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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你住院的事以及厂里职工对这件事的议
论，我们在去年 11 月份就听说了。当时有人把这
件事作为一个“好消息”来告诉我们（你一定明
白其中的原因），可我们听了以后却高兴不起来。
特别是听说你的家人甚至去求炼法轮功的人说你
们知道错了，请求我们的师父原谅。我们听了心
里也不好受。
我们知道，其实你是因为不明真相，受到当
时铺天盖地的媒体散布的谎言所蒙蔽，从而对大
法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当然，不是说我们对你如
何了，也不是说我们的师父对你怎么样了，不是
的，我们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进行修炼的，
不会计较常人中的得失，也不会计较谁对我们个
人怎么样，因此，我们根本就不会对任何人进行
报复与伤害。然而，任何破坏大法的行为是宇宙
的法理所不容的。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灵”，
宇宙中的护法神无处不在，他们能允许人破坏大
法吗？更何况法轮大法是宇宙的大法呀！近两年
来，大陆频繁发生的异常天象变化，如北旱南涝，
六月飞雪，严重的暴雨、冰雹、蝗虫、沙尘暴等
等，以及不断发生的各种重大事故，这一切都说
明，人的罪恶已经受到了上苍的警示，难道这些
天灾人祸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思吗？还有那些曾
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徒，已经有许多都遭
到了现世现报：有的突然暴亡；有的死在酒桌之
上；有的成了植物人生不如死；有的被罢官；有
的出了车祸甚至还殃及家人……。“谁言世间无
报应？祸到临头梦方醒。”
***************
以上是我的爸爸在今年四月份写给你的信，
后来一直没时间写完。现在，我帮他把这封信写
给你。主要目的只有一个，还是想把真相告诉你，
把“善恶有报”的天理告诉你，虽然表面上只是
很简单的四个字，但却是宇宙之中永恒不变的天
理，只是想让你不要迫害大法，不要迫害法轮功
学员。
其实，以前我非常恨你，就是因为你把我的
父母全都弄进了洗脑班，之后，又把他们关进劳教所、看
守所九个多月，吃尽了苦头。身在家中的我，当时只不过
还是一个十四岁小女孩，我的外婆双目失明，外公又不会
做家务，还有一个七岁的小表弟，生活、学习上的压力，
经济上的困难，再加上电话被监听，走到哪儿都有人监视，
派出所还时不时来一些人到家里进行骚扰，平均一个月要
抄一次家，搞得人心惶惶。上了高中，我住了校，放月假
时我也不想回家，我痛恨那些警察，讨厌那种被人跟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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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5 月 15 日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转交李洪志先生收
尊敬的李洪志先生：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向您发出这份邀请。
在过去的三年中，我得以亲身认识了许多加拿
大的法轮大法学员。在揭露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到的
残酷迫害以及向加拿大人民弘扬您所教导的“真
善忍”美好的宇宙理念时，他们和平不懈的努力体
现了您所教导的“真善忍”的精髓。
我为能成为第一位支持法轮功学员并帮助为
他们所关切之事呼吁的加拿大国会议员而自豪。同

唤醒良知
法轮大法真相 （第二十七期）
感觉，还要被逼着说一些我不愿意说的话、干不愿意做的
事。放月假了，其他同学全都高高兴兴地回了家，我也想
回家，可是我的家在哪里？那个已经被“人民警察”抄得
乱七八糟的房子吗？那不是我的家。一个家庭，最起码要
有爸爸、妈妈带着他们亲爱的孩子住在一个屋子里，才称
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我时常坐在学校宿舍的床铺上，望
着旁边的空床铺，心里想着：“别人都回家了，可我呢？
我的家在哪里？别人都回家了，再穷的孩子与再富的孩子
回家之后，都有他们的父母出门迎接他们，返校时总是父
母送上车，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小心。可我呢？我回家了，
难道就只有一片狼藉的房间和凶神恶煞的警察迎接我
吗？返校时，我一个人提着一大包沉重的衣物踏上公共汽
车，面对的全是一些高高兴兴的人们，可是谁又会和我打
招呼，谁又会在意一个角落里的我……难道我就没有父母
吗？难道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连人活在这个世上的基
本权利、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了吗？我深知：我有一对深
爱我的父母，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幸福美满的家庭。可如
今我的父母在哪里？在劳教所？在看守所？仅仅是因为
他们修炼了法轮功，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做一个真正的
好人。而我现在也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在你们看来举手
之劳的事，认为对你们有升官发财的可能的事，却在我幼
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我精神上的打击是你们
难以想象的。
可是我挺过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了。若没
有法轮大法，我怎能够面对艰难困苦依旧坚强地走过来？
是法轮大法赋予我坚强的意志，是慈悲伟大的恩师给了我
战胜挫折的勇气。我渐渐地成熟了，开始用理性对待父母
被抓这件事，以师父的法做指导。师父说：“别人可以对
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我们不能把人当成敌
人。”师父告诉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考虑别人，这颗心叫慈悲。现在的
我虽然流落在外，但我活得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开开心
心。对于你们的恨已不存在了（我们全家人都是这样），
我真心地希望你能够回心转意，悬崖勒马。法正人间之时，
未来就定下来了。
真心地希望你善待法轮功。
愿你能理智地为自己与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正法弟子：美美
2002 年 5 月 22 日

时我也高兴地看到现在又有数十名同僚站出来和
我共同努力。
我敬仰法轮功“真善忍”的教导。我看到了即
使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中，“真善忍”的教
导在无数勇敢的，和平和坚定的中国与加拿大法轮
功学员身上展现出来。您的教导是人类社会最优秀
品德的楷模。为此，我真是十分荣幸地向您发出我
最诚挚的邀请，请您借本周末加拿大第二届法轮大
法节之际莅临多伦多讲法。
感谢您，李先生，为加拿大，为中国，为人类
所做的一切。我希望您能接受这份邀请，在本周末
莅临多伦多讲法。我很高兴能继续支持法轮功并尽
我所能制止在中国的迫害。
您的非常忠诚的，
罗伯.安德斯(Bob Anders)
国会议员
西卡儿加里地区

【明慧网】
“自焚伪案”
发生后，被诬陷
者一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做着讲清真相的工作──将事
件中的疑点揭露出来，告诉世人；而造假者也一直在不遗
余力地为圆谎大做文章。虽然目前已有的真相资料已足以
将事件的真伪告知世人，但我还是想把我从录像中看到的
疑点谈出来作进一步补充。
其实，从电视台播放的内容看，造谣者们手中所掌握
的录像资料肯定要比播出的内容多的多。按一般规律推
断，如果要在法律上证明一件事情的真伪，应当尽可能提
供出更多与更完整的证据，它们应该把所有拍到的录像资
料都播放出来才能更有力地证明它们的观点，而为什么人
们只看到了一些断断续续的镜头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们只想让人们看到这
些，再多就要露馅儿了。只要能把事件与法轮功联系在一
起就行。
在许多案件中我们都会看到，通过对案发现场的详细
勘察、对案发过程的详细的分析与模拟，可以找出哪些事
情是可能发生的，哪些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从而使案情
大白。在“自焚伪案”中也存在着这样的疑点。
报导中说王进东先点的火，在画面中可以看出他与其
他自焚者相隔很远，根本看不到其他人的身影。而在其他
几人的镜头中，我们只看到了三个人身上着火的镜头。这
三个人从身高看是三个大人，而且从燃烧的火焰看这三个
人是同时点火的，且位置较集中，可是在周围很大范围内
并没有看到第五个人，也就是说应该还有个小孩才对。
近日出镜的那位王进东是否就因为曾被火灾烧伤过
脸部，所以被荣幸地选中做王进东第三，就不得而知。从
CCTV 的天安门自焚录像片中，看到那个王进东脸部除了
鼻子的三角区覆盖了一点点白色灭火剂、头上戴的假发套
边上的松紧带清晰可见外，整个脸部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奇怪的是，从送到医院去的那个王进东的脸部特写镜头
看，和在天安门自焚时的照片大不相同了，但两颊的皮肤
还是非常正常，没有被烧伤。而一年后冒出来的王进东就
更不相同了，不但人不是同一个了，而且两颊、眼部、额
头都出现了二、三度的严重烧伤。
- 王进东整个脸和额头都没有烧伤，非常光滑！
- 躺在医院里的王进东就发生变化了，大部份没有烧伤！
- 一年后冒出来的王进东怎么两颊、眼部出现二、三度严
重烧伤？
当时有人给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病房打电话问这几个
人的病情，接电话的护士冲口而出的话是：“没事，都好

好的！”这
是一句没
有经过中
共调教前的回答。此话是真是假，大家心里都有数。
都好好的，怎么小思影会死了？至死都不许家人探
视，而且不许她的姥姥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还有，据王
进东本人说，他是第一个点燃火的，那么奇怪的是，为什
么后点火的刘春玲会烧死、陈果怎么会烧得没有了手、面
目全非，小思影烧得胳膊成了炭状、伤重而亡？据当时的
媒体透露，有的灭火器里喷出的是灭火剂，而有的灭火器
里喷出的是汽油！难道有的必须死，而有的必须生？留着
活口干什么用呢？难道就为了让他一次次上 CCTV 的《焦
点谎谈》去蒙蔽、毒害咱老百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么天安门自焚案到底是谁导演的呢？这个王进东又是从
哪里搜罗到的呢？
自从王进东第三出镜后，很多人质疑他不是自焚的那
个王进东，因为他们俩个的脑袋顶长得不一样，这次王进
东出来时就戴了一顶帽子，用来掩盖他的头顶形状。
就从这些就可以看出许多疑点来。
一、按常理，孩子无论如何应该和母亲在一起，特别
是如此“重大”时刻。如果真有一个孩子也参加了自焚，
那么我们就要问：孩子身上的火是谁点燃的？我们能想象
一个 12 岁的小姑娘远离亲人，独自一人从容地往自己身
上浇上汽油再点上火吗？
如果是妈妈给点的，那么刘春玲是先把女儿身上的火
点燃了再跑很远去与那二个人一块自焚；还是自己身上点
着了再跑去点女儿身上的火？
二、当小思影被晾在救护车尾喊着妈妈等着拍照时
（抢救人员在给新闻工作者让出时间？抢救生命的时间
不如播新闻的时间重要？）谁都会为之动容。但再想想，
别说是火烧了，您遇到过孩子烫伤没有？他会怎样的哭
喊？您能想象一个被烧伤的孩子会忍得住极大的痛苦而
不紧不慢地喊妈妈吗？
另外，能在现场出现的人物(王进东、刘春玲、刘思
影)也太具有戏剧性。一个呼喊了口号(而这口号根本就是
莫名其妙，与法轮功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死无对证；
一个最大限度地挑起了人们心中的仇恨（后也死无对证）。
如果要在法律上证明自焚案与法轮功有关，那么所有
疑点都要在法庭上予以澄清，也要允许法轮功方面陈述自
己的意见，才能最终拿出结论。当听不到被指责一方的声
音的时候，能说这样的报导是公正的吗？
善良的中国百姓，当您有幸看到法轮功真相资料的
时候，能不用心想一想孰是孰非吗？

警察把《转法轮》送到了我们手中

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由于叛徒的出卖，我被派出所绑架。在关押期间，不
管警察怎么对待我，我都慈悲地对待他们，坚信大法，坚
信师父，用正念证实大法，向干警们一次次讲清我们被迫
害的真相，揭露中央电视台的谣言和谎言，
讲
述我自修炼后身心受益的体会，打动了部
份干警的善心，最后我堂堂正正地走出派
出所。
在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救度众生、
铲除邪恶的正法过程中，世人越来越清醒，继而走入大法
修炼的人也越来越多。面对渴望得法的生命，我思索：到
哪去给他们找《转法轮》？
我去派出所找到干警，向他说明来意。他说这得找个
机会。没过两天，金光闪闪的《转法轮》送到了我们手中。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支持大法必有福报。这位干警，您

正 义 的 领 导 干 部 抵 制 “610” 恐 怖 组 织 的 犯 罪 活
动
2002 年 4 月份，某省会城市某单位一
位有正义感的局长，自觉抵制江泽民邪恶
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当“610”恐怖分
子来到单位，企图将该单位一大法学员
（男）带去洗脑班时，这位局长理直气壮地对“610”恐
怖分子说：“你们要抓的这个人在单位表现很好，是全单
位唯一的优秀尖子，你们要把他搞到‘学习班’学什么
呢？我看没有这个必要。”说完，便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不再理会它们。几个恐怖分子一时哑口无言，觉得自讨没
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恐怖分子走后，这位局长又亲自
吩咐门卫：严加把守，不准“公安”随便窜到单位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