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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晨炼时发现，校园里有一群人

在打坐，男女老少都有，看起来姿

势很优雅、庄严，我赶紧上前去问

他们炼的什么功，答曰：法轮功。

我问该功能否治病，答曰：治病效

果奇佳。我当时就要求学炼法轮

功，这时辅导员走过来给我一本

《转法轮》说：你先回去看看这本

书，觉得好再来学也不迟。我给她

钱也不要，她说：先把书拿回家

看，如果觉得好，再给十元钱把经

书请回家。 

回家后我捧着《转法轮》看了

一整天，是流着眼泪看完的，有时

甚至是痛哭流涕，我从小到大看过

很多书，从未因为看书流过眼泪。

当时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看这本

书会流泪呢，就象见到阔别已久的

亲人一样，再看看前面师父的照

片，虽觉得亲切眼熟，但今生也确

实不认识呀，就觉得这书写得太好

了，句句都写到我心里去了。而且

一边看书，一边还不停地拉肚子，

虽然拉肚子但身体却不难受，我心

里想着，可能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

体吧。 

我连续看了三天《转法轮》

后，就开始炼功。一个月后，我就

感觉自己无病一身轻，回到了年轻

时代，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获得

了新生，看着天空又蓝了，生活又

充满了希望，一切都那么(转下页)

成年工作后，我因身体不好，

脸色总是发黑、发青，同事背地里

都叫我“林黛玉”、“黑牡丹”。

年轻时我每周都要去单位医务室看

病拿药，等结婚生孩子后身体更差

了，三十九岁时就在家呆着病休

了，病休职工单位是不发工资的，

一分钱没有。那时我的病很多，什

么肺结核、甲亢、肾炎、颈椎增

生、心脏早搏、神经衰弱、卵巢囊

肿、子宫肌瘤、阑尾炎、鼻炎等等

都得过，我病休后就专职看病，心

想一定能看好的，结果请医院教授

看了三年也没看好，身体反而越来

越糟。 

我无奈之下就去道观里烧香磕

头，也未见好，观里有个道长说我

前生曾多次转生中干了许多坏事，

所以今生才会遭罪，此为“因果

病”，无药可解。我哪里肯信，从

小早已被邪党的无神论洗了脑，根

本不相信什么前生今世、轮回转

生。那时的我每天度日如年，虽不

缺钱花，但走路象踩在棉花上，随

时可倒下。 

一九九九年三月底的一天，我

【明慧网】我小时候因父母都

在医院工作很忙，所以我是在爷爷

奶奶身边长大。爷爷奶奶人很善

良，从农村到城里来给儿女做饭、

看孩子，他们是文盲，但虔诚地信

佛、礼佛，经常会带着幼小的我，

走很远的路去庙里拜佛烧香，叫我

磕头我就磕头，也不问为什么，爷

爷奶奶也从不告诉我为什么要拜佛

烧香。但叫我妹妹磕头时，妹妹就

坚决抵制不肯磕头，回家还向父母

告状，说爷爷奶奶叫她给泥巴人磕

头。 

上小学后，我年年都是“三好

生”，考试从来都是双百分，学校

还把我选为羽毛球选手苗子培养，

每周去省体育馆训练一次。因学习

好又听话，家人都很宠我，总之那

时一切都很顺利，好似泡在蜜罐里

一样甜。 

谁知好景不长，小学三年级时

邪党就开始了“文革”运动，学校

就陷入混乱停课了。不上课了，我

就看杂书，什么书都看，打发时

间，看得最多的就是小说，也不知

是谁给的，反正手上总是有书。 

 

《转法轮》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指导书 

籍。 这是一本教人向善、让人获得身心健康的 

书；这是一本让人遵循真善忍修炼、提升境界、 

返本归真的书；这是一本文字浅显易懂、却被称 

为天书的奇书。《转法轮》有 40 多种语言版本在 

全球发行，是迄今为止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转法轮》在中国的发行：1994 年 12 月，《转法轮》由国家

广电总局直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 年 1 月被

《北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

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非法禁止《转法轮》出版。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50 号”，废

除了 1999 年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 



 
 

  

 

  

   

 

 

  

  

 

 

 

 

 

 

 

 

  

 

 

 

 

 

 

 

 

  

  2  2023年3月18日                                                                      保定版    

（接上页）的美好。丈夫见我炼法

轮功身体好了（以前他叫我“母老

虎”），也能回单位上班挣钱了，

也很高兴，说他以后也要炼法轮

功。 

同事们也都说：法轮功好不

好，看看咱单位的“林黛玉”就知

道了。他们说我现在身体倍儿棒，

心态平稳，待人温和，万事不争不

抢，皮肤白里透红，不象人间的皮

肤，象天上的皮肤，也不用花钱做

美容，干活多、挣钱多，孩子品学

兼优高大帅，法轮功就是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

民悍然发动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把《转法轮》列为所谓“禁书”，

白日飞升，晚上做梦在夜空的树梢

上飞行，有时在天花板上飞。修炼

大法才短短几个月，我就梦到回到

了自己的天国世界，而且是带着儿

子一起回天国世界的，见到了天国

世界的亲人，都是西方世界的神。 

现在《转法轮》已被译成四十

多种文字，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

的人都在读这本书。李洪志大师曾

连续四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并

获得各国政府五千多项褒奖；李大

师领导的神韵艺术团，多年来一直

在全世界巡演，受到各国主流社会

的惊叹、赞扬。 

弟子感谢师父！师父您辛苦

了！文／大陆大法弟子 梅馨◇ 

在全国各地烧书、毁书，对神佛犯

下滔天大罪。我因幼时经历过“文

革”，我知道被中共列为“禁书”

的大都是好书，仍然坚持天天读

《转法轮》，天天炼法轮功的五套

功法。 

通过不断看《转法轮》，我慢

慢悟到：法轮功不是气功，而是真

正的佛家修炼功法，只是以气功的

形式传出而已，我已经是在修佛

了！而且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不

用进庙就可修佛！这是我以前万万

从未敢想过的事。 

炼功时间不长，我的天目就开

了，能看到另外空间师父的法身，

看到同修们的功柱，并亲身体验到

河北省保定市蠡县法轮功学
员胡德钰再被绑架  下落不明 

据悉，3 月 2 日，蠡县万安

镇派出所给胡德钰打电话，叫胡

德钰去一下。胡德钰和老伴去

了，派出所的人把她和老伴都拉

到蠡县公安局。后老伴被带回，

胡德钰被扣下，至今下落不明。 

河北省蠡县政法委下发文件
撕毁大法标语 

近日河北省蠡县政法委书记

杜殿海下发文件，指使各乡镇、

企事业单位、社区承包各村庄、

小区、街道、胡同、清理法轮功

救人的粘贴，蛊惑世人恶意举报

法轮功学员。蠡县政法委书记：

杜殿海：13722950777 

杜殿海妻子：石芳：

15930778798  ◇ 

看守所，三天做了全面体检，体检

时测到血压是 170—190，他们还

想掩盖，说是 170—90 正常，然后

就拉着她去了容城看守所，在容城

看守所又连续量了四次血压，血压

一次比一次高，都是 200 以上，看

守所不收。在回去的路上，张贵珍

问他们 ：“是送我回家吗？”张

宝中恶狠狠地说：“你想得美。”

后来那个叫义涛（别人那么叫他）

的还气急败坏地说：“明天还给你

做检查，如果查不出原因，血压高

也得把你送进去。” 

第二天上午，张贵珍又被国保

警察劫持去雄县中医院检查完后，

他们还不死心。上午和下午强迫给

她吃了两次降压药，又送去容城看

守所，再量血压还是高压 200 多，

看守所让去容城中医院再做检查，

结果血压还是高，看守所还是不

收。最后他们只好垂头丧气地把她

带回了雄县。 

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半，家人被

通知去雄县公安局接人。张贵珍大

约晚上九点多回到家。 

参与迫害人员 

雄县国保大队：陈国朋 朱鹤

峰 崔力学 张宝中 义涛 李东

生 

录像：李楠 ◇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

北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六十六

岁的法轮功学员张贵珍女士二零二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发放真相资料

时，被绑架到雄县城关派出所，随

后被国保大队朱鹤峰等人非法抄

家、几次送看守所未遂，于二十五

日晚回家。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张

贵珍在雄安新区雄县鑫城小区发放

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

告，被雄县城关派出所一个副所长

（他们自己人说的）带领两个人劫

持到城关派出所，他们通知了国保

大队，然后国保大队的崔力学、朱

鹤峰、李楠等人就去非法抄她家。 

国保警察一共非法抄家两次：

第一次是中午一点左右，在她家里

没人的情况下，不知他们怎么进去

的；第二次她家里有人，他们把非

法抄出来的资料打包照像。 

下午五点多时，张贵珍被劫持

到了雄县法治中心，进门就强制做

体检（量身高，体重，踩脚印）。

期间朱鹤峰等人非法审讯时还强制

她坐铁椅子，戴手铐，睡觉时也不

给摘，张贵珍不配合恶人的问话，

他们就自问自答。 

雄县国保大队张宝中、朱鹤峰

等人几次三番想把张贵珍送进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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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