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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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做得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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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通讯员江

西报道）江西九江市涌泉乡法轮功

学员童金瓶被入室绑架、非法关押

三月，她的两个上学的孙子孙女失

去照顾，还在等着奶奶回家。 

童金瓶的儿子和儿媳均在江苏

打工，她一人在家里带着孙女和小

孙子，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身边没

有大人。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清晨 5

点左右，童金瓶被九江市柴桑区涌

泉乡派出所的警察和瑞昌市桂林派

出所非法入室绑架。当时，她的孙

女正是中考期间，这伙警察把童金

瓶绑架的时候没有一点人情，留下

两个幼小的孩子在家，也没给孩子

一个说法，直接绑架了童金瓶。孩

子们在惊恐中度过艰难的日子，孙

女在巨大的压力下参加中考。 

早上五点多钟，九江市柴桑区

涌泉乡派出所所长罗兵、瑞昌市桂

林派出所所长张珂、副所长何某等

六、七个警察闯入童银瓶的家，要

绑架她。童银瓶把房门锁上，问：

“我没做坏事，为什么抓我？”这

伙人就把童银瓶家的铁门撞坏，闯

入绑架了她，并非法抄家，抢走了

师尊法像、播放器、挂历、大法书

等。 

当天清晨，法轮功学员李义龙

在单位宿舍被警察绑架，他的笔记

本电脑、播放器、手机、汽车以及

七本大法书全被警察抢走。警察没

有任何法律手续，也不出具扣押物

品清单。 

三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瑞昌

市盆城派出所，被铐在铁椅子上，

遭警察通宵地非法审讯了二十多个

小时。非法审讯的警察全是穿便

装，过程中既不介绍自己姓名，也

没有警号，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第二天晚上，童银瓶和李义龙被取

保候审的形式回家，童金瓶被转关

到九江市拘留所。 

童金瓶的儿子还在江苏打工，

听说母亲被绑架，家里一团糟，心

情十分难过，一个堂堂男儿都情不

自禁流泪。 

童金瓶的被绑架，给这个原本

幸福温暖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两

个小孙子上学没人看管，儿子要去

江苏打工，因为房贷和车贷的压力

很大，不得不离家。目前，还在读

小学的孙子只好寄居在别人的家

里，孩子还在等着自己的奶奶回

家。 

目前，童金瓶还被非法关押在

九江市看守所。瑞昌市公安局国保

大队的熊队长，他还是积极的参与

迫害，打算编造黑材料将她构陷到

检察院进一步迫害。 

近日，瑞昌市公安局又打电话

给法轮功学员李义龙，要他自己亲

自去公安局，说，他的事还没有了

结，欲进一步迫害。 

目前，律师通过视频会见了童

金瓶，请海内外正义善良人士关

注、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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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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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