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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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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法轮功，又称法

轮大法，是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

乘修炼大法，至今弘传世界一百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九九二年，李洪志先生率

弟子参加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

他挥手间让无数患者脱离苦痛。

李大师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

学進步奖”、“特别金奖”及

“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法轮功著作《转法轮》被翻

译成 40 种文字，是世界上被翻

译成各国语言最多的中文著作。

李洪志先生被世界组织誉为“世

界精神文明领袖”，被评为“百

位在世天才”之首。 

至今，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先

生获国际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400 多项，赢得了世界各族裔

民众的爱戴和尊敬。每年五月十

三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

（是李洪志先生当年传法的日

子），以此纪念和感恩他给人类

带来的光明和希望。◇ 

▲2017 年 5 月 12 日，57 个国家
逾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纽约曼
哈顿主街，以大游行的方式庆祝
世界法轮大法日，场面壮观。 

2022 年 2 月 27 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布碌崙举行大游行，声援 3 亿 9000
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 条幅上内容：九字真言避大难  退出中共保平安   

【明慧网】年轻有为的音乐人

Joseph 毕业于著名的美国伯克利

音乐学院、电影配乐专业，现居纽

约。2008 年年末，在国内时的

Joseph 得了大叶性肺炎。下面是

他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所谈。 

 “当时拍片子一检查，我的

肺部 75%就化脓坏死了。后续更加

严重。” 

“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它只能

靠自己的免疫系统把它慢慢地排

掉，以及抵抗和排除入侵的细菌和

病毒。所以它的死亡率能够达到超

过 60%。” 

“后来呢，我连呼吸一点气的

时候，就已经剧痛了，已经呼吸不

下来了。我想我二十多岁，人生不

会就这么戏剧性地结束了吧？” 

“一天，我的女朋友和她的妈

妈来到我的病床前，她全家人都修

炼法轮功。她跟我说：你一定要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当时我很怕呀，因为中共对

法轮功是打压的。我就默念吧，从

早到晚，不知道念了多少遍。” 

“那一天，我正在默念着，就

感觉从未有

过的温暖，

全身每个细

胞就像在春

天来临时万

物复苏的感

觉，身体舒

服安静。肺

部不疼了，

呼吸也不困

难了。” 

“然后我就开始吐痰，几天

间吐了好几碗黑色的浓痰，每次

吐后病情马上好转。” 

“一周之后我就出院了。一

般得了这种大叶性肺炎，肺部会

化脓会积水，会留下后遗症——

坏死结疤。但一个月后我回医院

复查，肺是透明透亮，医生怀疑

他是不是拿错了单子？” 

在采访结束时，Joseph 告诉

记者：“如今大陆国内爆发的病

毒，也是很严重的肺炎了，我也

建议大家能够试一试，诚心念一

下‘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真的奇迹就会发生！”◇ 

音乐人 Jose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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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云

南报道）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为

了避开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在

前中共头目江泽民的直接命令下，

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

功的机构——“610 办公室”。自

中央以下，“610 办公室”遍及全

国城市、乡村、机关、学校。该机

构从成立、组织结构、隶属关系、

运作和经费的各个方面都打破了中

共和中国政府的现有构架，并有超

出中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和任

意使用的资源。该“610 办公室”

也成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私人指

挥系统和执行机构。这个不具任何

法律依据的组织在性质上与纳粹德

国的“盖世太保”和中国文化大革

命时期的“文革小组”相似。 

中共自一九九九年开始迫害法

轮功，至二零二一年，二十二年

来，云南省“610”追随江泽民集

团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

恶，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最少

有两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上

千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参加各种

“洗脑班”，云南先后有 560 名

（651 人次）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

刑，468 名法轮功学员被劳教；63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以下是云南“610”迫害法轮

功所犯下的部分罪恶。 

一、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执意迫
害法轮功 

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佛家修炼

大法。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由

李洪志师父传出，至今法轮功已弘

传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

湾、香港、澳门），有上亿人修

炼。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

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广为流

传，深受全世界各个民族的青睐，

许多众生因此而得到救度。 

真、善、忍宇宙大法的弘传同

时也触动了一切负面的因素，尤其

是以假、恶、斗残害中国百姓的中

共邪党，和一个最无正念理性，

蠢、恶、坏、奸、丑、显示、妒

忌、遇事胆小如鼠之人形大丑的党

魁江泽民。他与中共魔鬼相互勾结

利用，妄图铲除法轮功，于是发动

了这场历史上迫害时间最长、且系

统的、手段最残忍、最卑鄙的，甚

至出现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历

史上最大的罪恶，令天地震怒！从

中共党魁提出“要战胜法轮功”那

刻起，神就将中共钉在了历史的耻

辱柱上，所以“天灭中共”是历史

的必然！ 

1、江泽民为打压法轮功首先

在云南做舆论造势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五”日，万

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发生后

刚过三天，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

日，中共党魁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

成员、副总理、后来的“处理法轮

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李岚清，中

共组织部长曾庆红等，窜到云南参

加“九九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式”。江泽民在此期间，背着中共

政治局另外六常委，曾多次分别在

云南省党、政召开的会议上和接见

军队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对法轮

功进行大肆造谣、诬陷、诽谤。 

随后云南省委于一九九九年

“七一”前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部

门、各单位以党支部为单位召开民

主会，学习江泽民《关于法轮功问

题的重要讲话和批示》，并在当时

开展的邪党“三讲”活动中把对法

轮功的态度作为必须讲的内容来

讲，可见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运

动，是江泽民早就有预谋的，完全

是江泽民以自己的意愿，与中共相

互利用一手挑起的。 

2、为打压法轮功做组织准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前，中

共云南省委也成立了由云南省委副

书记王天玺任组长；政法委书记秦

光荣、副省长梁公卿为副组长；十

九个政府部门负责人参与的“处理

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主管迫害

法轮功的运动。并且成立了以陶国

相（副主任代主任）为首的“610

办公室”，同时各地、州、市、基

层单位也相应成立了“610 办公

室”，全面负责迫害打压法轮功的

日常工作。 

3、绑架各级党、政部门行恶 

“610”外表上是一个挂在政

府系统的行政部门，实质上中共党

魁江泽民与中共给予其无限的权

力。它凌驾于《宪法》之上，指挥

各级党和政府部门、公、检、法、

司、军队、民主党派、群众团体、

各种协会、街道办事处、农村村委

会，甚至劳教所、监狱，一同迫害

法轮功。 

二、迫害法轮功的邪恶运作方
式 

“610”具体执行江泽民对法

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

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

政策，在精神上为了迫使法轮功学

员放弃信仰使用了包括强行“洗

脑”、送进“精神病院”等手段；

为了在经济上搞垮，采取了开除公

职、扣发退休金、罚款、抢劫私人

财物等办法；为在肉体上消灭，

“610”人员直接操控指挥警察、

武警，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绑

架、关押、并非法劳教、判刑，直

至迫害致死；直接操控指挥洗脑

班、劳教所、监狱、对法轮功学员

用强行堕胎、高压电棒击、钉竹

签、“坐小凳子”等酷刑折磨、活

体摘除器官等等古今中外闻所未闻

的暴行，与当年的法西斯相比有过

之而无不及。 

三、强迫“转化”妄图摧毁法
轮功学员的意志 

四、610 操控公、检、法、
司迫害法轮功 

五、敏感日对法轮功学员进行
骚扰、绑架 

六 、 610 将 黑 手 伸 向 劳 教
所、监狱 

七、结束语 
以上揭露出的只是云南中共

610 二十二年来迫害法轮功犯下的

罪恶的冰山一角，其罪恶罄竹难

书。（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