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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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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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出来发破网卡、讲真相，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那些还不了解法轮功的人。法轮功学员从切身经历中知道

法轮功能让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但没炼功的人不知道。假如法轮

功学员不站出来讲真相，人们会被谎言欺骗，跟着共产党对法轮功

产生敌对仇视心理。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像法轮功学员那样的修炼

机会，而且很可能会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作出助纣为虐的事情，

影响生命前途。◇ 

广西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钟
志刚获刑 8 年 罚金 30 万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法院公开宣判

了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充当“保护

伞”案件：马山县公安局原副局

长钟志刚以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和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

刑八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据

悉，该起案件是扫黑除恶斗争常

态化开展以来，江南法院审理的

第一起涉“保护伞”案件。 

钟志刚在二零一二年至二零

一九年任马山县公安局副局长期

间、在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五年

期间任马山县公安局合群派出所

所长期间，他是南宁市迫害法轮

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 

常言道：宁搅三江水，不扰

道人心。迫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

仅是局限在人间法律的制裁，更

有天理报应的严惩。古今中外，

所有残害良善的元凶、爪牙没有

一个善终的。◇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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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
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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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在中国 
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病痛折磨 喜得大法 

我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以

前，我患有严重的老寒腿的毛病，

一年要穿九个多月的棉裤，冬天穿

厚棉裤，春天穿薄棉裤，到五、六

月种地和铲地的时候，也要穿有一

小层棉花的棉裤。那真是：在太阳

下晒着，腿好受，上身出汗。在阴

凉下，上身凉快，腿难受，一天天

不知道怎么活好。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遇到一个

表叔，他看见我上半身衬衫、下半

身棉裤的穿戴很是不解，我跟他说

了病情，他说：那你炼法轮功吧，

法轮功祛病效果很好，现在很多人

都在炼，我也在炼。那年农历八月

二十三，我去了表叔家，请回了

《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主要

书籍）。回家之后，我认真看了一

遍。就在那天，我下决心修炼法轮

大法，按照书里说的要求去做。 

改陋习 家和睦 病体康 

在冬天，我一天要喝四顿酒，

夏天要喝三顿酒，一顿不喝都不

行。我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

事就是先抽烟，屋里整天乌烟瘴气

的。这两样恶习，妻子非常讨厌。 

我在家里是绝对的霸主地位。

吃饭时候，饭盆在我跟前，也要妻

子给我盛饭，吃多少，我会在碗里

画一个大体位置，不许多、不许

少。吃饺子，要吃刚煮出来的饺

子，一顿饺子，要给我煮几次，直

到我吃饱为止。吃面条也是，我吃

一碗，得给我煮一碗，吃下一碗，

再给我煮下一碗。为此，妻子敢怒

不敢言，她怕我揍她，对我唯命是

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汗颜！ 

通过学大法，我第一天就戒掉

了烟和酒。记得那天吃饭的时候，

妻子说：怎么没喝酒啊？我说：我

今天开始炼功，不抽烟，不喝酒

了。我没要妻子给盛饭，自己盛的

饭。妻子看着我，小声对女儿说：

你爸还能不喝酒？！我说：我炼

功，就得做好人哪。从那天开始，

我也能吃完饭收拾饭桌，洗碗，干

家务活儿，还能做饭了，家里家外

活儿，我都多干。我也不打老婆，

不骂孩子了，家庭从此和睦了。 

当年秋天，我给别人帮忙割黄

豆，因为着急干活儿，热了也没多

想啥，就把衣服裤子（还是薄棉

裤）脱了，继续干。到收工穿衣服

的时候，才想起来：我怎么把棉裤

脱了呢，哎呀，我的腿怎么出汗

了？（我的腿以前是不出汗的）大

法真的是太神奇了！修炼法轮功把

折磨我多年的老寒腿治好了！后来

妻子、儿子、女儿也开始炼功了。 

村里人看我修炼法轮功后，戒

烟、戒酒，脾气改了，身体也好

了，全家人一天都乐呵呵的，都看

到了法轮大法真是好，纷纷来学法

轮功。全村一百户人家，最多时，

有五、六十人学法炼轮功。这些人

都说：我们炼功学法，把村风都改

变了，法轮大法真好。 

做一个诚实的人 

修炼大法以前，我有干活爱偷

懒、说话不诚实、买卖东西斤斤计

较等不好的行为。通过学法炼功以

后，我改掉了这些不好的行为。大

法教我做一个诚实的好人。出去打

工，我就象给自己家干活儿一样，

雇主都说我能干，不偷懒。 

二零二一年秋天，我在工地上

干活儿。包工头说：你真能干，身

体好，一天我给你三百元。他很高

兴的中午请我吃驴肉馅饺子，还买

了饮料给我喝。这个工地有十多个

工人，工钱都是二百元。包工头知

道我不偷懒，给我的时间自由。我

早晨七点到，中午吃完饭休息三十

分钟，下午三点就干完活可以回家

了，一天工钱四百多元。其他工友

都说：这老头儿真能干，不累吗？

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能干过你的。

我说：我炼法轮功，身体好。 

他们和包工头都认同法轮大法

好，都明白了真相。他们说：你人

挺好的。我说：是我的师父让我做

一个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 

市场卖菜的小故事  

我从二零一四年开始种菜，卖

菜。我与人为善，菜价合理，称菜

时我给的总是只多不少，算账零头

不要，有不少回头客。 

有时，买完菜后看见顾客多付

钱了，我就招呼回来把钱退给她

们。看见买菜人不小心掉在地上的

钱，我叫人回来，把钱给人家。周

围卖菜的人说：给他干啥？不能

给。我说：我们炼法轮功人要做好

人，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   

一个从省城来的妇女，要买芹

菜根给九十多岁母亲吃，说多少钱

一斤都行。我从家里拿来芹菜根给

她，她问我多少钱？我说：不要

钱，你这是孝敬老人，我帮个忙。

我是炼法轮功的，师父让我们做好

人，为别人着想。她非常的感谢。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我是农民，今年 67 岁，1996 年修炼
法轮功。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好的身体，去掉了我抽烟和嗜酒如命的坏
毛病。大法净化我的思想，让我能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