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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健身气功热首先在老干

部中掀起。1992 年法轮功传至

北京，很多中央高官、包括赵紫

阳夫人在内的高官家属，都在学

炼。法轮功令人身心健康，功效

神奇，迅速传遍全国。 

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与

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于 1998

年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得出结

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

一害。 

妒嫉心极强的江泽民对此大

为不悦。江泽民习惯用小人之心

猜测别人，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

多，是在和党“争夺群众”。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江泽民执意迫害法轮功，罗

干心领神会，唆使武汉电视台台

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

轮功创始人的电视片，此片在全

国滚动式播出，使无数人对法轮

佛法“真善忍”产生了误解甚至

仇恨。 

这场迫害的原因： 

1、江泽民的妒嫉。  

2、学法轮功“真善忍”的

人多，奉行“假恶斗”的共产党

害怕。源自于 

你知道吗？ 
法轮功至今已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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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九月
十 九 日 至 二 十 四
日，纽约法轮功学
员在第七十七届联
合 国 大 会 举 办 期
间，每天在联合国
总部外的哈玛绍广
场和平请愿，要求
国际社会制止中共
对法轮功长达二十
三年的残酷迫害。 

【明慧网】我自从进了婆婆

家的门，就是她的下饭菜，整日

被她有事无事地骂，骂得尖酸刻

薄，不堪入耳，她事事处处刁难

我，欺压我，为此我常和她干

仗。但后来，我却能去善待和照

料好婆婆，让她感动地说，你比

我的亲女儿还好啊！那又是什么

原因促使我能做好这一切的呢？

这都是源自于我修炼法轮大法！  

我在婆婆刁难、辱骂中过日子 

在婆家，我要回娘家前她要把

我的包拉开查看。炒的饭丈夫是油

饭是大碗，而我的是白饭是小碗，

丈夫偷着把他的换给我，婆婆知道

后就骂他娶了媳妇忘了娘，女人吃

那么好干什么，又不做活。其实除

了用牛，其它农活我都是一样做，

后来用牛的事我也做；姑子出嫁要

我让房间，我没地方睡我要坐一

晚；坐月子只能吃些腌菜、大白

菜，要等娘家送来才能见荤腥。因

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我多天起不了

床，站起来就要晕倒。丈夫赊了一

斤半肉，婆婆骂我好吃；丈夫请来

医生输液，婆婆骂我会享受，医生

听不过耳跟她说你媳妇太虚弱了。

大年初三，我们姊妹都回娘家拜

年，我却要在婆婆家办年酒招待姑

爷一家，那时婆婆只有五十来岁，

身体很好，她却偏偏不做，等着我

侍奉。我忍受不了婆婆的所作所

为，为此，我经常跟她干仗。 

我修大法后  善待婆婆解冤仇 

当时，我家里不仅贫穷，还要

面对婆婆的刁难、尖酸刻薄的辱

骂，我在苦难中度日如年。 

一九九六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大

法，懂得了要按法轮大法的真、

善、忍标准做好人。 

婆婆依然是天天骂人，处处刁

难，可我修法轮功了，每次听到骂

声，我不象以前那么生气和难受

了。一次母亲（修炼法轮功）过病

业关，我把她接到我家住着，想与

她交流帮她过关。婆婆却当着我恶

毒地骂母亲，骂母亲又不是没养儿

子，要跑到她家来。她还拿着盆，

在村子里用棍子边敲边申冤，闹得

村民都来看热闹。我气得直流泪，

母亲心性好，一边劝我不要跟她一

般见识，一边心疼女儿说：春莲

呀，我以为你能干又善良，在兄弟

姐妹几个中应该过得最好，哪晓得

你过得这样艰难……  

师父在法中教导我们“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我听师父的话一

天天忍受着，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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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我不断地看书学法，

知道了人与人的冤怨都是前世的因

缘促成的。我下决心要在婆婆身上

修出大善心、慈悲心，当头脑中翻

出婆婆对我的种种言行，心中的那

个怨哪，堵得让人发怵，我马上清

洗自己对婆婆怨的不好的念头，渐

渐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儿子都

已成家立业，都在城里买了房子，

我也跟着一起到城里帮他们带娃，

婆婆也不知不觉到了八十多岁的高

龄，她的吃喝穿戴等都是我在打

理。儿子、媳妇在我的带动下也都

孝顺她，经常给她钱花。去年，婆

婆生病，我把她接到城里治疗，对

她无微不至地照料，尽心尽力地调

养，康复之后又把她送回老家。 

到了年末婆婆的手摔伤了，孙

子放寒假，我趁着假期在老家住着

照料婆婆一个多月，给她洗头洗

澡，换洗衣服。婆婆感动地说：你

就是我的好女儿，你比我的亲女儿

还好啊！同时，我以大善之心劝导

婆婆不能骂人，渐渐的婆婆也改变

了许多，也不再骂人了……  

塆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塆里的人见了婆婆就说，想当

初你是怎么对你媳妇的，现在她能

这样对你，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

的。我有时跟丈夫开玩笑说，如果

我不修法轮大法，我是不可能对她

这么好的！  

全塆的人都知道我修法轮大

法，是大法善解了我和婆婆的冤

仇。他们都承认法轮功好。我对整

个塆的人讲了法轮大法好的真相，

讲了为什么要三退（退党、团、

队）及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全塆

除三个人外，其余人都三退了，他

们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文/湖北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九

月二十一日，山西省副省长、省公

安厅厅长刘新云被判刑 14 年。 

刘新云，男，一九六二年九月

出生。曾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

局长、中共党委副书记、政委，并

兼市委“610 办公室”副主任；山

东省菏泽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

记；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

记；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兼

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

主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

长、党委书记。 

据公开履历可见，刘新云曾经

担任中共江泽民集团设立专门迫害

法轮功的“610 办公室”头目，并

长期担任多市公安局头目，可见其

长期迫害法轮功。其任职期间，有

12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淄

博市法轮功学员苏刚、肖丕峰、李

廷鹏、魏爱芹、白佳珍、张国华；

菏泽市法轮功学员窦素丽、魏美

兰；山西省法轮功学员张印香、兰

青梅、于政祥、崔玉桃。 

仅在二零零零年一月至二零零

四年，淄博市秋谷劳教所非法关押

过 300 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

被暴力洗脑、强迫“转化”、不让

睡觉、遭殴打、电棍电击等；截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底，已有 400 余

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610”洗

脑班，被暴力洗脑、精神折磨，肉

体摧残；在这段时间，当地有 6 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19 人被

非法判刑；3 人在迫害中失踪；6

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二零一八年一月，刘新云调任

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

委书记，对全省法轮功学员的绑

架、送洗脑班黑监狱、非法判刑、

监狱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刘

新云二零一八年一月任职起，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山

西省境内有 2 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

致死；至少有 101 名法轮功学员被

绑架、非法抄家；42 人被非法拘

留；31 人被非法判刑；51 人被骚

扰；3 人被强制洗脑；2 人被迫流

离失所；50 多人仍被非法关押，

面临非法判刑。 

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真、

善、忍是普世价值。对法轮功的迫

害犯下了如天重罪，是真正在迫害

自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新

云当初迫害法轮功的“政绩”实际

上是其必将偿还的“罪恶簿”。 

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如薄熙

来、周永康、苏荣、徐才厚（未审

先死）、“610”头子李东生、王

立军等中共高官锒铛入狱，也预告

了参与迫害法轮功人员的可耻下

场。◇ 

山西省新闻简讯 

阳泉市平定法轮功学员康文梅
遭骚扰 

九月三日，平定县东回镇派出

所副所长白旭义到法轮功学员康文

梅家骚扰，问现在还炼不炼？又让

和他拍照，证明他来过，康文梅没

配合他，他拍个背影就走了。 

太原市法轮功学员李燕被骚扰 
九月二十日晚 8：30 后，法轮

功学员李燕受到太原市政法委 610

的张小鹏和一个年轻女性的骚扰。 

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申国胜被非
法开庭两次 家人被骚扰 

九月十三日，山西省太原市小

店区平阳路一社区人员和王村派出

所两警察到法轮功学员申国胜家中

所谓来家里看看，拍照。申国胜于

二零二一年年底被迎泽派出所和小

店区公安局绑架，现被非法关押在

太原市第二看守所，并在今年七月

和九月开庭两次，目前未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