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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 

在中国完全合法 
【明慧网】单从中国法律角

度上说，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

合法，不是邪教。其法律依据是 

1、公安部在二零零零年和

二零零五年两次发布的《关于认

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

知》（公通字<2000-->39 号、

公通字<2005-->39 号），文件

中列举了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文件明确的七个邪教组

织，以及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七

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 

2、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

大陆媒体纷纷刊登《中国已明确

认定呼喊派等十四个邪教组

织》，没有法轮功。这些文件都

是公开的，您可以在网上查询

到。 

3、更重要的是，是不是邪

教可不是哪个政府、哪个人说了

算的。是正是邪，是由宇宙的

真、善、忍特性来衡量的。符合

了真、善、忍的标准，他就是正

法，他就是正教，反之是邪教。

无数的法轮功学员的亲身实践正

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指

导修炼，修心向善，道德升华，

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已完全证

明了法轮功是真正的正法大道，

根本不是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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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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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我是卖菜的，一天

凌晨一点多，天下着大雨，我开脚

踩的三轮车去卖菜。一辆后八轮车

从后面撞上我的三轮车，我的车被

撞散架子了，我从车里飞出去了，

昏迷不醒，到底昏迷多久，自己不

知道。 

等我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

地上，司机就坐在他的车上，静静

地看着我。我想坐起来，就是没有

劲，起不来。有个声音告诉我念

“法轮大法好”念出声音，就能起

来！但我就是念不了，念一个字都

很费劲。我知道要念“法轮大法

好”，就努力念，还是不能，断断

续续地念，很吃力地一个字一个字

的念，发出声音很模糊，口齿不

清，很费力，每发出一个字的音，

就很疲惫，好想睡觉休息，但我主

意识很清楚，不能睡过去，要努力

念“法轮大法好”。好不容易念了

完整的“法轮大法好”，念了就坐

起来，全身湿透了。我就给家人打

电话，叫家人来。我站起来，感觉

头发晕，恶心，很想吐，站立不

稳。看到地上到处是我要卖的菜。

司机看到我站不稳，叫我靠在司机

身上，我没有，我知道这是考验。 

我儿子和丈夫都及时赶来，看

到我满脸是血，皮肤都被撞破了，

丈夫让儿子去打司机，我挡在司机

面前，不让打。司机的老板来了，

要我去医院。我说：“我是炼法轮

功的，做事要考虑别人，不会给你

添麻烦，不去。”司机的老板说：

“你是炼法轮功的，为别人着想，

那你替我想一想，我现在有保险公

司替我赔，以后有事，那就是我负

责的，我上有老，下有小，那就帮

助我上医院去检查检查。” 

我想到他说的有道理，就跟他

去医院检查。在去医院的路上，我

就在心里求师父帮助，一直念“法

轮大法好”。在医院拍胸片、做

CT 扫描。要抽血，要我打破伤风

针。每到一处，我都讲真相。拍胸

片、做 CT 扫描，我做了；要抽

血，要我打破伤风针，我坚决不

做，医生要我签字，说出事医院不

负责任，我说不会出事！签字了。

后检查结果是啥事没有。我就回

到街上，去卖菜。菜被摔烂了，不

好卖，我就连卖带送，把菜处理

了。 

交警来了，司机和老板就把二

千元钱给我丈夫，要我签字。我不

要钱，也不签字。我说，车子只值

四百五十元钱，菜值六七百元钱，

给一千元钱就签字。司机老板说：

“是一千元钱，我没有多给你

的。”我签字了。 

我给交警讲真相，告诉他们法

轮大法好，他们接受了，说：“知

道‘法轮大法好’！”笑着走了。 

当天上午，保险公司来了两个

人，我给他们讲真相。我有师父看

管着，不会有事的。 

经过五天时间，我坚信师父坚

信大法，并独自一人慢慢挪动身体

到街上的学法点去，逢人就讲真

相，到学法点学法、发正念，身体

越来越轻松，身体不那么痛了。 

过去不相信法轮功真相的人，

看到我几天就恢复了，禁不止大声

的喊叫道：“法轮大法好！” ◇ 

 

 



 

  

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法轮功学
员周翠被洗脑迫害、骚扰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新都区新

繁镇法轮功学员周翠被新繁镇派出

所、居委会、610 等非法闯入家中

抄家，强制按手印，强制看污蔑师

父、污蔑大法的录像和洗脑。 

后来他们给法轮功学员周翠租

的房子的房东打电话，让他们不准

把房屋租给周翠一家人。 

二零二二年初，周翠家人不得

不从新租房。他们一家搬家后，新

繁镇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很快又找

到他们家。在找他们期间，把周翠

及家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

号码等信息通过社区网格员发到各

个网格群里，并不断地打电话，骚

扰她及家人。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法

轮功学员周翠被新繁镇政府 610 等

一伙人强行带到新都区泰兴镇政府

强行洗脑，从下午 2 点直到第二天

凌晨 2 点多，总共 12 个小时左

右。在这期间，他们要求周翠签字

按手印，但周翠正念抵制，拒绝签

字按手印。她的丈夫被要求在反对

邪教（注：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等

话语上签字，并让她丈夫回去好好

劝周翠，说给你们两三天时间考

虑，威逼他签字。 

成都市青羊区万家湾派出所迫
害王琼华 

六月二十三日前后，万家湾派

出所片警和另一人打来电话并多次

到法轮功学员王琼华家骚扰，后又

来一个便衣对单位的人说让她去谈

一下，写个什么东西。她说只会写

“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随后

就来了十多人，由自称是公安局的

龙勇带队，几个人一来就抓胳膊、

抓手要强行将她在他们写好的纸上

按手印。王琼华不从。他们没达到

目的。王琼华的胳膊、手到处都被

他们抓的青一块紫一块。这些人还

骂着脏话，将一盆脏水从王琼华头

上倒下去，并威胁说今天的事要报

光，将对她如何、如何。 

成都法轮功学员赵天碧被绑架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成

都青羊区检察院、金沙派出所、青

羊国保大队绑架了中大金沙小区的

法 轮 功 学 员 赵 天 碧 （ 女 ， 70

岁），现关在新都看守所。赵天碧

于一年半前在成都青羊某小区发放

翻墙软件二维码卡片，被物管调监

控报警，当时即被非法抄家拘捕，

后取保候审，现下发了对赵天碧的

逮捕令，青羊区法院将在七月十九

日对赵天碧案件进行开庭审理。 

成都市金堂县水城派出所迫害
法轮功学员 

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傍晚，成

都市青白江区法轮功学员卫登慧、

邓素碧、董锦枝被成都市金堂县政

保（原国安）、水城派出所的警察

绑架到水城派出所，非法提讯、笔

录，并被连夜绑架到金堂县医院做

核酸检测及体检。并被非法羁押在

水城派出所长达近 20 小时。 

到六月二号晚上，三位法轮功

学员被金堂县公安局迫害非法监视

居住半年，并被送到青白江区大弯

派出所，由大弯派出所非法执行监

视居住半年。其中，邓素碧、董锦

枝家被抄家，她们俩的所有的大法

书籍和平板电脑、各自的两台电脑

都被抢走了，还抢走了董锦枝的养

老金 3 千多元而不归还。 

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代雪芬，六

月一日傍晚在董锦枝家，也被绑架

到了金堂县水城派出所一天一夜，

并把她的随身携带的小包扣押在水

城派出所，没有归还给她。 

参与监视居住的还有大弯街

道、大弯社区、黄家碾社区和怡湖

社区。 

曝光四川省成都彭州市隆丰镇
610 责任人刘光华 

四川省彭州市隆丰镇 610 主

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凶手，

长期迫害、骚扰法轮功学员。姓

名：刘光华 

成都市新津区法轮功学员林久
良面临大邑县法院非法开庭  

面临被成都大邑县法院非法庭

审的成都新津区法轮功学员林久良

（也叫林素樑），现被非法关押在

成都市看守所。大邑县法院原定于

六月二十一日对林久良的非法庭

审，已延期。 

成都都江堰市法轮功学员苟家
文被当地社区警察骚扰 

四川成都都江堰市法轮功学员

苟家文为照顾年迈的老母亲，几年

前就不在户口所在地社区居住，但

户口所在地翔凤桥社区却多次上门

骚扰，致使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受到

多次惊吓。 

五月三日中午，片区新任户籍

警察张瑞恒又上门骚扰。苟家文给

他开了门未让他进屋，他看见张瑞

恒后面跟他一起来的一位协警正准

备拍照，苟家文立即严厉正告他们

的行为违法。他们回答说不拍了，

然后离去。刚关上门不到一分钟，

苟家文又听到敲门声，他打开门看

到又是张瑞恒他们，就问他们转回

来干啥？他问苟家文 近出去没

有？他们还是想拍照，因为后面那

个协警仍然举着相机。也许他们拍

了照片回去就可以交差了。 

成都市新津区法轮功学员王水
花、祝素芳被当地村妇女干部骚扰 

二零二二年五月七日，四川省

成都市新津区文井乡八大队的村妇

女干部王丹到法轮功学员祝素芳

家，进门就对祝素芳说：孃釀你有

80 岁了吗？祝素芳说，我才 77

岁。王丹说 80 岁每月就可以拿钱

了。来我给你照一张相片。祝素芳

说不照。说话间就看见王丹拿起手

机对着祝素芳拍照。 

五月十六日上午 10 点左右，

成都市新津区安西镇花碑村妇女主

任谢传群带一男一女到法轮功学员

王水花家。王水花问他们有什么

事？谢传群指着那男的说，他姓

黄。谢传群说你不要再散发资料。

王水花说：不要乱说话。谢传群说

不要与其他人伙起。王水花告诉他

们说：你们记住‘真、善、忍，

好，法轮大法好’，以后不要再来

找我了。说完他们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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