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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浙 江 版 | 第 1 8 6 期 
2 0 2 2 年 5 月 1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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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浙江省台州地区

温岭市现有三个法轮功学员包玲

玲和王梅、锦屏被非法关押在温

岭市看守所，其中包玲玲 80 多

岁。 

温岭市政法委及公安局在市

委书记朱建军主政下，再一次对

法轮功学员迫害。参与迫害的包

括政法委，610，国保，派出

所，街道联合各社区人员。他们

将法轮功学员韩平、林桂连、林

桂来、林惠国、吴美菊、张敏

志、崔春生、颜月初、叶玲玲、

陈君华、曹玉兰等绑架到太平派

出所。石塘镇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到城北派出所审问，坞根镇人员

上门查问，搅的法轮功学员的家

庭不得安宁。被继续迫害的还有

五名法轮功学员林桂连、林桂

来、林惠国、韩平、吴美菊。◇ 

【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

委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

班，强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

班上，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

科长赵玉龙讲真相，告诉他“天

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是栽赃

陷害法轮功。赵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

员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

焚”真相。赵玉龙接过话说：

“‘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

道。这件事发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

公安部紧急通知，说 1 月 23 日

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

发生。”法轮功学员说：“看，

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

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吗？”赵玉

龙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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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是 1996 年开始修

炼大法的弟子。那时，我刚刚大学

毕业，母亲已经开始修炼了，她说

法轮功好，让我也炼，我就跟着去

炼。通过修炼法轮功，多年的胃痛

毛病消失了，再没犯过。后来我参

加了工作，是国家公务员。 

我在遭受冤狱迫害时，单位非

法开除我的公职，丈夫和我离婚。

但是始终无法磨灭我心中对真、

善、忍信仰的坚定信念。因为我遭

受迫害，没有生活来源，我父亲一

直尽力帮助、保护我，父亲承受了

很多，他也因此得到福报，快八十

岁的人，身体很硬朗。 

父亲公司的会计辞职了，我就

兼做了会计，有了生活来源，有钱

能供女儿上学了。后来，公司的经

理要去外地照顾孙女，提出辞职，

父亲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就

让我先交接过来。   

交接时，经理说公司电费卡里

有四千多元是他给客户垫付的，要

求客户把这部分钱还给他。而客户

说经理多收她电费。经核实，确实

是经理多收了客户电费。客户用的

是动力电，动力电有变压器损耗，

电业局除收取正常的用电，还要收

取变损费用。这两项费用都在电费 

单里，而经理收取时又额外每月收

取 200 元变损钱。经理不认可，坚

持说没多收；客户不依不饶，非要

追讨这部分多收的一万五千多元

钱，并扬言如果不还钱，就把经理

告到法庭。对我公司也要采取极端

行为。父亲知道后大为恼火。 

我想我要按大法的理念要求

做，化解矛盾。我用大法真、善、

忍的法理劝解父亲，让他原谅经

理，并且替经理偿还欠客户的钱。

父亲一时想不通，对我这样处理很

生气，把怒火都发到了我身上，我

默默忍受，站在他们每个人的角度

分析怎样处理好这件事，保全经理

的面子，让客户满意，只有我们自

己吃亏，才能化解这件事，我不断

的劝解，终于消除了父亲的怒火。

父亲让经理放弃了电费卡里的四千

多元，剩下的一万一千多元由父亲

付给了客户，化解了矛盾，避免了

矛盾升级带来的恶果。过后，父亲

也十分认可我这样处理这件事。 

一次，好多天前我去电业局调

电费，营业员弄错了，给我公司多

调出四千多元钱，当时也没发现。

月底结算时，科长发现了，如果这

部分电费不能追回来，营业员自己

要掏了。我安慰她说：我还没充到

电表里，我明天去电业局把卡里的

钱退回去。第二天我去了，她很高

兴，说：“姐，我还以为你不能来

了。”我说：“我一定会来的。”

处理完了电费，营业员很感动，

说：“姐，你真是太好了！”我

说：“我炼法轮功，师父让我们做

真善忍的好人，我不会要这钱的。

电视报纸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假

的，炼法轮功的人都是象我这么好

的人。”她很认可。 

这两件事只是我生活中的小小

片段，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如

果不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我也很

难做到这些，感谢师父，感谢大

法。  ◇文/大陆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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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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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