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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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伪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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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出去讲真

相，走到游园时，看见一位老大爷

坐在上游园的台阶上，老人家气色

非常不好，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我走上去坐在老大爷身边，和

他拉话，大爷说自己八十四岁了，

身体不好，估计活不出今年了。 

我说：“大爷，我送您一个护

身符，您只要诚心敬念护身符上的

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您身体就会康复的。”大爷

问：“真的吗？”我说：是真的，

因为法轮大法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

法，这九字真言携带着宇宙的纯正

能量，法力无限，常念能使人遇难

呈祥。因为诚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

例子非常的多啊。大爷说：“那好

吧，我要护身符。”  

我又给大爷讲了三退（退党、

团、队）保平安的真相，我说：共

产党发动各种运动杀了很多人，迫

害佛法修炼人。一个人杀了人，要

偿命，要被法办；一个政党杀了那

么多人，天理不容，要被天灭。这

是天意，入过党、团、队的人，就

是中共组织的一分子，就会成为其

党的陪葬品，跟着遭殃。你退出，

就平安了。这是神佛给人的机会。 

我说：“您今天能听到这个信

息，就是缘份，我帮您退出吧？”

大爷说：“退，党员、团员、少先

队都退。”并且告诉我他的名字。

我对大爷说：“您得救了。”大爷

似信非信地说：“闺女，这样吧，

我和你约定，正月十五下午两点，

你来这里见我，如果我在这里，证

明我还活着，如果我没有到，证明

我就去了。” 

我说：“一言为定。”并嘱咐

大爷：一定要珍惜护身符，诚心敬

念护身符上面的“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您身体一定会康复的。 

约定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可

是到了正月十五，由于疫情游园被

封，我想老大爷不会去游园，自己

放弃了和老人见面的念头。游园解

封后一天，我再次去游园讲真相，

意外遇见了那位大爷。大爷见到我

激动得与我握手，说：“闺女，你

去哪里了？我可见到你了，正月十

五那天我按照约定来见你，我没有

找到你。”我羞愧地对大爷说：

“大爷对不起！是我做的不好，我

自认为疫情严重，游园被封，你不

会来，我也就没赴约。” 

大爷说：“我见你只想告诉

你，你送我的护身符真灵，我每天

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

好’，我身体真的变好了。” 

我一看大爷气色真的非常好，

红光满面的，那么精神。我对大爷

说：“真为大爷高兴，只要您身体

康复了，我就放心了。” 

大爷说：“谢谢闺女。”我

说：“别谢我，您感谢我慈悲的师

父，是我师父救了大爷的命。”大

爷说：“那就谢谢慈悲的师父。” 

◇文/ 河北大法弟子  缘份 
 

八旬老人身体不好，自感生

命不长了，法轮功学员告诉

他诚念九字真言能康复，老

人疑信的与法轮功学员约定

在正月十五再相见，如果见

到他，证明还活着，否则他

就去了，最后结果怎样呢？  



 

  2   2022年9月18日                                                                                     重庆版 

重庆市江北区法轮功学员邹蕊
娟被构陷到九龙坡区检察院 

重庆市江北区凤凰湾小区法轮

功学员邹蕊娟，约五十二岁，在渝

中区发真相资料，四月六号，被大

阳沟派出所恶警抄家迫害，现被构

陷到九龙坡区检察院欲加迫害。 

重庆江北大法弟子张兴超遭迫
害的情况 

七月八日早上 8 点多，江北五

里店华新都市花园小区、大法弟子

张兴超家来了一大帮（有二十多个

人），其中有（渝北区国安、国

保、公安、派出所等）共计二十多

人，进门后就问：你是张兴超，这

个是你寄的吗？你这是哪来的？气

势汹汹，抄家威胁，理由是张大姐

因给渝北区政法委书记写了真相

信，把张大姐家里的大部份大法书

给抄走了，而且还威胁张大姐及她

儿子，如果继续修炼大法，就对其

孙子的学习及工作造成不利，并强

迫签字画押。 

之后，还派人蹲守监控，张大

姐的行踪，并经常打电话，骚扰张

大姐儿子，并以孙子的前途作为要

挟。弄得张大姐儿子很紧张，严重

侵犯人权。 

中秋节前，张大姐又被邪恶骚

扰迫害，开了三辆车的人来对付一

个八十岁的老人，这次变本加厉，

直接威胁说这次要把她办成大案要

案，二十号开庭判刑。 

重庆开州区法轮功学员钟廷菊
和家人被骚扰 

八月十八日上午，6 个人（其

中两个穿警服的）突然闯进重庆开

州区法轮功学员钟廷菊家，谭所长

（开州区丰乐派出所的）说：法轮

功是××教，不要再炼了。还说：

九月份重庆市女子监狱的人要来看

你，你要说你没炼了。钟廷菊说：

“真、善、忍”是教人做好人，他

比我的命都重要，我要坚修到底。

龙文彪警察还用手机非法照相，还

有个叫吴警察的。 

他们还经常骚扰钟廷菊家人，

要求女儿逼钟廷菊配合他们。钟廷

菊的女儿每次正念抵制，说：我妈

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找你算帐。 

钟廷菊是老年法轮功学员，二

十多年来，因讲真相救人。曾经几

次遭非法劳教迫害，在家又数次遭

到警察骚扰，生活不得安宁。 

重庆市开州区法轮功学员唐成
碧被骚扰 

八月二十九日下午 4 点多钟，

开州区平桥派出所陈敦微、李静涛

和一位不知姓名的三名警察，去到

唐成碧正在打工的那家强行将唐成

碧带走，8 点多钟又去到唐成碧家

中进行非法抄家，强行收走私人珍

藏物品师父法像、单张经文、护身

符一个、挂件一个，并强行将唐成

碧带到平桥派出所戴上手铐铐在小

铁床上非法关押了一晚，到第二天

上午国保大队高立军、梅妟、张银

并对唐成碧进行非法审讯，由于唐

成碧不配合并坚决抵制，直至下午

4 点过才将其放回家。 

据开州区平桥派出所和开州区

国保大队人员讲是因唐成碧 8 月

16 日邮寄真相明慧单张被监控查

到，被凤凰社区不明真相的世人举

报了，而且是多人举报。 

重庆市南坪后堡小区法轮功学
员吴荣跃被骚扰 

重庆市南坪后堡小区法轮功学

员吴荣跃，九月十五日，遭遇南坪

派出所户籍杨满心和社区副书记王

琼上门骚扰，杨满心说不要到外面

去搞活动。户籍杨满心在五月初、

七月初、九月四号曾上门骚扰，每

次都意图对吴照相，被拒绝。 

重庆江北区石门派出所的人骚
扰山水丽都法轮功学员 

九月一日，重庆江北区山水丽

都的法轮功学员杨如继、杨友芝、

雷治容、王秀英被重庆江北区石门

派出所警察骚扰。派出所的人问

（有三个人）：杨友芝你还在炼法

轮功没有？国家不允许炼法轮功

了。杨友芝回答：信仰自由。我以

前身体有病，要去医院治病。炼了

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也不去医

院了。 

警察又问雷治容：你还在炼法

轮功没有？雷治容说：现在疫情这

么严重，还有空来找炼法轮功学

员？ 

然后，警察又去问杨如继：你

还在炼法轮功没有？杨如继回答：

我这么大的岁数了，哪里都没走。

你不要让其他人来哟！◇ 

从央视播放的污蔑栽赃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镜头中看
到，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最易燃烧的头发大部
分完好，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翠绿如新。有常识的人都
知道，汽油着起火来，能达到 500 多度，人在这汽油大火中不用
一分钟，就能被烧死。然而，北京警察却能在这一分钟内极快地
做出 3 件事：发现有人自焚、开车取来灭火器和灭火毯、将火扑
灭把人救出。这可能吗？再说，王进东稳坐不动，声如洪钟似的
喊口号。且不说这是 500 度高温的汽油之火，即使将手伸进 100 
度的沸水中，也不会“岿然不动”吧。◇ 

动脑筋：这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