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曝光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
大派出所警察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大派

出所警察打电话骚扰法轮功学员

的家人。 

陕西省神木市邪党人员骚扰
法轮功学员李志强 

2021 年 5 月 11 日，陕西省

神木市城关街道办事处的人带着

神木法轮功学员李志强到神木一

副市长（姓席）办公室，逼迫李

志强在放弃修炼法轮功等所谓

“三书”上签字，还说这是全榆

林市统一行动，必须签。 

陕西省武功县法轮功学员刘
慧容家被骚扰信息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上

午 11 点多，南仁派出所两名年

轻警察到陕西省武功县法轮功学

员刘慧容家找她，当时她公公一

人在家。晚上十点三十五分，刘

慧容洗衣服，正好到大门外面晾

衣服，上午来的那两人开车又来

了。刘慧容问：这么晚了来干什

么？他们说：巡逻顺便看看你。

刘慧容说把你们的搜查证拿出

来。他们说不搜查，其中一人拿

手机想给刘慧容拍照，刘慧容说

不许照，这是违法的，侵犯公民

的肖像权。他就没照。刘慧容想

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到院里坐一

坐，他们不坐，停了不到两分钟

坐车就要走。刘慧容说别急，把

你们的电话和名字说一说。开车

的说了一个座机号，因说的太快

没记住，刘慧容说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叫徐卫峰 13892043888，

边说边加油门就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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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赵国良赡养老人，

体贴妻子，总是慈眉善目，乐呵呵

的。可谁曾想到他曾是满脸暴戾之

气，一言不合，一眼不顺就揎拳捋

袖的街霸，家暴渣男呢，是什么力

量撼动了他，让他有了天壤之别的

蜕变？ 

街霸家暴 好勇斗狠 

赵国良年轻时手巧，脑子也灵

光。他做过木工、钳工，开过包子

铺，信息公司，还自制服装和鞋，

批发服装。做什么生意都挣钱，认

识他的人都说“这小子真行，做什

么都能发财”。 

老赵有了钱，就过上了花天酒

地的生活，成为沈阳皇姑屯地区的

一霸。他脾气暴躁，酒喝多了就打

妻子。 

时运不济 身患乙肝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老赵时

运不济，做什么项目都亏本，积攒

的钱都打水漂了。他又染上了乙

肝，住了大半年医院，把家里的钱

彻底折腾光了，病情也不见起色，

整天浑身乏力…… 

绝处逢生 如梦方醒 

1995 年，老赵正在人生痛苦

中挣扎，听人介绍，请了一本《转

法轮》，回家一看 

爱不释手，几乎一 

晚上就看完了整本书。老赵如梦方

醒，自己以前做了那么多坏事，德

损得太多，福分被自己糟蹋完了。 

老赵炼功不到一个月，各种病

症不翼而飞，浑身轻松。很快戒掉

了烟酒，身体从里到外都净化了。 

赡养老人 善待妻子 

赵国良炼功后，不仅身体健康

了，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他岳母说：“我女婿修炼法轮

功变化太大了，我姑娘被他打了

18 年，受了很多委屈。现在不但

不打她了，女儿骂他几句，他也不

吱声了。我们娘家人都支持他学法

轮功”。看到老赵的变化，妻子桂

柏玲也和老赵一起修炼法轮功了。 

赵国良的妈妈比较喜欢大儿

子，把房屋、财产都给了大儿子。

从前老赵夫妇认为妈妈偏心，心里

愤愤不平。婆媳之间关系也不好，

互不来往。修炼法轮功后，老赵夫

妇按照“真善忍”标准行事，心胸

变开阔了，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

放下了恩恩怨怨。老赵夫妇便把老

妈接到自己家里，任劳任怨、悉心

照顾，老人的晚年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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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议案和信函 57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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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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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法轮功 



 

  

【明慧网】我姐今年七十岁，

姐夫患高血压。我修炼法轮功二十

多年来，姐姐、姐夫从我身上看到

了大法的超常，一直很相信大法，

支持我修炼，有时还帮我做一些证

实大法的事。农历八月初六，我姐

打电话对我说她家昨天发生了一件

神奇事。现在我把姐姐的口述整理

出来与大家分享。 

姐姐说： 

“八月初五我和你姐夫去地里

干活，十点左右，你姐夫突然一头

栽倒在地里，口吐白沫，不省人

事，头上的汗水象雨点一样，躺在

地上一动不动，一点气都没有了。

我在他的鼻子底下使劲掐，掐的血

都出来了也没用，电话还在地的另

一头，我看人已经没救了，就在地

里大声哭。 

“情急之下，我想起了你告诉

我的九字真言，我跪在地里，放开

喉咙，大声的喊：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师父救救他啊，师父救救

他啊！不到十几分钟，一股清凉的

风吹了过来，那天天特别的热，我

跪在地上喊着你姐夫的名字，我说

你快醒醒，你快醒醒，师父救你来

了，你看这股清凉的风多舒服。 

“他慢慢的睁开了眼睛，问我

咱在哪儿，我说咱在地里，他说这

股风咋这么舒服，我急忙说，这股

风是师父给你吹来的，你赶快念法

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今天是师父

救了你，你已经死过去半个多小时

了。 

“我看他醒过来了，我跑到地

那头拿起电话给儿子打，我说你快

开车上来，拿上你爸的换洗衣服。

你爸今天要不是法轮功师父救命，

就没命了，屎尿拉了一裤子。 

“儿子开车来到地里，我们给

换了衣服，送去医院。可经检查一

切正常，医生说：简直是奇迹，不

可思议！” 

我姐接着对我说：“我这次真

切的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有多么的

神奇超常，我把这次我亲身经历的

事，逢人就讲，有人还把这九字真

言记在手机上。感谢师父给了你姐

夫第二次生命，感谢大法给我们家

带来了天大的幸福！” （文／陕
西大法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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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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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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
杀、自焚的。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
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
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