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j.mp/fgp88     |    安卓版翻墙APP下载：Https://j.mp/fgv88       |      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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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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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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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南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法轮功学员

柯方华老太因给民众发放真相资

料，被摄像头拍到，于二零二二年

五月一日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抄

家，现被非法关押在信阳看守所，

恐面临当地中共人员的司法迫害。 

柯方华老太，七十八岁，信阳

市商城县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

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

益。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她坚持信仰，几次被非法劳

教、判刑，多次遭恶警毒打、关小

号、奴役及洗脑等迫害。 

以下是柯方华十二年前在新乡

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被枉判四年半，在新乡女子监

狱尾椎骨被摔断 
二零一零年一月，柯方华被非

法判刑四年半，非法关押在新乡女

子监狱迫害。狱警指使犯人对她长

期殴打并折磨。二零一二年七月以

后，柯方华被犯人闫秀英和由玉美

毒打达十几次，后来又被犯人由玉

美和左殿玉经常毒打，每次被打之

后，伤痛都得持续一、两个多月。 

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柯方华

坐在高塑料凳上，犯人由玉美趁柯

方华没有看到她，猛地一脚把塑料

凳踢飞，柯方华被重重摔落地面，

当场昏死过去。柯方华头部被磕肿

了一个大包，尾椎骨末端两节被摔

断、弯在一侧。事情发生后，监狱

刻意隐瞒实情，不给治疗，串通医

生，用假 X 光片欺骗柯方华，说脊

椎没有问题。由于未能及时医治，

柯方华尾椎骨长错了位。 

再被枉判四年，在新乡女子监
狱五根肋骨被打断 

二零一四年，柯方华又被绑架

构陷，被商城县法院非法判刑四

年，再被非法关押在新乡女子监狱

迫害。二零一六年柯方华被迫害致

一侧乳房发硬肿大、溃烂，每天流

脓不止。监狱为推卸责任，给柯方

华办了“保外就医”。二零一七年

夏，柯方华做了一侧乳房切除手

术，术后在家休养期间，“610”

及相关人员继续上门骚扰，恐吓。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柯方

华被商城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到

信阳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八年一

月十八日被劫回新乡女子监狱继续

关押迫害。柯方华给狱警讲真相，

被关进小号，被五个犯人持续毒打

了二天，从床上打到地上。柯方华

左胸肋骨被打断五根。到医院检

查，狱医却说：没事，不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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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项城市法轮功学员夏东
梅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河南省项城市法轮功学员夏东

梅，今年上半年从西安回老家照顾

年事已高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老父

亲去世后正准备返回西安做生意，

就被项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

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项城市看守所，

看守所要求排队预约才能会见。 

国保大队副队长李文发声称，

夏东梅被绑架原因是某天她拿着电

脑、手机与某法轮功学员见面并

“传播”。八月二日被行政拘留，

八月十六日转为刑事拘留，九月二

日被项城市检察院批捕。另一位法

轮功学员已放回，国保始终不向夏

东梅家属透露此消息并要求家属签

收批捕通知书，家属不能接受，说

夏东梅是个好人，愤然离开国保大

队办公室，拒绝签收。◇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辅以简单优
美的五套功法。法轮功一经传出，
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
心受益，道德升华，身体健康。法
轮大法福益社会，深得世界各族裔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
界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超过
5400 项 。 法 轮 大 法 的 主 要 著 作
《转法轮》被翻译成 40 余种文
字，在全球传播，并可翻墙从法轮

大法网站 （www.falundafa.org）免
费下载。《转法轮》是迄今为止翻
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上亿人读过，而且仍在读的
书！ 

《转法轮》阐述了“真、善、
忍”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来源和
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说明了疾
病的起因，并给修炼者指出了解决
之道。《转法轮》语言浅白、通俗
易懂，内涵博大精深。 

“未读《转法轮》，做人有遗
憾。”这是无数阅读过《转法轮》
的人发出的感佩之言。◇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