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各项指标居然都正常了，医生

很惊讶，说怎么一夜就变了？他妹

妹说是不是误诊了？这样外甥几天

就高高兴兴出院了。 

一天晚上，一个朋友来跟我

讲，她家人住院，已经一个星期不

吃了，现在就靠打点滴维持着，医

生要赶他出院，怕不行，过年死在

医院。我跟她到医院一看，她家人

躺在病床上，连说话的力气也没

了。我就对着他耳朵说：你会好

的，你心里赶快诚心敬意念“法轮

大法好、真善忍好”，心诚则灵，

大法师父会救你的。他点了点头，

嘴里就开始念起来。以前我给他讲

过真相，也做过三退了。念着念

着，到晚上十点钟，他说要吃东西 

了，状况

一天比一

天好，人

也越来越

有 精 神

了，过几

天，就出

院 回 家

了。大法

真是太神

奇了。 

文／

中国大陆

大法弟子

◇ 

 

交警问：人还活着啊？你爸是

炼法轮功的吗？ 

我有个朋友是乡村医生，一天

他骑摩托车出去办事，路上被一大

卡车撞出几十米远，当时摩托车被

撞得粉碎，人动不了了。交警来现

场看了说：人必死无疑，这种事我

遇到太多了，没一个能活的。结果

人送医院，七八天后醒过来了。经

检查只有小腿处骨折。 

他儿子去处理事故，交警问，

人还活着啊？你爸是炼法轮功的

吗？他儿子说不是，但钱包里有一

张法轮功的护身符。 

我听说后去医院看他，他说你

给的护身符我一直放在钱包里呢，

在哪都带着，这次是你们大法师父

救了我的命，谢谢大法师父！他又

说，经常有城里法轮功的人来我们

这发资料，一次你们的人刚走就有

人追过来，拿出许多照片叫我认，

像不像这个人？像不像那人？我说

一个都不像，都不是，那人灰溜溜

的走了，我是不会配合这些坏人

的。 

有一年年底，外甥住院，经医

院检查说得了淋巴癌，当时白血球

很高，父子哭成一团。我赶到医院

对外甥说，只有我们大法师父能救

你，你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他立即就开始念，念着念

着，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做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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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后遗症瞬间消失 

【明慧网】二零二一年五月的

一天早晨，我与一法轮功学员到河

边讲真相，突然发现一位六十多岁

的大姐，手抓住护栏，走一步，手

再移动一下。我仔细地打量着她，

走到她跟前问道：“大姐，你怎么

了？”她回答说：“我是车祸后遗

症一年多了，头昏，身子晃，脚走

不稳，不抓住支撑物就要倒的。我

儿子还从一个某某地方请了一个某

某佛回来供着，什么方法都采用

了，都没有效果。我就是一个废人

了……” 

我走近她，说：“我告诉你一

个方法，简单，神奇，不花一分

钱，不用烧香，不用拜佛，只要你

诚心诚意，就会起到灵丹妙药的作

用。那就是心里诚心念‘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这九个字，反

复地念。”她回答：“我记不住

啊。”我回答说：“你照我说的

做，你先说：‘请李大师让我记住

这九个字。然后跟着我念。’” 

就这样，她跟我念了好几遍。

我让她试着自己念几遍，她马上能

流利地念出来了。 

几分钟后，她高兴对我说：

“嘿，我头不晕了。”我又说：

“你继续念。”她配合着我，兴奋

地念着。又过几分钟，她又说：

“我身子也不晃了。”我紧接着

说：“那你把手放开栏杆，走走看

吧。”她就放手走起来了，走得很

稳，她激动地说：“我好了，能走

稳了！” 

我还告诉她，马上把她儿子请

的什么佛送走，它是假的。她看了

看时间说：“我儿子还没去上班，

我赶紧回去……”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
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至
今已洪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4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
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
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
过 5700 项。“真、善、忍”
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
的爱戴和尊敬，却在中国大陆
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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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十一年前的一月

二十三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

一起震惊世界的所谓“自焚案”。

事后，中共央视《焦点访谈》播放

的节目宣称，五名“法轮功学员”

在天安门广场“自焚”。这个节目

很多人都看了，因为太假，漏洞百

出，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是中共制

造的一场世纪骗局。殊不知，这个

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并不是

《焦点访谈》制作的，而是出自中

共政法委之手！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希望之声”采访了《欺世伪火》

制片人李军。二零零一年所谓“自

焚案”发生前后，他在南京电视台

工作，是这家电视台《社会大网

角》的制片人，该节目相当于地方

版的《焦点访谈》，他们跟央视

《焦点访谈》也是有合作的。 

李军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九

七年、一九九八年的时候，我跟他

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

谈》的记者和摄像我们都认识。后

来我在私下问过他们： 

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

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

儿的。 

我问：那是哪儿的？他说：是 

政法委的，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

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

们怎么拍到的，说实在话，咱们都

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 

就是说这个片子不是中央电视

台《焦点访谈》节目组做的，是另

一个专门组做的，这个组的人都不

在《焦点访谈》节目组上班。” 

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当年第一

眼看到《焦点访谈》关于“自焚”

的报导就知道是假的。他说：

“‘自焚’事件发生的时候，作为

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

就知道这个事件是假的。因为我自

己是电视制作人，又是导演，当时

我们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

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

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

自焚，我都拍不下来。 

“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

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

间内，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

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坐在地上

喊，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

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

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

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 

“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 

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

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

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当时看完之

后，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就知道

这个事情，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

出这么个事情来。”◇ 

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张爱
东 7 月被抓 

江苏省南京市法轮功学员张爱

东 7 月被抓，望有知情者提供更加

详细信息。 

曝光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
院蔡蔚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检察院蔡

蔚不明真相，肆意迫害法轮功学

员。蔡蔚 电话：15298580308 ◇ 

绑架，7 人被迫害致死；23 人被非

法判刑；79 人被非法劳教；85 人

被非法关进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三年三月至二零二零年

九月，王立科任中共江苏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期

间，至少绑架 2145 名法轮功学

员，21 人被迫害致死；268 人被非

法判刑；247 人被强制送洗脑班。 

王立科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

功，两次受到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

泽民接见。王立科是靠积极追随江

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而得

到提拔重用的。◇ 

二零零二年六月至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王立科任锦州市公安局副

局长期间，锦州市至少有 500 多名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38 人被

迫害致死；30 多人被迫害致残。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至二零一三

年三月，王立科任大连市公安局长

期间，至少有 500 名法轮功学员被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九月二

十二日傍晚，前中共江苏省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被以受贿等

罪名判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

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王立科因迫害法轮功，被列入

明慧网“恶人榜”。二零一九年九

月，王立科被法轮功学员作为“人

权恶棍”举报给美国政府。 

王立科在辽宁省、江苏省任职

期间，至少有 99 名法轮功学员被

迫害致死；3000 多名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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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