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北报道）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女法

轮功学员王雅新，二零二二年七月

七日被派出所警察从朋友家中绑

架。她被非法关押至今已经四个多

月，已被构陷到路北区法院。 

王雅新现年 52 岁，本是河北

钢铁集团唐山钢铁集团二炼铁厂的

一名高级工程师，她二零零七年走

入大法修炼后时时以真、善、忍为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踏实肯干，待

人温和良善，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

一致认可，在家里也是一个受家人

尊敬和喜欢的好妻子、好母亲。 

但二零一七年，王雅新曾因在

唐山市玉田县集市发真相资料救人

遭非法判刑一年，被原单位开除，

失去了稳定的工作。 

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唐山法

轮功学员王雅新、吉桂琴和郭丽云

在杜中华家闲坐，却被前来无理取

闹的杜中华的前夫诬告，造成四位

法轮功学员遭非法抓捕并拘留。 

七月十五日，是她们遭非法行

政拘留七天回家的日子，但当天早

上，却被参与迫害的唐山市开平区

税务庄派出所、岔道派出所和洼里

派出所警察强制带走，被非法关押

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八月十九日，吉桂琴、杜中华

和郭丽云三位法轮功学员被取保回

家，王雅新被开平区检察院非法逮

捕。 

十月份，税务庄派出所将构陷

迫害案卷递交开平检察院，然后又

转交到唐山市路北区检察院。据

悉，在唐山市，由路北区检察院、

法院和滦南县检察院、法院负责迫

害法轮功学员。目前，构陷王雅新

的案卷已经到了路北区法院。 

此次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者是

唐山市开平区国保警察郑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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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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

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

焚”假案，栽赃法轮功。在央

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上，出现了

很多明显的漏洞。 
 

▲央视录像中清楚地显示 ：

被火烧过的王进东衣服和面部严

重烧坏，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

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翠绿如新，

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2. 烧死？打死？重物击中头部 

▲ CCTV 镜头慢放显示，

刘春玲不是被烧死。1、一手臂

抡起，猛击刘春玲的头部；2、

重物猛击刘的头部之后弹起；

3 、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位，

随之倒地；4、一穿大衣的男子

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呈现着

一秒钟前用力打击的姿势。 

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

报》在 2001 年 2 月 4 日头版

头条发表了调查报道《自焚的

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邮

报记者菲力蒲•P• 潘亲自到刘

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

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

玲练法轮功。◇ 

 

1. 塑料瓶子和头发烧不坏？ 



 

  

【明慧网】一、“610”主
任：“失业，也不再干这一行” 

在我市的一个山区镇，一九九

九年以前，那里有八十多位炼法轮

大法的学员。一九九九年“七·二

零”这场迫害发生后，镇 610 办的

工作人员，尤其 610 办公室的主

任，充当其江泽民这个党魁的打

手，跟着干了不少坏事、错事。他

的亲戚中也有几人炼法轮功，被他

关进党校洗脑班。他派他妻子在洗

脑班上帮着洗脑“转化”亲戚。 

他的妻子通过几十天与法轮功

学员朝夕相处，发现法轮功学员是

一群善良的修炼群体，慈悲、善

良、忍让、大度。在洗脑班上，她

与法轮功学员成为了好朋友，为法

轮功学员提供了诸多方便。 

明白真相后，她劝丈夫不要再

从事这项工作了，她也不再来帮着

“转化”，不造这个业。听了妻子

的一番话，610 主任回想与法轮功

学员打交道这些年，发现法轮功学

员确实与众不同，个个宽厚仁慈，

不贪不腐，守德有礼，是一群道德

高尚的好人。而且从大法修炼者身

上，他看到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奇

效，看到了法轮功学员坚持真理，

坚定信仰，维护大法那颗金子般的

心。他内心不得不承认：只有高德

大法，才能教出这样好的徒弟。 

这位主任明白真相后，心中一

直不安，决心善待大法，善待法轮

功学员。他多次委托妻子上法轮功

学员家赔礼道歉，要法轮功学员不

要责怪他，他也是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现在明白了，

他错了。 

这位 610 的主任郑重地向镇领

导提出辞去 610 主任这一职务，表

示干任何工作都可以，就是不想干

“610” 这一行。他还多次请法轮

功学员上他家吃饭，如果法轮功学

员不去，他就心存顾虑地说：“难

道你们还不肯原谅我吗？我是真心

悔过呀！我就是失业，也不再干这

一行。” 

二、派出所所长：“原来法轮
功这么好”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上旬，我和

甲同修到一偏远山区去发真相资

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几辆警

车拦在了路口，强行把我和甲同修

绑架到了派出所。 

这个镇是法轮功真相的空白

镇，全镇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也

很少有人来这里发真相资料，对法

轮功的真相了解甚少。当时被绑架

到派出所的时候，我俩包中还有不

少真相小册子、光盘、护身符等。 

我们一进派出所办公室，就大

声背《论语》、背《洪吟>，讲真

相，劝三退。这里的警察只听过、

看过中共邪党一言堂的谎言陷害，

没正面接触过法轮功学员，不了解

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们告诉他

们，法轮功的弘传是在回升人类道

德，修真、善、忍于家庭、社会、

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认同大法的

人就能避凶趋吉，他们听了好高

兴，态度好了许多。 

所长说：“原来法轮功这么

好，真不该打电话告诉国安，他们

的人已在来的路上，要不就把你们

放了。”所长和另外两名警察示意

我们为他们做了“三退”。他们见

我们还没吃饭，叫人到街上买了两

碗炒粉过来，给我俩吃。他还轻声

对我说，国安电话中说，你被关了

好几次了，真不容易，我会给他们

打个招呼，要你家先生找找关系，

少遭点罪。我笑了，因为我看到了

他善待法轮功学员的那颗心了。 

三、男士：“碰到法轮功，我
的运气好极了” 

二零一八年四月，我和同修在

讲真相时，碰到一位五十多岁从外

地来的男士在河边走。他对我们

说：妻子跟别人跑了，钱财卷走

了，自己找了几天的工作，没找

到，口袋中又没钱，很是悲观丧

气。我俩说，你不要愁，碰到我俩

算你与大法有缘。法轮大法无所不

能，只要真心认同法轮大法好，退

出中共党、团、队邪党组织，心中

默念九字真言，定能时来运转。他

答应退出共青团邪党组织，合十请

大法师父保佑他能找到一份工作。 

说来也巧，当天下午快下班

时，职业介绍所安排他到市政府后

勤当保安，包吃包住。后来，我们

碰到了，他高兴的象个孩子：听了

你们讲的法轮功真相，念了九字真

言，事情怎么这么顺利呢？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是好人，神佛

在天上看着每一个人，你信他，求

他，他就保佑你。他连说：“谢谢

你们，谢谢你们！”我告诉他，应

该感谢的是大法师父。 

四、办事处女士传九字真言 
二零二二年正月的一天，我和

甲同修在街上碰到一位近六十的女

士，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觉的

很熟，很亲切，双方都笑了笑。 

我说，你是某某办事处的吗？

她说，是呀，是呀！你知道我现在

最爱做的事是什么吗？就是诚心颂

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

真言。几个月的时间，我觉的我不

象以前，遇事就烦、急躁，心淡定

平和了许多，心有一种归属的感

觉，有时间就想念。这些日子来，

我把九字真言传播给我身边所有的

人，你给我的《明白》、《天赐洪

福》等真相资料，也给他们看了。

希望他们象我一样成为法轮功的有

缘人。其实在没退休前，有人给我

讲过法轮功的真相，我没敢听，怕

惹麻烦，现在退休了，我把几个字

牢记于心，真诚，善良、忍让是普

世价值，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基

石。现代法律法规越来越多，社会

问题仍层出不穷，就是因为人们缺

乏道德。如果都能象你们这些法轮

功学员一样，社会就祥和了，没有

欺骗，没有掠夺，争斗。道德高尚

的人才是真正的好人，你们是好人

啊！（文／湖南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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