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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劝世人善待大法。从正面认清大法真相

的人会得到福报，传阅大法真相资料更是

功德无量！如果被造谣诬蔑的宣传所蒙

蔽，敌视反对大法，将不但会断送您自己

的福分，还会受到天理的惩罚！为了您、

您的家人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未来，请您珍

惜大法。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前途。 

希望您有个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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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知情者澄清央视关于赵合袭警的焦点

谎谈  

5 月 8 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

目播出了赵合打死警察戴国生一事，看后

发现与事实不符。  
这件事情发生在三月末，一个多月后

才以新闻形式播出，这期间全县人民早已

家喻户晓，并且都知道赵合不是法轮功学

员，而是法轮功学员秦凤珍的丈夫，电视

里却说他是炼功的。电视台为了栽赃诬陷

法轮功真是不择手段，百姓深感新闻造假

太多，几乎无一真实，其实事情的经过并

非电视里所报导的。  
阳春三月，正是春耕农忙时节，北方

近几年连续干旱，能引点水浇地很不容

易，误了农时就会影响一年的收获。出事

这天，赵合同妻子秦凤珍正在自家地里浇

地，警察戴国生带人去地里抓秦凤珍，要

送洗脑班。过去已抓进去几次，都是几个

月后罚款放出，此时农忙又要抓人，赵合

及秦凤珍就再三请求再宽限两日等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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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电视台是这样偷拍、伪造关于我的新     
闻的  

1999 年 9 月份前后，公安处打电话

给我，让我过去一趟。结果这次他们的态

度出奇地好，先是客气的把我让到楼上的

精心布置的摆满鲜花的会议室，由正、副

处长亲自接待。只是指定让我坐在背对着

门口的椅子上。当时我并未多想，立即开

始向他们洪法，介绍自己在学法后精神道

德出现的巨大升华，大约一分钟后，处长

突然说：那好吧，今天就谈到这，然后俩

人便走了，把一头雾水的我扔在了会议

室。直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外地得知

自己上了新闻，镜头就是那天的在公安处

的谈话，不过自己仅是个偷录的背影，声

音都被剪切了，播音员用旁白介绍说在公

安部门的“细心教育下”，我已经“彻底

地清醒了，压力一扫而空，开始了崭新的

生活。”  

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媒体竟干出这

种颠倒黑白的事来！在以后的被抓、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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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佛会执著圆满吗？其实真正接近圆

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  

文中为什么提到“放下一切世间的执

著（包括人体的执著）”？是因为如果大

法弟子敢于站出来讲真话，那么他很可能

会因受到江泽民集团的残酷迫害而丧失

生命。不是已有 400 多位有名有姓的大法

弟子被江泽民集团迫害致死了吗？放下

生死，决不是求死，那是决定勇于为真理

付出而不怕死。孟子曾说过“舍生取义、

杀身成仁”，历代也有很多读过圣贤书的

人为正义而付出了生命，难道我们应该说

孟子教人自杀吗？  

任何一个真修弟子看了这篇经文，只

能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放下一切执著，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更加紧走出来讲清真

相，挽救更多被蒙骗的生命，而决不会为

了自己的所谓圆满去自杀！换句话说，在

法正人间到来之前，也决不会有个人单独

去圆满！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5

² 清醒的老书记：电视上演的我一看就

是假的  

已离休的老书记来单位领工资 ,大家

寒喧一番，自然谈到了当前大家关心的问

题。如：身体健康状况、当前新闻热点等。

以下是科室内几个人的一番对话。  

老书记 :“你们年轻，身体好，多好

啊！”  

A：“您这不是也很好嘛！”  

老书记 :“唉！人老了，身体不好，

才懂得健康的重要。有病了 ,吃药。结果

花了不少钱，病也没好。现在电视上的广

告就是骗钱！”  

B：“听说气功可以治病，您没试试

吗？”  

老书记：“前两年，一位邻居让我和

他一块炼法轮功 ,借我一本《转法轮》让

我看。我也没认真看。后来他看我不上心，

就把书拿走了。现在这种形势哪儿还敢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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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断章取义的把戏！  

央视在播出计算机显示器上显示这

一文章画面时，根本不敢让人看清写的是

什么。如果能看到这句话前后哪怕是几十

个字，它们的谎话就会立刻被揭穿。  

那么在此我们不得不引用李老师这

一篇经文：  

《去掉 后的执著》  

“大法与大法学员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 邪恶、 恶毒的破坏性的检验。大

法与学员以真正的作为正法 伟大的修

炼者的表现走了过来。人世间一切人、一

切组织与团体，都是想在世间得到什么而

在人类社会有所为的；而大法弟子们是去

掉一切常人执著，包括对人的生命的执

著，从而达到更高层生命境界，所以我们

才能从人类历史 邪恶、 恶毒、 流氓

的迫害中走过来，这也是那些邪恶的败类

们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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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蔼地说：“小宇啊，你多加小心，别和

谁都讲啊！人是 难交心的。”  

我摇了摇头，心中想到：中国的老一

辈人经历的磨难太多，心里的伤口太深

了。要愈合它很难哪！但只要他有善心在

就可救度，就不难。  

² “中央电视台又给你们法轮功造谣

了，我都不信”  

昨天我到一朋友家串门，一进门，她

家儿媳妇就气愤地说：“中央电视台又给

你们法轮功造谣了，我都不信。那么多人

看着这个人把自己的孩子活活掐死都不

管，这纯属造谣。杀人是 大的犯罪。从

古到今都是说和尚修圆满了，肉身留下，

修成的佛体一道红光走了，前几天电视里

还播出了千年和尚肉身不坏的镜头，这不

是共产党自己打自己的嘴吗？我有一个

朋友说，旧社会国民党说共产党红鼻子、

蓝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等共产党

来了一看不是这样的，现在共产党怎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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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只要面对警察，我都坚持自己面

对门口，免得再被偷拍录像。  

1999 年我市还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有一个以前炼过十几天动作的人因病住

院了，一堆警察跑到医院找到她，让她上

新闻联播，并表示只要她说她是炼法轮功

的，结果得了重病，是医院及时治疗好了

她，就这么几句话，不但治疗方面好说，

还由政府额外给她补助 3000 元钱。该人

立即拒绝了：“我以前是炼过那么几天法

轮功，但早都不炼了，我得这病和人家法

轮功可没有一点关系，这昧良心话你找别

人说吧。”警察临走时还嘲笑她死心眼，

到手的钱竟不要。  

善良的大陆同胞啊，赶快清醒过来

吧，我们视为权威的新闻联播就是这么

“制作”新闻的！那些 1400 例的死亡名

单、天安门的“自焚”事件、一期期焦点

访谈，都是这样“出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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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为了把自己打扮的象一个“炼

功人”（装得越象谎话才能编得越象真

的），王进东也得说点贴边的话。可话从

这张嘴里说出来听着就那么不是味。  

他也承认书中要人做好人。可他却忘

了，央视才把刘春玲说成是修炼后才打骂

她的母亲的。  

他也煞有介事去理解那个杀人的疯

子傅怡彬如何如何。可他又忘记了，他要

一把火烧掉的那个本体，傅怡彬却要把它

装进自己的肚子里，形成星星、太阳、月

亮（见有关傅杀人案的报导）。  

他还把自焚与“虹化”胡联系在一起。

学过法的人谁都知道，“虹化”是藏传佛

教的圆满方式，和自焚毫无关系。  

御用喉舌们，不要再搞愚民政策，把

权力真正交给人民。把所有被封锁的法轮

功方面的消息放开，让人民听听两方面的

声音，自己来决定谁是谁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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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中国电视造假之可笑一幕：老大娘瞬

间“走上了致富之路”  

黑龙江省电视台 2001 年 4 月间，新

闻节目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桦南县农村一

个所谓“放弃”了法轮功的老大娘，在政

府的“帮教下”，走上了“致富之路”。其

画面是这位老大娘疑惑地站在塑料大棚

里。  

其实这个欺骗新闻是象小品一样，被

假造出来的。这位老大娘是法轮功修炼

者，根本没有放弃修炼，更没写过“保证”。

一天她正在做饭，来了几个人，有镇长、

村长、县电视台的两个人。谈话间，他们

让老大娘到大棚看看，大娘不解的问：

“看大棚干什么？”他们说：“看看就知

道了。”老大娘蒙蒙懂懂的就进了大棚，

于是便瞬间“走上了致富之路。”  

这个造假新闻就这样被“导演”“制

作成功了”。后来老大娘才知被录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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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再去。可戴国生不顾百姓生计，不但不

听还骂骂咧咧，强行把秦凤珍架至警车

里。这时赵合忍无可忍，举起浇地时正在

使用的铁锹向戴国生打去。  
此事发生在浇地现场，并非发生在赵

合家院内，为什么把事情发生的地点也篡

改了？把赵合的身份也改成了炼功人？

这目的不是明摆着吗，栽赃陷害法轮功。

当时中央电视台进行了采访，却迟迟不

播，全县人民拭目以待天天关注《焦点访

谈》，看看所谓的“ 真实的栏目”是如

何报导此事的。经过这一个月的制假，竟

炮制了一个让百姓无法接受的假新闻。假

新闻封不住全县人民的嘴，蒙骗不了世

人。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让人们

切身感受到了所谓的焦点访谈实在是焦

点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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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这一套给你们法轮功造谣，我看你们这

不都挺好的吗，唉！江泽民把我们党员都

给卖了，不是为人民服务了，完了！完了！” 

² 让事实说话：法轮功祛病健身、提升

道德  

您知道真相吗？  
党员怎么去炼了法轮功？这还不是

个别人，有高干，有百姓。从中央到地方，

到处都有。党员也是人，也会有病。一般

炼气功都是为了祛病健身，而法轮功健身

效果特别好，炼功要重德，不重德病都不

会好的。人是万物之灵，不同于动物，人

就应该讲道德。法轮功要求学员以“真、

善、忍”为标准，修成“无私无我，先他

后我的正觉”。所以党员炼了法轮功只能

做得更好。  
法轮功认为有佛道神，党员炼功岂不

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其实科学也没发展

到顶峰，科学没认识到的事，没解开的谜

还很多。科学证实不了神佛的存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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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都得自己承担后果。  

² 中伤电视台，你还得让王进东出来多

少回？  

这王进东可够累的，本来想一把火点

完了就完成任务了，可央视那帮导戏的人

就是老穿帮、老捅篓子。没法子，还得出

来再演一回。  

这一次连续二天的大专访总算能把

漏洞堵上、把谎话拢圆了吧？又破了！不

信，您往下看。  

凡往法轮功头上泼脏水的人，决不可

能在法轮功的内容里找到理论根据。造谣

者们要么是把李老师讲过的话断章取反

义、要么是肆意歪曲、要么就是无中生有。

离开这些伎俩谎言就无法存在。这次的诽

谤同样是这些花样的翻版。  

王进东这一次提到：是看了李老师

《去掉 后的执著》才要去自焚的（王进

东原话是‘包括对本体的执著’）。这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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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C：“您现在还想学吗？想学就找她

（用手指我）。”  

老书记笑着对我说：“前几天看到电

视上演的杀人血案，我一看就是假的，太

明显了。那个人说话都言不由衷，象背台

词似的。”  

我说：“您是理智的，是用自己的头

脑分析和判断。而不同于有的人象鹦鹉学

舌一样的人云亦云。这是您的清醒。法轮

功讲不杀生，连花草树木都有生命，不能

伤害的，更不能杀人了。”  

老书记：“所以说电视上演的那个杀

人狂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还知道法轮

功不讲给人看病，他让你自己炼功祛病。” 

我说：“是呀！虽然您没认真看书，

但是您还是看了。如果您还想看《转法

轮》，请和我明说，我给您借一本。”  

 

送他出门时，老 书记拍着我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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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 后执著的时候了。

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

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

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那么执著

圆满是不是执著哪？不也是人心在执著

吗？佛会执著圆满吗？其实真正接近圆

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我在讲法中讲

过，如一个学生只要把学习学好就自然会

上到大学去、执著于大学本身而学习不好

是上不了大学的道理，一个修炼者有圆满

的愿望没有错，但思想放在法上，在不断

的修炼中不知不觉就会达到圆满的标

准。”  

纵观全文可以看出，是因为出现了

“目前中国大陆一些特务打着学员的旗

号钻进劳教所等关押学员的地方，进行破

坏，以自说圆满了等手段欺骗学员”现象，

李老师才撰写文章告诫弟子“那么执著圆

满是不是执著哪？不也是人心在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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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教化？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中，

在那种强制灌输下，要冷静思考，了解事

实是不容易的。   
其实细想起来，这些骗招都算不了什

么。如果我们有畅通的信息，有清醒的头

脑，能冷静地去分析，我们就不难弄清真

相；被迷惑的人，大多是因为对法轮功不

了解，没有充份的消息渠道，感情用事而

被官方媒体利用的。所以现在国内 高层

死死封住互联网，禁止民众访问法轮功海

外的网站，禁止带法轮功内容的电子邮件

传入国内，严防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可以

向张贴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开枪，等

等，用暴力维护着谎言。   
不过，真相的光芒是遮不住的，历史

的结论是公正的，新华社的行骗长不了多

久。在这里，笔者善意提醒人们了解新华

社等官方媒体的欺骗方法，当心他们对法

轮功的恶毒用心。笔者也严肃奉劝那些造

谣惑众的御用文人，不要再为了一时个人

私利而随声附和，助纣为虐。天理昭昭，

善 恶 报 应 分 毫 不 爽，任何人做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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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不了特异功能，科学解释不了病的根

本原因……。德是一种很微观的物质，科

学仪器探测不到它，所以就去否定它的存

在。真正的科学家不会固步自封，像牛顿

等人都走入宗教，他们发现宗教讲得对。 
共产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我们看

一看法轮功学员，听一听他们怎么说。为

了防止江泽民集团迫害他们，这里把名字

用**代替。  
陈**：家庭妇女，不识字，五十多岁。

心脏病，嘴巴发青，上二楼都困难。到医

院看病，大夫说国家领导人得了这病也没

啥好办法治，回去爱吃啥就吃点啥吧！炼

功后，嘴巴青紫色退掉了，走路、上楼不

累了，学法炼功八个月，竟能通读《转法

轮》。  
马**：工人，多年失眠，神经衰弱，

久治不愈，每夜只能睡 2-3 小时，一米七

五个头，体重才 45 公斤左右。学法炼功

半个月后，做了个梦：似乎有人把脑袋打

开，从大脑里取出一个非常丑陋的怪物。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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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煽情的旁白中，人们很容易忘记中

间无数的漏洞，以及无法成立的逻辑推

理。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爱国心，我们

的正义感，都有可能被不知不觉地被隐藏

的政治意图所利用，从而很可能失去对事

情本身的正确判断。笔者不是在批评人们

的情绪反应。看到那种场面，谁都会愤怒。

正因为生命珍贵，所以我们要查出凶手。

正因为我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真诚的情感

被利用去伤害无辜的人，所以悲痛之余，

我们不能不去理智地分析一下，破解迷

雾。   
第三是捏造、扭曲事实。这点细心一

下就不难看出。把新华社前后的报导核实

一下，海外各种报导比较一下，就可能窥

出漏洞。看看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一

开始报导说刘春玲在 1999 年镇压前开始

炼的，《华盛顿邮报》到开封调查发现刘

的街坊邻居没有人看到过她炼法轮功，后

来新华社就改称刘是镇压后才开始炼，躲

在家里不敢出来。新华社怎么一开始不这

么说呢？在所谓的“赵合杀人案”中，新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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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心脏病，心动过速有时竟达

200 多次，医生穷于术，只能电击，重新

起搏，北京、上海走一圈，无良药可医，

要装进口起搏器需 25 万元，这对一个工

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回家后就等

“那一天”了。炼功后，成了健康人，给

他治病的王大夫用现代医学怎么也解释

不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不用吃药，不用

打针炼功能把病治好。王大夫本人有冠心

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带着将信

将疑的心情也加入了炼功行列。  
雷**：家庭妇女，大字不识一个，有

“寒腿”“胆囊炎”“痛经”等毛病，炼

功后，学法炼功极是用心，半个月后大吐

一次，翻肠倒胃，吐出的东西象烂草，似

泥沙…五脏六腑很是舒服，胆囊炎好了，

能吃鸡蛋了，一次竟吃了四个！炼功二十

天后，下部出血，内有几个硬蛋蛋。从此

后小腹暖洋洋的，再不痛经了。炼功盘腿

很吃苦，腿内“寒气”从脚底放出，逐渐

地，可以着凉水了，裹腿的狗皮取下了，

甚 至 于 用 凉 水 洗 脚、洗澡也没问题。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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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混淆是非，颠倒逻辑。  中国

每年平均死亡率是 0.65%，而法轮功就算

成员只有官方所说的 230 万(当然被大大

缩小)，在七年间死了 1400 人，死亡率每

年不到万分之一(0．01%)，这不说明法轮

功降低死亡率吗？中国平均每年有二、三

十万人自杀，自杀率是十万分之十六点七

(以总人口 12 亿计)至十万分之二十五，

而官方称法轮功七年间，"自杀者"有 136
人，就算是真的，平均每年将近 20 人，

自杀率是 0．87(每十万人)，这不证明法

轮功具有防止人自杀的作用吗？况且在

近三年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在高层

“打死白打，死了算自杀”的指令下，有

多少人是被折磨致死，再被诬蔑成自杀

呢？新华社怎么就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却用什么“1400 例”，“自杀”等说词来

攻击法轮功，真是瞪着眼睛说瞎话，颠倒

黑白。它怎么就不想想为什么国外，还有

台湾、香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都没有那些

事情呢？   
再说，就算那些人真出了问题，那能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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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  
（3）允许大法书籍正版发行，使炼

功的人在书店能买到大法书。  
炼功的人不涉及政治，不反政府，不

争权，也不夺利。只想按着“真、善、忍”

的标准做个好人。上访的人太多，只推选

几个代表去信访办，大部份人按民警的要

求在墙外静等消息，等了一天，晚上才散

去。非常平和。可是江泽民一伙坏人把大

帽子一顶顶扣，大开杀戒，把好人当“敌

对势力”镇压，坏人越来越嚣张。旁观者

都觉得不公平。人算不如天算，这两三年

灾害增多，天旱酷热，风沙四起，虫灾，

水灾……人啊，再不惊醒就晚了，反对佛

法，现世现报就到了。善良的人们，珍惜

佛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² 炼法轮功的人为什么那么多？  

炼功的人是不会自杀的，自杀是有罪

的，有了人身才能修炼。天安门自焚事件

纯属预谋陷害，那个“王进东”说是炼法

轮功的，可是，连 双盘都不会、又怕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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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在此呼吁，全世界的善良人们，看清

江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它们利用整

部国家机器编造谎言来欺骗中国民众的

事实。长春 2002 年 4 月 24 日的大雪，就

是上天的慈悲警示！在此，劝世人，让我

们一起认清并抵制邪恶势力对大法弟子

的迫害。  

² 剖析新华社杀女血案的特点  

新华社近日报导了一位黑龙江女孩

在 4 月 22 日被其母亲杀害的案件，并把

此案归罪于法轮功。如惯常一样，新华社

这一次的表演也是拙劣得惨不忍睹。前几

年我是从不看这种报导的，因为新华社只

不过是个御用工具，一切为了政治服务，

能说出几句真话？人民日报素以扭曲事

实，强奸民意出名；新华社报导法轮功的

事例，同样笔里藏刀，荒诞残忍，那样的

消息还能看么？但为了让人们对它的骗

术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

把它解剖出来。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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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科学。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才能

传遍全国、全世界。现在，《转法轮》等

大法书籍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传遍五十

多个国家。  

中共党员及其老百姓大都是唯物主

义者，不相信有神佛存在，尤其文革时期，

砸庙、破“四旧”，唱着国际歌闹革命。

你让他随便相信什么，这可能吗！不管你

是谁，人总是会有病的，有病难受，看西

医、中医、偏方、体育锻炼等等，有些人

进庙求“神”消灾。有些慢性病、老年病

是无药可根治的，就是有药也是起缓解作

用，而且是药三分毒，都有负作用。体育

锻炼也只能增强身体的抵抗能力，小病能

抵抗大病就不行。但是人们总是追求治好

病，大多数炼气功的人，都是为了祛病健

身。法轮功传出后，祛病健身效果特别好，

你只要相信“真、善、忍”大法，讲道德，

提高心性，跟大家一起学法炼功，不用吃

药、不用打针，“病”就不药而愈了。“心

诚则灵”是指坚信， 就为治病而炼功是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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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法像前，感激得涕泪交流，并表示

修炼下去决不动摇。老公看到老伴变化这

么大，也来学法炼功，看了一遍《转法轮》

坐骨神经痛就好了。老两口又叫调皮捣蛋

的小儿子学法炼功，原来除体育外几乎门

门不及格，到后来逐渐都及格。家庭越来

越祥和。周围邻居看到后，陆续加入炼功

队伍。江泽民对法轮功开始迫害后，他们

九九年底去北京上访，被拘留半个月。进

城下乡，走街串巷，告诉人们：法轮大法

好。五十岁的人，皮肤光滑，没有皱纹，

白里透红，显得很年轻。  
“4、25”万人上访去干什么？  
为了找个说理的地方。国务院的信访

办公室是听取人民呼声的地方，这是人民

相信政府的表现，宪法规定民众可以上

访。  
万人上访只有三点要求：  
（1）释放天津被抓的 45 个炼功学

员。  
（2）允许群众 自由炼功，不受干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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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法轮功头上吗？就如同学校叫人做

好学生，偏偏有学生去杀人放火，是不是

该把学校系统铲平了？中国卫生部 1998
年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有 5%的人患

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在每一

千人当中便有 13 个人精神病，仅广东精

神病患者就有一百多万，其中七成是重症

精神病，约四十万人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广东省卫生厅去年公布的统计数字)，那

么是不是该认为我们的医疗系统是 大

的杀人机器呢？当然既然每年有那么多

人死亡，自杀，出精神病，那些官方媒体

要炒作这些事情也就太容易了。闹不好，

媒体内部有人是精神病也不足为奇，所以

会写出那样奇怪的文章，还请读者小心鉴

别为上。   
第二骗招就是煽情。不管是这次事件

中懂事的小戴楠，还是“天安门自焚”中

活泼的刘思影；不管是“自焚”中可怖的

烧伤，还是““傅怡彬弑亲案”中的斑斑

血迹，都是为了煽动人们对伤者的同情以

及对始作俑者的仇恨。在那惨烈的画面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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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再也不失眠了，吃得香，睡得

沉，三个月后，体重竟达到 60 公斤。  
张**：工人，三十岁，抽烟、喝酒、

打麻将。炼功后，改掉恶习，像变了个人

一样，不抽烟、不喝酒、上班勤勤恳恳。

因坚信“真、善、忍”大法，被抓进派出

所，送进洗脑班不让回家。张的母亲曹**
说：我的儿子学坏时没人抓，学好了派出

所倒抓人！这世道怎么啦？  
路**：四十多岁，玩麻将已三十年，

结婚后，为此两口子打架闹离婚，宁可离

婚也要打麻将。炼功后，再不赌博，成了

贤妻良母。  
聂**：三十几岁的人看起来象五十几

岁的人，得的是“老年综合症”，本来经

济就紧张，还得每月花七八十元买药吃。

炼功后，焕发青春，精力旺盛，不用吃药

了。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吓得不敢

炼了，把书也交了，老毛病又回到身上，

后悔不该动摇，到处找书看，又回到修炼

路上。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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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社称赵 1998 年在河北打工，开始练习

“法轮功”，《焦点访谈》却说是 1999
年，中间的谎言不就很清楚了吗？两大喉

舌诬蔑法轮功，竟然自己打起架来了。法

轮功在海外广传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

到至少 600 份褒奖，新华社却造谣说国外

政府反对法轮功，欺骗国内百姓；1600
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它可以一概否

认；施行令人发指的酷刑的监狱，它可以

向各国说成是梦幻般的天堂疗养院。这样

赤裸裸的弥天大谎，大概也只有新华社等

这样的官方喉舌能造出来的。   
第四是大造声势，集体洗脑。  其实

在一个月前负责镇压法轮功的“610”就

散布了“500 童男童女”的谣言，弄得人

心惶惶。这次“关淑云案”，在事发 3 个

星期后全国的电视台与报纸在同一时间

进行广泛周详的报导，显然是早已计划好

的。君不见，各基层单位、社区居民、各

校师生、公安警察，和所谓的“原练习者”

立即全被集中收看相关新闻，这不是集中

洗脑么？难道全国人民都是弱智不成，要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16

不管用的，不重德，病都不会好的。因学

大法而身心健康的人能走回头路吗！得到

佛法，精进修炼的人，什么困难也挡不住。

当权的人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管得了人，

管不了心。法轮功对人民、对政府是有百

利而无一害的，江、罗动用专政手段镇压

群众，这才叫邪哪。  

不管你信不信神佛，气功能治病是千

真万确的，真有超常的法存在，那就是超

常的科学。科学没发展到顶峰，科学没认

识到的事多着哪。  

法轮大法是佛法，谁珍惜大法，谁就

珍惜自己的生命。  

² 腿部中弹  手铐脚镣  四警挟持——

长春大法弟子刘成军如何能袭警？  

一位有正义感的人士，曾经在长春市

劳改医院见到刘成军，并听他讲了被抓的

过程。下面是这位正义人士提供的大法弟

子刘成军被抓经过。  

3月 22 日左右， 刘成军曾栖身在一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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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家附近的山上的一个窝棚里，因为恶

警将其亲戚非法抓去进行酷刑迫害，逼问

刘成军的藏身之所，在恶警的惨无人道地

迫害及酷刑逼供下，其亲戚无法承受，说

出了刘成军的大概藏身之处。据说，其亲

戚的腰部以下至今仍全部青紫，不能下

床。当警察得知刘成军的藏身之处后，恶

警将窝棚包围，并纵火将窝棚点燃，刘成

军的手被烧伤，不得不从窝棚后面钻出，

当时恶警大叫：“开枪，朝头上打，打死

了不要紧！”不幸，刘成军腿部中弹，一

条腿当时被打断，恶警立即给其砸上了脚

镣，戴上了手铐。在押送的过程中，前面

俩恶警，后面俩恶警，车在行驶途中确实

翻了(实在是现世现报)，刘成军在此种情

况下根本无力袭击恶警，刘成军也真的没

有袭击恶警。而长春市的喉舌报纸所说的

因刘袭警致使车翻纯属编造。哀哉！610
之流竟然造出这种谎言！  

刘成军当天被送到长春市劳改医院，

第二天便不知被押往何处。至今下落不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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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的人，能不怕死去自杀？大家都知道，

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不争权、不夺利，不

反对政府。您看看周围炼法轮功的人，有

自杀的吗！有反政府的吗！有些党员也炼

法轮功，如果是反党、反政府的活动，党

员能参加吗！我看到在职的党员干部因炼

法轮功后，更加廉洁奉公，往往被评为优

秀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江、罗指使各

级政府镇压法轮功学员，是不是也在镇压

优秀党员呢！炼功的好人太多了。可是好

人太多就该镇压？  

炼法轮功的人为什么那么多？法轮

功从九二年传出后，不上报纸，不登广告，

全是人传人，心传心，亲戚传亲戚，朋友

传朋友，父母学了觉得好，就传给子女。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城市、乡村、全国

各地，到处都有炼功的群众。从九五年初，

李洪志先生到国外传法，到九九年七月二

十日，短短七年功夫，世界各地都有炼法

轮功的人，真是五湖四海一亿多人在学法

炼功。“真、善、 忍”是佛法，是更

咱老百姓自己的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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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行骗的第一要诀是牵强附会。

这次关淑云“杀女案”，手法与“傅怡彬

弑亲案”，“董立杀妻伤女案”如同一辙，

用的都是“圆满”，“白日飞升”，“除魔”

等名词，对法轮功了解不深的人很容易被

迷惑。其实佛教里也讲圆满，讲降魔，根

本就跟杀人扯不上钩。法轮功禁止杀生，

要求炼功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慈悲善良，

真正的炼功人怎么可能干出这种杀害自

己亲人的事呢？法轮功炼功自由，想来就

来，想走就走，可没有会员证， 重要的

是看能不能照《转法轮》中的要求来做，

达到真善忍的要求。文中关淑云自称师

傅，要别人下跪，而别人竟然跪拜的描述，

从法轮功哪本书能找得到？她那颠三倒

四，摸不着边际的话，要不是她自己精神

有毛病，就该是新华社的作者神智有问

题。要识破这种牵强附会，似是而非的谎

言，还得请读者多听听真正的法轮功学员

是怎么说的，或者亲自阅读法轮功的原

作 ， 网 上 可 以 免 费 下 载

(www.falundafa.org)，方便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