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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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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0 年，公安

部公开发布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明确了 14 种邪教组

织，法轮功不在其中。 

2005 年，公安部、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

布的公通字【2005】39 号文

件，明确了 14 种邪教组织，法

轮功不在其中。 

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

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

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炼法轮功。

所说“政府不让炼法轮功”是中

共媒体散布的谎言。 

2011 年 3 月 1 日，由国务

院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

署第五十号》文件，废止了

1999 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

令，这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

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

的。依据中国法律，法轮功在中

国完全是合法的。 

中共导演“天安门自焚”伪

案栽赃嫁祸法轮功，煽动了全中

国乃至全世界善良民众仇恨法轮

功；编造出所谓练法轮功致死

1400 例的谎言，以此妖魔化法

轮功，进一步升级迫害。 

江泽民在 1999 年 10 月出访

法国时，以个人名义擅自向法国

费加罗报社记者“宣布”法轮功

是 X 教。在此谎言之下中共检察

院、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大量枉

判，冤案数以百万计。 

乌云遮不住阳光，谎言盖不

住真相！中共迫害法轮功，注定

是失败。 

至今，法轮大法已经弘扬世

界 100 多个国家地区，获得国际

褒奖超过 5700 项。◇ 

【明慧网】河北省沧州市新华

分局国保队长高福松等人二零二二

年一月十一日晚跟踪、绑架了法轮

功学员刘在云、苏春凤、侯树元、

胡秀梅，并将构陷他们的案卷先后

转到新华区检察院、运河区检察

院。六月十四日，因证据不足，运

河区检察院将构陷案卷退回新华公

安分局。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日，高福松

态度很强硬地给法轮功学员苏春风

打电话：你在哪儿了？找你有事。

苏春风说：我在外面。高说：你赶

快回家，我们去你家等你。苏春风

说：我不和你们见面，没有什么好

说的。高说：说什么那是你的事。

晚上七点来钟，高福松一行几人来

到苏春风家敲门。苏春风的丈夫给

开了门，问：有什么事？高说：找

苏春风。她丈夫说：她不在家，有

事和我说。高说：那明天让她去公

安局。他们就走了。 

七月四日，苏春风没去公安

局，五日下午五点多，高福松、崔 

强、苑婷婷，还有两个不知姓名的

人，其中有一个录像的，五人中只

有高福松穿警服，其余的都是便

装，他们来到苏春风的门市。高福

松说：跟我们去公安局。苏说：不

去，我没犯法，孔令霞也没说清我

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高福松高声

说：孔令霞也没说你没犯法，你不

走就架你走，你看外面那么多人都

看着呢。苏春风说： 我又没干坏

事，都知道我是好人。 

高福松、崔强强行架苏春风的

胳膊，苏春风高喊：救命啊……！

崔强手指抠苏春风的大臂内侧，当

时就被抠青了两块，她疼了好几

天。他们把苏春风架到车上，绕了

很远的路，来到小赵庄派出所。 

苏春风问高福松：你执行的是

谁的命令？你有红头文件吗？高

说：别跟我说这个。苏春风说：你

知道当时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

知道有一天文化大革命会平反吗？

法轮功有一天会平反的！高问苏春

风：你害怕吗？苏说：我又没干坏

事我怕什么。 

苏春风知道高福松等人把她绑

架到派出所的目的，无非还是想套

出他们想拼凑的证据，图谋继续迫

害好人，所以他们问什么？苏大多

都回答：与本案无关。他们问苏：

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电话是多

少？苏说：你们都知道，还问我干

什么。他们说：这是程序。苏春风

说：我不想说。高福松问：车是谁

的？苏说：是你的。高说：是我

的，我去开人家愿意吗？ 

大概写了五页 A4 纸，高福松

的手下想结束问话，高说：急什

么，还早着呢。然后把他的手下叫

出去，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才回来。

高福松说：说说你炼功吧？苏说：

你这是套供。 

就这样大概晚上八点半，苏春

风才回到家。 

法轮功学员都在按照真、善、

忍修心向善，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

意味着善恶颠倒、正邪不分，会导

致社会道德沦丧、人心荒漠化。会

进一步摧毁社会的道德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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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综

合报道）中共所谓的法官、检察官

知法犯法，丧失了基本的公正与道

义准则，运用邪恶、违法的操作，

致使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

的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遭受多年

的巨大魔难，有的甚至在酷刑折磨

中失去生命。 

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

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

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

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

判。原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检察长

杨浩遭恶报落马就是现世现报的典

型例子。 

据 2021 年 10 月 14 日消息，

他因违法违纪行为被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后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

机关处理。 

杨浩在 2001 年 9 月～2003 年

4 月间任唐山市开平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党组副书记、正科级检察

员、检委会成员；2003 年 4 月～

2007 年 6 月间任玉田县检察院检

察长；2007 年 7 月～2008 年 7 月

间任唐山市检察院副检察长；2008

年 7 月～2013 年 3 月间任唐山市

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

2013 年 4 月～2016 年 12 月间任秦

皇岛市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2017 年 1 月～2017 年 4 月间任沧

州市检察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

代检察长；2017 年 4 月～2021 年

6 月间任沧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党

组书记。 

杨浩所在检察院与相关法院沆

瀣一气，积极追随迫害政策，非法

拼凑虚假证据、构陷起诉、诬判大

法弟子，致使当地多名大法弟子遭

受魔难，杨浩作为检察院主要领导

人，负有重大责任。以下是部份迫

害案例： 

2011 年，河北省唐山市大法

弟子邓秀艳被唐山市丰润法院秘密

冤判 4 年半：2012 年，唐山地区

有 19 人被非法庭审、判刑；2016

年，秦皇岛市大法弟子李友菊在身

体很虚弱、时常晕倒的情况下被非

法开庭、被非法判刑四年半；2019

年 6 月 18 日，沧州市法轮功学员

陈淑敏在运河区法院遭非法庭审、

非法判刑 4 年；2020 年，沧州市

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 6 人。 

以法律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

打压、迫害，违背天理、国法、公

道、人心。当年窦娥被冤判、冤杀

招致六月飞雪、三年大旱，这似乎

离我们有点遥远，可是看看当今中

国大陆的天灾人难：大旱、大涝、

地震、酷暑、瘟疫、夏日飞雪降雹

等等，这难道不是当代的窦娥冤造

成的吗？ 

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邪恶政

策，残害的不是一个、两个窦娥，

而是千千万万个窦娥，还有他们的

家人，同时带动中国社会所有人的

道德堕落，中共已经招致天怒天

谴、灭亡在即。追随中共的那些打

手们怎么可能逃脱被严惩的可怕下 

场呢，现在恶报只

是一个序幕刚刚拉

开，相信更多的恶

报惩罚还在后头，

希望能惊醒更多人

抓紧机会悔过自

新、将功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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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仅举几例。 

判决书（右图）上写得明白:“本

院认为......婚后精神病多次复

发......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

己的父亲。”而法轮功要求，精

神病人及有精神病史的人不能修

炼法轮功。这个案例却被中共江

泽民集团收入1400例，栽赃到法

轮功头上。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利用精神病人构陷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

安收因精神病复发，杀死其父母一

事件被中共谎称为王因“练法轮

功”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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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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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