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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是寰宇焕发光彩

的一天。 

30 年前的这一天，李洪志大

师公开向世人传授法轮大法，将

真、善、忍法理带给芸芸众生。这

一天正是李洪志大师的华诞，于

2000 年被确立为“世界法轮大法

日”，也因此成为全球法轮功学员

的节日。至今，世界各地上亿人听

闻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

路。法轮大法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

健康、和谐和幸福，给他们所在的

国家和地区带来了福祉。 

■大法传出 福益社会 

1995 年 1 月 4 日，《转法

轮》首发式在北京举行，李洪志大

师说：“我把这个东西传出来，高

层次上可以指导人修炼；那么低层

次上可以指导人如何去做人。” 

法轮大法的修炼直指人心，点

明道德与传统的重要性，从最根本

上净化身心，让生命焕然一新。30

年来，上亿各族裔大法弟子遵循师

尊教导，践行真、善、忍，体验着

健康、充实的人生。如此大范围的

人群成为维系道德、推动社会正向

发展的强劲力量。他们的真实故事

彰显了法轮大法的洪恩。 

今天，法轮大法已经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李洪志大师的著作

《转法轮》已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

出版发行，国际社会颁予李洪志大

师及法轮功的各类褒奖、支持议案

与信函合计逾 5400 项。 

1998 年 9 月，一个由医学专

家组成的小组，对广东省 12,553

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表格抽样调

查，结果表明：法轮功的祛病健身

总有效率为 97.9%。原人大委员长

乔石领着 180 多名老干部经过半年

多的调查，上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

的调查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

百利而无一害”。 

■大法学员的感恩 

美国女飞行员泰瑞·摩斯于

1998 年被诊断出罹患莱姆病，饱

受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折磨。1999

年 4 月，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重

获健康。 

泰瑞·摩斯在修炼体会中写

道：“当我第一次读到法轮大法的

书籍《转法轮》时，一直以来困扰

我的那些关于生命及生命存在意义

的问题就有了答案。李洪志先生令

人醍醐灌顶的教导，使我找到了自

我完善的方式，得以体味生命原本

可以如此美好。《转法轮》这本书

指导我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

原则，从最根本上实现返本归真。

在提升我的心性的过程中，我不断

地努力按照这些原则生活，去除消

极的想法、负面的情绪和执着。我

的心灵变得更加宁静。莱姆病顽固

的病痛也奇迹般地消失了。” 

摩斯说：“在过去，如此珍贵

的东西只会私下传承。对于李洪志

大师在 1992 年向公众传授法轮大

法，我会永远感恩。” 

2019 年 12 月 18 日，明慧网

发表了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修炼

体会，作者在工作场所兢兢业业。

一次，单位主管对她感叹道：“人

类要是都炼法轮功，就不用军队、

警察、法院了，那不全人类大团结

了吗？唉，我这员工要都炼法轮

功，这多省心。” 

■结语 

1999 年 7 月中共对法轮功迫

害后，法轮功蒙受了不白之冤，李

洪志大师教导众弟子坚守真、善、

忍，和平理性地讲真相、反迫害。

因此，许多中外学者对法轮功心生

敬佩，赞其重塑中国社会的道德，

誉之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希望。目

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中西方人士

认识到了这部功法的可贵及对人类

社会的意义。法轮大法的传出，被

视为道德下滑的乱世中的一股清

流。文|天韵 ◇ 

▲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法轮功学员在新西兰首都威灵顿举行庆祝世
界法轮大法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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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

安徽报道）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

统计，二零二一年，安徽省法轮功

学员至少 296 人次遭到中共各种方

式的迫害。其中：2 人被迫害含冤

离世；36 人被非法判刑；至少 126

人次被绑架抄家；88 人次遭骚

扰；44 人被非法关押洗脑班。 

一、李翠萍遭迫害离世 
李翠萍，女，73 岁，合肥市

肥东县法轮功学员。李翠萍曾经两

次被非法判刑、关进洗脑班迫害，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身体极度虚弱

的她，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被

非法庭审，十二月中旬含冤离世。 

李翠萍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

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患有子宫癌，

炼法轮功时间不长癌症消失，身体

康复。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

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翠萍坚

持修炼法轮功，被两次非法判刑、

多次骚扰、撬门抄家、关进洗脑班

迫害。 

二零零三年，李翠萍被非法

判刑 3 年，关押在安徽省女子监

狱，被强制做奴工、看污蔑法轮功

录像书籍、受到同监舍犯人非人的

折磨。 

二零二一年九月上旬，李翠

萍到银行取款时，再次被绑架，关

押到洗脑班迫害十几天，身体非常

虚弱被放回家。二零二一年九月二

十四日，合肥市蜀山区法院非法开

庭的当天，身体极度虚弱的李翠

萍，不能走路，被几个警察强行抬

到车上，绑架到法院。李翠萍被枉

判 3 年零 10 个月，后来检查身体

不合格，监狱拒收。二零二一年十

二月中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李

翠萍在肥东老家含冤离世。 

二、十一人遭非法判刑 
二零二一年一月至十二月

间，安徽省至少有 32 名法轮功学

员遭中共非法判刑。目前除已知确

切被非法判刑的 26 人外，还有 6

人刑期情况不明。以下是合肥部分

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简况: 

1、舒玉莲，女，60 多岁，合

肥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 1 年

（缓期执行）。 

2、何维林，年龄未知，合肥

蜀山区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邪党非

法判刑 2 年 10 个月。 

3、康启惠，女，年龄未知，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4 年

半、勒索罚款 8000 元。 

4、汤菊章女士，55 岁，合肥

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1 年。 

5、葛玲珍，女，60 多岁，合

肥市法轮功学员，被冤判 1 年 6 个

月。 

6、王敦龙，男，64 岁，被非

法判刑 2 年 4 个月，处罚金 4000

元。 

7、陈天霞，女，76 岁，合肥

市法轮功学员，被判刑 10 个月。 

8、江兆英，女，年龄未知，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1

年，罚款 2000 元。 

9、刘惕非，女，年龄未知，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1

年，罚款 1000 元。 

10、胡文业，女，65 岁，合

肥市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1 年

4 个月，缓刑 1 年 6 个月，并处罚

金 2000 元。 

11、郭恩惠，女，70 多岁，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判处管制 1

年，并勒索罚款 2000 元。 

三、被停发养老金，邬月娣
被迫害得流离失所 

合肥市法轮功学员邬月娣

（女，70 岁左右）因坚持修炼法

轮功，于二零一零年期间被中共法

院非法判刑。二零二零年十月，合

肥市社保局养老金管理中心停发了

邬月娣的养老金。 

二零二一年一月九日，邬月

娣在银杏园小区门口往电动车筐里

放资料时，被车主发现报警，遭到

合肥市公安分局包河分局望湖派出

所绑架，并抄家，抢走师尊法像和

许多真相资料。没过几天警察多次

上门骚扰，造成邬月娣老人有家不

能回，在外流离失所。 

四、部分合肥法轮功学员遭
绑架 

据明慧网统计，二零二一年

中共在安徽省至少绑架法轮功学员

126 人次，部分法轮功学员遭中共

恶警绑架的同时被非法抄家、非法

关押，其中一些学员被非法批捕或

取保候审等。其中合肥市法轮功学

员孙以淑在半年内两次被恶警绑

架、四次被抄家。部分案例列举： 

1、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

日，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赵荣花被合

肥市瑶海区大兴镇派出所绑架。 

2、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下午，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赵

荣花（女，80 多岁）被绑架。 

3、二零二一年九月三日，合

肥市法轮功学员王可珍从安徽女子

监狱结束一年两个月冤狱，出狱

时，被合肥市肥东县众兴乡中共人

员绑架。 

五、遭骚扰的合肥法轮功学
员 

六、被关洗脑班迫害的合肥
法轮功学员 

自古以来，历史上所有迫害

正信的暴政无不以自取灭亡而告

终，中共如何能例外？邪党对法轮

功的迫害也必将遭到天惩解体灭

亡。现在很多人都看到：中共气数

已尽，大势将去。 

目前全国各地的疫情来势汹

汹，病毒蔓延，数十万人被感染。

仅上海中共就已经束手无策，所谓

的“清零”政策泡汤。此番疫情就

是在警示那些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

的人们，赶紧弃恶从善，抛弃中共

邪党，加入三退大潮，才是自救的

唯一办法。 

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希望

每一位世人都能够认清中共邪党，

停止迫害法轮功，远离邪恶，给自

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