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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图是秋燕化疗的照片，右图是
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的照片。

女歌手战胜乳癌
33 岁的秋燕(Thu Hien Ta)是
来自越南富特省的歌手和舞台演
员，2015 年生第二个女儿后，被
国家癌症医院确诊为乳腺癌 3
期。两次手术和多次化疗使她脱
发，呕吐，痛不欲生。2015 年 10
月，完成 8 次化疗的秋燕从表姐
那里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秋燕说：“书中讲
述的‘真善忍’原则打动了我，
我的人生观发生了 180 度转变，病
痛带来的恐惧和绝望消失无踪。”
“我开始炼功，身体变得强
健，修炼一段时间后，去军队医
院复查，医生说血液检测结果比
正常情况好很多，真是奇迹！”
医生曾说，秋燕因为治疗用药，
5 年内不能生育。然而秋燕修炼
法轮功后，又生了一个 8.8 磅的
健康宝宝，孩子已经 4 岁了。秋
燕说：“我的医生和亲友都见证
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希望病友们
也能像我一样幸运！◇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100 多国，获
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及支
持信函 5400 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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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7 日上午十点左
右，山西省平定县巨城镇派出所所
长田振华、副所长杨金龙平定县司
法局副局长董虎为、巨城镇副镇长
戈美军（女）巨城镇妇女主任张彩
霞（女），由山西省平定县巨城镇
移穰村副书记邵伊民带领，到法轮
功学员陈桂梅家骚扰，企图绑架陈
桂梅和丈夫一起到洗脑班遭受迫
害，却骗人说包吃包住还开工资。
陈桂梅的丈夫说：“给黄金都
不去。”过程中，陈桂梅给他们讲
真相，一直僵持了一个多小时，他
们才离开。

晚八点左右，移穰村书记李小
胖又独自一人来到陈桂梅家，还是
说上边不让（炼），我们也没有办
法，走走形式就行。陈桂梅一口回
绝，完全不配合。他无奈就走了。
另外，在此之前，也就是
2021 年 9 月 15 日上午十点左右，
巨城镇不法人员就给陈桂梅的丈夫
打电话，骚扰不成，便亲自找到陈
桂梅丈夫所在办事处，见面就说签
字之类的话题，被陈桂梅丈夫痛斥
一顿，这才引来了 9 月 17 日多人
骚扰、企图绑架去洗脑班，但未得
逞。◇

【明慧网】山西省运城市临猗
县政法委、国保等伙同临猗县各乡
（镇）政府、派出所和村委的人对
辖区的法轮功学员“清零”迫害，
不间断地骚扰，要求每个学员必须
去洗脑班接受洗脑“转化”。
7 月 5 号，临猗县北辛乡副书
记樊金星带着乡政府和派出所等一
伙人闯入北辛乡平宜村法轮功学员
姚康强家，强行将姚康强绑架到设
在北辛乡金果宾馆的洗脑班。
洗脑班成员有：政法委 610 主
任王世俊、临猗县原 610 主任李全

洲、国保反某教队长袁建清等人。
在洗脑班强迫观看污蔑诽谤法轮功
的录像，灌输邪党偏执荒谬的强盗
论理。据说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关了
几天，有的关了 20 多天的，意思
就是不签字转化就不让出洗脑班。
因姚康强绝食抗议迫害，两天
后，身体不适，他们才将人送回
家。第二天，知道他在家吃了饭，
身体稍有恢复，又把人架去洗脑
班，躺在那儿听。现在，姚康强被
迫离家出走。◇

共产党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
国的产物，马列是它的祖宗。共产
邪说祸乱人间 100 多年，遭世界唾
弃，全球只剩 4 个共产国家：古
巴、越南、朝鲜、中国。中共建政
后，不断发动政治运动——肃反、
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
迫害法轮功，造成 8000 万中国人
非正常死亡。共产党罪恶累累，面
临天谴。

《九评共产党》2004 年 11 月
问世，从历史、政治、经济、文
化、信仰等层面深刻揭示了中共的
“假恶斗”本质，由此引发退党大
潮。中国人加入党团队时，都发过
为其党献身的誓言，等于把命交给
了它。已有 3.8 亿中国人在退党网
站上声明“三退”（退党团队），
就是废除了毒誓，天灭中共时，不
在天降灾疫中受连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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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高采
凤遭到鼓楼派出所警察绑架
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高采
凤 9 月 24 号遭到鼓楼派出所警察
绑架。
高采凤，女，40 多岁，因发
放真相资料被人打电话举报，被鼓
楼派出所出警绑架，现在已被非法
关押在太原市第三看守所。
山西运城稷山法轮功学员贾国
杰在西安被绑架
9 月 15 日左右，贾国杰在西
安的工作单位被便衣绑架。据说是
被西安那边的警察绑架的。请知情
人能提供更多消息。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北洸乡中
咸阳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山西晋中市太谷区北洸乡中咸
阳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太谷纱
厂张玉兰被绑架到该洗脑班迫害。
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办洗脑班
迫害法轮功学员
太谷区政府 610，在北洸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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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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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村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
太谷纱厂张玉兰被绑架到洗脑班。
山西省运城市法轮功学员王文
霞被骚扰
王文霞，70 多岁，山西省运
城市临猗县三管镇薛家堡村人，原
来患有胆囊炎等疾病，修炼法轮大
法后，疾病不治而愈，身体和年轻
人一样结实。
自中共迫害以来，曾多次被警
察骚扰，被关拘留所、看守所，其
中 2012 年—2015 年，60 多岁的她
被非法判刑 3 年，在榆次女子监狱
被非法关押 3 年。她女儿在运城做
生意，也多次被骚扰、勒索。
运城市政法委骚扰法轮功学

员，因王文霞要照顾 80 多岁的老
太太和 60 多岁的半身不遂的亲
戚，所以他们派了几人到她家吃
住，“转化”迫害她，饭由她们村
的大队提供。
山西省平定县法轮功学员梁喜
棠家被骚扰
三月二十四日，山西省平定县
娘子关派出所副所长董向东，带着
两个警察和大队的副主任和委员，
到坡底村法轮功学员梁喜棠家骚
扰。他说：你们家贴的都是法轮功
（相关的信息）。他还问梁喜棠有
没有电脑，有没有打印机，上不上
网，家里有没有车，孩子干什么，
丈夫干什么。他们还招呼院里的人
说，进来、进来人多点。他们给梁
喜棠照相，梁喜棠不让他们照。他
们说是在工作，照相是在汇报。
山西省太原市政法委 610 骚
扰法轮功学员申国胜及家人
6 月 23 日和 25 日，太原市政
法委 610 张小鹏和犹大武梅等 4 人
在社区人员陪同下到太原法轮功学
员申国胜家骚扰，进行所谓的“解
脱”“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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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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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