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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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身气功热首先在老干

部中掀起。1992 年法轮功传至

北京，很多中央高官、包括赵紫

阳夫人在内的高官家属，都在学

炼。法轮功令人身心健康，功效

神奇，迅速传遍全国。 

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与

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于 1998

年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得出结

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

一害。 

妒嫉心极强的江泽民对此大

为不悦。江泽民习惯用小人之心

猜测别人，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

多，是在和党“争夺群众”。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江泽民执意迫害法轮功，罗

干心领神会，唆使武汉电视台台

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

轮功创始人的电视片，此片在全

国滚动式播出，使无数人对法轮

佛法“真善忍”产生了误解甚至

仇恨。 

这场迫害的原因： 

1、江泽民的妒嫉。  

2、学法轮功“真善忍”的

人多，奉行“假恶斗”的共产党

害怕。 

中共为何 
    迫害法轮功？  

你知道吗？ 
法轮功至今已弘 

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
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
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
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
案和信函超过 5400 项。“真、
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
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国
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2016 年的金秋十月，劫后新

生的二侄女终于喜结良缘。婚礼庆

典中，侄女一袭婚纱，健康俊美，

满脸幸福甜蜜。望着侄女，我的思

绪回到了五年前。 

那时二侄女是几个馒头连锁店

的老板，生意非常红火。为了大把

地赚钱，侄女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连找对象交朋友的事情都无暇顾

及。对于几个姑姑修法轮大法，她

不反对也不支持，但也不相信法轮

大法。她说：“我就相信科学。那

些迷信的东西别跟我讲，我就信

钱 ， 钱 是 最 现 实 的 、 最 万 能

的……” 

2011 年腊月二十三傍晚，忙

了一整天的侄女匆忙回家准备过小

年。途中，一辆闯红灯的汽车，将

侄女撞飞几米远，之后又重重摔在

马路牙石上，当即脑浆与鲜血流了

一地，侄女不省人事。我的大侄女

接到通知来到医院，见到妹妹撞伤

的惨状，差点昏过去。大侄女泣不

成声，跪求值班医生：“我们不怕

花钱，只求把妹妹救活。” 

医生说：“你以为钱是万能的

吗？花钱就能医好活命吗？那得看

病人受伤的程度及存活几率来判断

有没有救治的可能性、必要性。目

前看，你妹妹重创部位在头部，整

个头部几乎全废了，生还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他指着头部继续说：

“你妹妹整个头的颅骨大约二分之

一是粉碎性骨折，很多骨头的碎片

碎渣已插入或者残存在脑子里。血

和脑浆又流失得太多，总之，能不

能救活很难说，即使活下来也是个

残疾人、是个废人……除非有神

助，看她的造化了。” 

在大侄女再三的哀求下，二侄

女被送进了手术室。 

我闻讯后，求助法轮大法师父 

救救我这个侄

女，同时马上

去医院告诉大

侄女及前去的

亲戚们不停地

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 

好”。告诉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

只有大法能救侄女。 

早上八点多，二侄女终于被推

出手术室。医生说：“没想到还能

维持下手术台，这已是奇迹。” 

看见深度昏迷的侄女，我趴在

她的耳边告诉她：“三姑告诉你，

你遭遇了重大惨烈的车祸，现在只

有法轮大法师父能救你，你一定要

相信‘法轮大法好’，诚心敬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你一

定会活过来的。” 

一天天过去了，侄女一直处于

深度昏迷的状态，可是也没有出现

任何不良反应及危险征兆。这一切

反常的顺利令医生护士们感到纳

闷、称奇、不可思议。 

深度昏迷了 29 天后，这天早

晨侄女睁开了眼睛，完全清醒过

来。在场的人万分惊喜，侄子问

她：“小妹，这 29 天中你有什么

记忆？”侄女说：“我听到了姑姑

们在我耳边告诉我的话，我就反反

复复敬念那九个字，一直诚心地

念。我相信，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

帮我解除了危难。” 

亲属们都惊喜不已，医生护士

们更觉得神奇。他们说过去遇到这

种病患最终都是人财两空，即使能

活过来，不是植物人就是残疾人。 

二侄女完全康复了，原本因为

这场车祸的重创，想要降低择偶标

准，而最终，康复的侄女恢复了底

气，选来选去，终于选定了如意的

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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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

龙江报道）黑龙江大庆市杜蒙县法

轮功学员何丽霞，被迫流离失所近

两年，2020 年 11 月回家才 1 个月

左右，再一次被恶警绑架，2021

年 8 月份被非法判刑四年，现在被

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 

何丽霞曾患多种疾病，脾气不

好。自修炼法轮大法后，她身体健

康了，家庭和睦，工作也兢兢业

业，生活得非常开心。一九九九年

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发动了对

法轮功的迫害，何丽霞因讲法轮功

真相，曾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有

一次被迫害差点失去生命。这场迫

害给何丽霞造成家庭破裂，幼小的

女儿在失去妈妈的痛苦中长大。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当地

法轮功学员李明秀家里有事，请何

丽霞帮忙把放学的女儿接到自己家

住；九日早上七点多钟，李明秀去

何丽霞家给女儿送校服，何丽霞此

时送李明秀女儿上学不在家，李明

秀（二级残疾）就站在门口等候。 

大约八点钟，当何丽霞回来走

到门口时，在三、四辆车里蹲坑的

大庆市国保及泰康县林家威、马佰

刚等一帮便衣警察强行将李明秀、

何丽霞绑架，并打劫抄家，随后将

李明秀、何丽霞关押在大庆市第二

看守所。 

当天，大庆市、区、县有六十

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多数被非

法抄家，二十来人被送进大庆市看

守所关押，十多人被送拘留所关

押。 

何丽霞在看守所绝食抗议非法

关押迫害，15 天后出现生命危

险，国保警察找家人签字，办了

“取保候审”。几天后，国保又找

何丽霞，目的是要所谓“走法律程

序”，也就是，图谋对她判刑迫

害。何丽霞被迫流离失所。李明秀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日被非法判刑三

年并勒索罚金二万元。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六

日，何丽霞在回家刚一个多月，再

一次被恶警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杜

蒙县看守所，后劫持到大庆看守

所。 

十二月五日，何丽霞妹妹去看

守所看姐姐，警方不让见面。后得

知何丽霞正在绝食，后期给输液

了。 

杜蒙县公安警察将何丽霞等法

轮功学员构陷到大庆市让胡路区检

察院。二零二一年八月份，何丽霞

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四

年，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女子监狱。 

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

法，教人修心向善，以真善忍的理

念要求自己的言行。在中共二十多

年的残酷迫害下，法轮功学员都是

满怀慈悲地讲真相，和平理性地对

待迫害，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语或暴

力行为。常言道，宁搅千江水，不

扰道人心。对修行人的迫害罪孽深

重。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违反现

行法律，更逃不过天理的惩罚。 

绘画 狱中炼功 
绘画作品展现被非法关押在狱

中的法轮功学员在炼法轮功的第五

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祥和的场

面感染同监室的人。( 作者: 越南

法轮功学员 Duong Minh Loc)  

大庆市采油九厂法轮功学员程巧

云被骚扰 

2021 年 9 月中旬，大庆市采

油九厂法轮功学员程巧云回老家

探望 90 多岁的父母，她丈夫身体

不好，不能随她出行，就把他留

在家里。等她从老家回来后，丈

夫跟她说：你走后三、四天吧，

派出所姓钱的警察穿着便衣，来

咱家敲门。当时，她丈夫六神无

主，即害怕又无奈，不知所措，

门敲得很响，只好给开了门。姓

钱的警察坐在沙发上问：你妻子

在家吗？她丈夫回答：不在。然

后他说：要炼法轮功在家炼，不

要到外面去宣传，要是被人抓住

了，就要影响我们了。还说：你

信吗？她丈夫回答：我不信。从

最后一句问话中，她知道警察在

监控她丈夫的手机，从而监控

她。 

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初春伟被送哈

尔滨女子监狱 

初春伟，女，54 岁，大庆市

十九中老师，2020 年被绑架，被

非法判刑 3 年，上诉被驳回，维

持原判，2020 年末，被送哈尔滨

女子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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