功）谈技术问题，以一姓

王的人为首的六一零（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组织）、公安国保、城关派

出所共十人，象土匪一样，闯入她

家，到处乱翻，随后将徐桂云和两

位技术员一同劫持到城关派出所，

问情况后，放两位技术员回去了。 

期间，警察还威胁恫吓技术人

员不准和学法轮功的人打交道，赶

走了技术人员和教授。从此，徐桂

云的厂子开不下去了，被迫停产。 

徐桂云被劫持到平度看守所非

法关押 10 多天，青岛看守所 10 多

天，在青岛洗脑班被非法关押，强

制洗脑一个月。  

在徐桂云被关押期间，其丈夫

和孩子各被勒索 7 万多元现金。◇ 

张堂江，男，今年六十六岁，家住青岛平度市旧店（祝沟）镇祝沟前村。二零二一
年六月四日上午九点左右，平度市政法委人员和祝沟镇派出所警察将张堂江绑架到祝沟
镇派出所非法关押，并非法抄家。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黄岛区法院非法庭审张
堂江。三月三日，张堂江被黄岛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 

  ▲张堂江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六月四

日上午九点左右，平度市政法委人

员闯进张堂江家后，叫来祝沟镇派

出所警察将他绑架到祝沟镇派出所

非法关押，并非法抄家。二零二一

年七月二日，张堂江被青岛平度检

察院张正夏非法批捕，后由祝沟派

出警察所劫持到城阳看守所，非法

关押了半个月。现在张堂江被非法

关押在平度门村看守所。  

法院人员称：“成年人开庭不
通知家属”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前

后，家人通过 12368 电话询问青岛

市黄岛区法院，说是没查到张堂江

的案件。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一日，

家人得知张堂江竟然已于大约一周

前被非法开庭。当庭没有宣判。下

午 3 点左右，家人给黄岛区法官欧

晓彬打电话，询问关于张堂江被非

法开庭一事。欧晓彬称：张堂江自

始至终态度很坚决，不认错，更不

认罪，不配合。如果配合的话，就

轻判等等胡话。张堂江的家人说，

我查过了，十四种邪教中根本没有

法轮功。欧晓彬问：你是党员吗？

这个是一九九九年就“定性了”

（注：至今中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
律 ， 都 没 有 认 定 法 轮 功 是 “ 邪
教”。“邪教”之说，出自于 1999 
年 10 月 26 日江泽民接受《费加罗

报》记者的访谈，第二天《人民日
报》跟风发表评论员文章。然而，
个人讲话和媒体报导不是法律。江
泽民的上述行为是违法的。）。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日上午

11 点半左右，家人再次给欧晓彬

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自称是书记

员，姓尹（男）。家人问什么时候

开的庭？尹说，这个具体时间真的

记不清了，应该是上个周。家人又

问：你们开庭为什么不通知家属？

尹回答：“这个啊，成年人开庭不

通知家属。” 

事实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张堂江被非法视频开庭。

非法庭审大约半小时左右，就匆匆

结束。张堂江拒绝了中共邪党人员

指派的所谓援助律师，坚称自己无

罪。当庭没有宣判。 

法官故意隐瞒庭审结果 

二零二二年一月七日上午，律

师视频会见了张堂江，按照家人的

要求，律师提醒张堂江，如果对判

决结果不服，一定记得在下达非法

判决书十天之内，提起上诉。 

三月八日，张堂江的儿子给法

官欧晓彬打电话，询问非法庭审结

果，欧晓彬故意不告诉家人，声称

无法确定他儿子的身份，让他儿子

亲自到黄岛区法院查询结果。 

黄岛区和平度市是青岛市的两

个市区，相隔大约 130 公里，开车

约需要 1 小时 50 分钟。而且三月

八日前后，正值青岛地区中共病毒

疫情爆发，青岛各区市都严禁互相

进出，欧晓彬却故意为难家人，致

使家人因不能及时得知非法庭审结

果，错过了请律师为张堂江提起上

诉的机会。 

张堂江家人就时刻关注着非法

庭审的结果，多次给欧晓彬打电话

询问，欧晓彬都不告知家人结果。 

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家

人再一次给欧晓彬打电话，欧晓彬

再一次拒绝透露非法宣判的结果。 

直到二零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上

午，律师给平度门村看守所打电

话，看守所人员才告诉律师，张堂

江已经于三月三日被非法判刑四

年。看守所却没有查到张堂江的上

诉记录，家人对此感到疑惑不解。 

五月二十五日，家人到平度看

守所要求会见张堂江，平度看守所

以“疫情”为由拒绝家人会见。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

颠倒了是非善恶，各级司法机关明

目张胆的对法轮功学员不讲法律，

警察抓捕、入室抢劫、勒索钱财；

甚至检察院、法院捏造罪证、罪名

构陷，给广大法轮功学员和家庭造

成了重大伤害，而且也给国家和人

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在未来法制昌明之时，所有参

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面临未来

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