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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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新寨大法
弟子张翠英被绑架 

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三日上午，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新寨大法弟子

张翠英做核酸讲真相时，被警察绑

架，详细信息还在收集中。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西葛镇法
轮功学员冯淑爱遭骚扰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下午 6 点

左右，葛镇派出所两名警察到法轮

功学员冯淑爱家骚扰，说是上午就

来过一次没人。要求给冯淑爱照

相，被冯淑爱拒绝，并跟他们讲真

相。他们说是上指下派，给屋门口

照了张像，就走了。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法轮功学员
柴君侠、赵奎祥、柴淑珍被骚扰 

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迁西县

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朱剑影等

两人再次去商店企图骚扰柴君侠，

说要给她照相。 

大约半个多月前，迁西县城关

派出所两人去赵奎祥家骚扰，问他

去不去北京。 

近期被骚扰的还有柴淑珍。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西葛镇派
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 

二零二二年九月份，西葛镇派

出所三名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刘凤艳

家骚扰，进屋就照相，问还炼不

炼，还污蔑法轮功是××教。刘凤

艳就和他们讲真相。走了以后还到

董桂环家骚扰，董桂环没在家，说

是以后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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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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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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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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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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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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书（右图）上写得明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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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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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二零二零年八月的

一天，我突然发现丈夫全身皮肤颜

色发黄，我们去医院检查，结果是

胆管堵了。我们立即去了市大医院

再做检查，结果一样。大夫建议必

须尽快手术治疗，以免胆汁扩散伤

害五脏六腑，手术难度大，因为会

牵涉到肝、胆、小肠、脾、胰腺等

部位，最后我们在北京 301 医院请

了个专家做了手术，手术后确诊为

胆管癌。 

大夫说三个月后复查再做化

疗，并说必须尽快化疗，因为这种

病恶变很快，而且目前医学界没有

针对治疗此病的药，用的都是治疗

其它癌症的药，我丈夫这个部位的

肿瘤药量吸收效果很差，几乎吸收

不了多少。丈夫化完一个疗程，再

复查发现病情恶化了，转移到肝门

上了，而且已经长到四公分大了。 

全家人听后都陷在极度悲痛

中。怎么会一边化疗一边长，仅两

个月就长了四公分呢？大夫说，不

奇怪，这种病就复发很快，有的人

甚至几个月、几十天就没了。（后

来我们家附近一个人也得了这个

病，送医院 25 天就走了）。 

大夫又重新研究了一个治疗方

案，可这一次把丈夫化倒了，卧床

了，头发全都掉光了，吃饭、上厕

所的劲都没有了，全靠我护理。 

照这样化疗下去人就完了，全

家人又一起研究决定不化疗了，凭

天由命吧，大夫不同意，并说了一

些不化疗的可怕后果。 

我们不治回家了，我想只有修

炼法轮功才能有救了，我刚开口，

丈夫就说，我天天都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我当时很吃惊，

我修大法，他是反对的，怎么突然

主动念起“法轮大法好”了呢？  

我是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大

法的，婆婆修炼法轮功后心脏病都

好了。99 年中共开始迫害后，婆

婆害怕不敢炼了，心脏病又回来

了，全家人都害怕遭中共迫害，都

反对我学。每当说起法轮功，婆婆

马上把家里所有窗户都关上，生怕

邻居听到。可我没想到今天在关键

时刻他想起法轮大法了? 他说，他

那时害怕遭中共迫害。这次上手术

台他都在念法轮大法好。他知道唯

有法轮功才能救他的命了。 

丈夫说他现在想看大法书，我

说我读你躺着听吧，听了一会儿他

要自己读，就这样我俩每天晚上学

法，每天读十页，都是他读，他不

让我读。我又跟丈夫说，你还得写

一个严正声明，把你以前所说所做

对大法对师父不好的话全部作废，

他同意了。丈夫不但看书学法，每

天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跟前没人时，他出声

念，有人时，心里默默的念。这样

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半年过去了，又该复查了。我

们去了医院，大夫很吃惊，他以为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大夫给丈夫做

了个全腹 CT，又做了加强 CT，肿

瘤没了。大夫都觉的奇怪，一边查

看片子一边自言自语说，哪去了

呢？现在的医学解释不了。 

今年夏天丈夫又做了一次检

查，一切正常。全家人及所有亲朋

好友都非常高兴，感谢大法。都目

睹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  

我写此文的目地是为了证实法

轮大法好和大法的超常和神奇。  

◇文/ 辽宁大法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