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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輪功（也稱法輪大法），是佛家上乘修

煉大法，以「真、善、忍」為根本指導，輔以

簡單優美的五套功法。法輪功一經傳出，短短幾

年傳遍中國大陸，一億人身心受益，道德昇華，

身體健康。1998 年，國家體育總局組織北京、

武漢、大連及廣東省的醫學界專家，對 3 萬多

名法輪功學員做了醫學調查，發現法輪功祛病健

身有效率高於 98%。同時，前人大老幹部也做

了詳盡的調查，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

無一害」的結論，並向中央做了書面彙報。

　　1993 年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上，李洪志先

生榮獲博覽會最高獎項「邊緣科學進步獎」和大

會「特別金獎」，以及「受群眾歡迎氣功師」

稱號。

　　1995 年 3 月，李洪志先生應邀到法國傳

功講法，開始了法輪大法在海外的廣泛傳播。

迄今，法輪大法已弘傳世界 100 多個國家和地

區，法輪功主要著作《轉法輪》被翻譯成 30 多

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2009 年 9 月 26 日，

亞太人權基金會將「傑出精神領袖獎」授予李洪

志先生，並讚揚「真、善、忍」對淨化人類的靈

魂有著巨大的作用。

　　法輪功的書籍和音像資料可從法輪大法明慧

網 www.minghui.org 免費下載。

祛病健身有效率高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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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祛病健身有效率高於 98%



　　1992 年 12 月，在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

上，法輪功創造了無數奇蹟，獲得「明星功派」

稱號。

　　有一名中年婦女由丈夫攙扶著來到法輪功展

位上。她的肚子比十月懷胎的孕婦還大，裡邊是

個大瘤子，醫院治不了。李洪志大師給她略加調

理之後，手在外邊一抓，那大肚子瞬間癟了下

去，這時她的褲腰寬鬆得可以裝兩個她！圍觀

的人群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那對夫妻激動得當

即叩拜謝恩，並親筆寫表揚信交給組委會。

　　還有一名婦女下肢癱瘓，醫院沒法治。她聽

說法輪功的盛名，讓親人背了過來。經李洪志大

師調治後，她當場就能跑了。她感激得跪下磕

頭，大哭；圍觀群眾也激動得流淚。隨後幾天

她都來向人們弘揚法輪功。

　　博覽會總指揮李如松說：「收到表揚信最多

的是法輪功。」總顧問姜學貴教授說：「我親

眼看到李洪志老師為這次博覽會創造了很多奇

蹟……我作為博覽會的總顧問，負責任地向大家

推薦法輪功。」

　　法輪功展位上治病的奇蹟一個接一個，越來

越多的人前來詢問到哪裡學功。為滿足大家的願

望，這次博覽會結束後，舉辦了北京第六期法輪

功學習班。

1992 年東方健康博覽會上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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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1992 年東方健康博覽會上的奇蹟



　　聽媽媽講，我小時體弱多病，一出生就成了

醫院的常客。三歲時發高燒不省人事，雖被搶救

過來，可從此目光呆滯，反應遲鈍。不久又開始

擠眼睛、面部抽搐，診斷結果是癲癇病。到後來

脖子也抽搐，嘴向後咧，樣子十分可怕。吃藥雖

然不管用，可是還是得吃，七八種藥倒在小手裡

都放不下。看我受苦，媽媽整天以淚洗面。

　　由於藥裡有鎮靜劑，我整天無精打采，虛弱

無力。上一年級時，老師經常找我媽媽，說我每

天上課趴在桌子上，頭都抬不起來。媽媽怕老

師、同學歧視我，欺負我，不敢講實情。那時

的生活真是痛苦啊！

　　萬幸的是，1995 年臘月，我和媽媽開始學

煉法輪功。太神奇了！第二天我那些病態的動作

就沒有了。隨著我煉功，模樣變得越來越俊秀，

可愛；學習成績也提高了，年年被評為優秀學

生，老師、同學都非常喜歡我。看到我的變化，

我們整個大家庭的成員幾乎都開始修煉法輪功

了。

　　後來，我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學，身高 182

公分，長相帥氣，多才多藝，是學校裡出了名的

帥哥。是法輪功把我從一個殘疾的傻孩子變成了

一個健康、優秀的青年。我發自內心地感謝師父

和法輪大法。

我的巨變：從癲癇兒到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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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我的巨變：從癲癇兒到帥哥



　　1999 年 4 月 25 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到

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訪辦公室上訪，直接起

因是「天津事件」。

　　4 月 11 日，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

刊登了科痞何祚庥刻毒攻擊法輪功的文章。有天

津法輪功學員去雜誌社反映情況，18 日至 24

日，天津突派防暴警察抓捕 40 多人，並告訴法

輪功學員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在此之前，中共從 1996 年就已數次對法輪

功進行明暗打壓和構陷。早在 1998 年 5 月，

科痞何祚庥就曾在北京電視臺對法輪功進行攻

擊。節目播出後，很多人寫信指出節目內容與事

實不符。1998 年 6 月 2 日，北京電視臺在了解

情況後稱發生了「建臺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失誤」，

並重新播出了一個對法輪功的正面報道作為更

正。

　　1999 年 4 月 25 日， 聞訊法輪功學員三三

倆倆，自發匯集到中央信訪辦，要求釋放在天津

被抓捕的同修，並允許合法出版法輪功書籍。

　　這次上訪，是上萬人爲了上億人乃至更多人

的福祉，合理合法、理性平和，感動人心，卻被

偏執妒嫉的江澤民一口咬定為「圍攻」。隨後

「610」辦公室成立，7 月 20 日，對法輪功的

迫害全面登場。

「4•25」：上萬和上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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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4•25」：上萬和上億



　　張明（化名）是大陸某縣的中共政法委書記，

1999 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時，他也曾參與過。

但他的老伴和兒媳都是法輪功學員，張明看到她

們因為修煉法輪功而身體健康，做事總為別人著

想，很受觸動，於是就去讀《轉法輪》，讀後，

他從內心深處明白了法輪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

法。

　　從此，他再見到老同學或親朋好友們時都會

對他們說：法輪功是好功法，是教人成為高境界

的人，要時刻記住「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能逢凶化吉有福報。

　　去年清明節前，他聽說老家侄子得了腦血

栓，已經不能說話了，急忙和老伴趕回老家，告

訴侄子及其家人去煉法輪功。他還叫侄子在心裡

隨著他一起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幾天後，他侄子打電話來激動地告訴他說：

「我能說話了！」

　　他聽了非常高興，當時就在電話裡對侄子大

聲說：繼續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他還配合老伴勸人們退出中共的黨、團、隊

組織（簡稱「三退」），告訴人們「三退可保平

安」。

　　他的善行也使自己得到了福報：多年的胃病、

痔瘡都不治而癒了。人們見了他都誇他身體好。

縣政法書記向人推廣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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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縣政法書記向人推廣法輪功



　　2011 年 1 月 17 日晚 22 點 30 分左右，湖

北武漢市漢正街的一幢五層樓發生火災，大火過

後，人們發現五層樓頂樓的一間簡易房竟安然無

恙。

　　這間簡易房，約 20 多坪米，木門木窗木屋

樑，石棉瓦加油毛氈的屋頂。木門只有烤糊的一

點痕跡，木門裡邊的鐵彈子鎖被烤斷。仔細觀察

還發現，火燒到牆邊就停止了。

　　房屋南邊，房東居住的簡易房及家電家具全

化為灰燼，鋼筋架子全燒彎了；房屋北邊，鳥籠、

木材等雜物全被燒光；唯獨中間的房子完好無

損。房東不禁對女主人說：「你們家一定有活菩

薩保佑！」

　　有兩個電視臺的攝影記者在拍攝廢墟時，發

現了小屋，驚奇地問女主人：你家的房子怎麼沒

燒？女主人說：「我家親戚有煉法輪功的，他們

叮囑我危難來時誠念「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你們看，這麼大的火，我的房子完好無損，我從

內心感謝法輪功。」記者聽後， 一聲沒吭地走了。

　　看過這間大火中倖存的房子的人，都見證了

法輪功的神奇。有兩名女士慕名而來，正遇女主

人在家，當得知是主人誠念九字吉言化險為夷

時，一女士迫不及待地問：「哪九個字？你乾脆

寫給我！」然後千恩萬謝地離開了。

九字吉言和大火中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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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九字吉言和大火中的奇蹟



　　2001 年 1 月 23 日（除夕），天安門廣場

上燃起了自焚之火，事發兩個小時後，中共新華

社一反層層審批後才發布新聞的常態，以超乎尋

常的速度向全世界發出英語新聞，煽動對法輪功

的仇恨。然而，「610」和央視的騙局表演，很

快露出破綻：　

　　央視稱：王進東自焚後，雙腿間的塑膠雪碧

瓶裡盛的是汽油。那麼，為什麼火燒之後塑膠瓶

不變形，汽油不爆炸？事後，央視記者李玉強被

追問得張口結舌，不得不承認：雪碧瓶子是他們

放進去「補拍」的。

　　自焚中的小女孩，在做氣管切開手術後的

第 4 天，就接受央視採訪。記者不穿隔離服就

進了無菌室。氣管切開後根本無法正常說話，但

這小女孩竟然能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著麥克風唱

歌！被海外醫學界人士戲稱中央電視臺「創造了

醫學奇蹟」。

　　被央視聲稱自焚而死的劉春玲，錄影顯示，

她在三名軍警包圍中，頭部遭到身穿大衣者致命

的一擊。　　

　　2001 年 8 月 14 日，國 際 教 育 發 展 組 織

（IED）在聯合國聲明：我們的調查表明，「該

事件是由這個政府一手導演的」。 面對確鑿證據，

在場中共代表啞口無言。該聲明被聯合國備案。

世紀偽案　驚天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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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世紀偽案　驚天騙局



　　廣明（化名），是森林防火護林員，工作既

艱苦又危險。2011 年 6 月 2 日上午，組長正帶

大家用電鋸砍伐護林防火帶， 突然天昏地暗， 

旋風驟起，大樹砸斷了高壓電線！

　　組長一看，拔腿就跑，剛跑幾步，便大叫一

聲撲倒在地。另一組員也隨之倒地。廣明嚇壞了，

猛然想起妻子說的：危難中求法輪功師父救命。

於是大喊：「師父救我！」並試著跨出半步，腳

還未落地，就覺得腳下一股逆流，馬上收回腳，

這時聽到一個親切的聲音：「不要跑，跳出來！」

他來不及思索，試著單腳往外跳，跳累了，雙腳

併著跳。另外幾個組員看他沒事，也跟著往外跳

了出來，終於跳離險地——大家並不懂得「跨步

電壓觸電」是怎麼回事，更不懂得如何逃離，竟

然這樣得救了！

　　原來那個指點大家的聲音就是法輪功的奇蹟

啊！廣明激動得熱淚滾滾，高喊：「師父救了

我！法輪大法好！」其他人也流淚喊道：「法

輪大法好！」

　　以前，廣明經常聽妻子講法輪功的真相，明

白「法輪大法好」，還退出了中共黨團隊。在他

帶動下，他們小組除組長和一名組員外，全聲明

了「三退」。後來處理事故現場，組長和那個沒

「三退」的組員，早已被高壓電奪去了生命。

事故中　三退的人都得救了



吉祥娃娃

明慧網　http://minghui.org

背面　　事故中　三退的人都得救了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新華鄉崔家屯的李

淑賢，30 歲，1999 年 7 月因胃潰瘍住進哈爾

濱第四醫院，正值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院長找

她家屬說：你們說是練法輪功練的，就給免費

治。李家為了錢就答應了。她丈夫反復練記者

準備好的臺詞，最後錄了像，相繼在省、市電視

臺和央視「走進千萬家」欄目播出，列入了栽贓

法輪功的「1400 例」中。哈爾濱《新晚報》還

發表了文章，文中李淑賢說：「是共產黨挽救了

我，電視臺記者救了我。」李淑賢出賣良知誣陷

法輪功，雖得到免費治療，病卻越來越重，全身

抽搐，最後被醫院強制出院，不久就死了。

　　2006 年，中國瀋陽蘇家屯一個喉癌患者，

已經到了快說不出話的地步。專門迫害法輪功

的「610」一夥人進了他家，讓他冒充法輪功

學員，否認蘇家屯有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

還要現場採訪錄影，同意配合就給 3000 元人民

幣治病。病人的妻子十分生氣：「一個得癌症連

話都說不出來的人，還要接受採訪、做假證？你

們這樣騙人，誰不知道 !」這夥人一看，慌忙

走了。神奇的是，三個月後，再去醫院檢查，

醫生說癌症沒有了，能說話了。病人真是喜出望

外，知道這是維護法輪大法得福報了。他逢人就

說：法輪大法就是好！

◇做偽證　出賣良知害自身 ◇拒做偽證　喉癌不治而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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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做偽證　出賣良知害自身



　　1993 年 12 月，我以記者身份參加了「東

方健康博覽會」，代表「石家莊市人體科學研

究會」考察、邀請一位氣功大師去石家莊傳功。

博覽會主任大力推薦法輪功，我們與李洪志大師

簽下 1994 年 3 月在石家莊傳功講法的合約。

　　那次博覽會彙集許多氣功門派、中西醫名

家、磁療器療攤位。別的展位人很少，法輪功展

位從開始到最後都是人山人海，許多人想擠也擠

不進去。

　　來找李洪志大師治病的大多是全國各地的疑

難病，輪椅推的，擔架抬的。我不時聽到法輪功

展位的鼓掌聲、喝彩聲、感激聲、哭聲：「（病）

好了！（病）好了！」「真神奇啊！」還看到下

跪的，磕頭的：「救命恩人啊！」「活佛再世！」

這都是我親眼看到的一幕幕真實的情景。

　　博覽會最後一天上午，中西醫攤位的醫生、

賣醫療器械的人都丟下攤位找李洪志大師治病。

我問一個老中醫：「你為什麼還找氣功治病？」

他臉一紅，說：「他（指李洪志大師）能治根兒，

我治不了。」

　　在那次東方健康博覽會上，法輪功獲大會最

高獎「邊緣科學進步獎」、「特別金獎」，李洪

志大師獲得「受群眾歡迎氣功師」稱號，是獲獎

最多的氣功師。

見證 1993 年東方健康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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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見證 1993 年東方健康博覽會



　　我是湖北省咸寧市的一名西醫大夫。一

天，一個五歲的小男孩，被汽車撞了，來到醫

院急診。他滿頭是血，臉變形了，鼻子塌了，左

眼腫得厲害……孩子處於昏迷狀態。檢查結果：

顱底骨折，右側股骨頭骨折並髖關節脫位。醫院

立刻下了「病危通知書」。

　　可是，我發現孩子的母親卻有點奇怪，幾次

查房，她都在大聲地對著孩子的耳朵不停地念

「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我當時有些不解，

心想：孩子傷得這麼厲害，念這幾個字有什麼用

啊？我幾次想勸她停下來，但又不忍心讓她放棄

最後的希望。身為醫生，我很清楚，靠醫治已是

無力回天了。

　　第二天早晨查房，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我看到孩子雙眼睜開了，臉部腫脹完全消

失，鼻子恢復了原樣；再看他的右腿，也恢復

了原樣。再次拍片檢查，發現孩子的右腿已無骨

折和關節脫位，這簡直不可思議！這對於發達的

現代西醫而言，簡直是最大的挑戰。

　　由此，我主動了解法輪功，找《轉法輪》

（法輪功主要著作）看，真正明白了法輪功真相。

現在我從心裡認定了「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還主動三退（即退出自己曾經宣誓加入過的中共

黨、團、隊組織）。

西醫大夫見證的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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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西醫大夫見證的神奇



　　中國大陸某縣一位公安局長，三年前，看

了煉法輪功的親戚贈送的《九評共產黨》和

法輪功真相資料，並認真閱讀了法輪功主要著

作《轉法輪》，明白了法輪大法是正法，認清了

中共的邪惡本質，毅然帶領全家人聲明退出了曾

經宣誓加入的中共的黨、團、隊組織（簡稱「三

退」）。

　　明白真相後，他不僅不再隨從中共幹壞事，

反而主動向親戚朋友、領導、同事講法輪功真

相。幾年來，他利用休息時間，與那位煉法輪

功的親戚跋山涉水，共讓 3000 多人明白了真相

並聲明了「三退」。

　　在此期間，他們還通過講「真、善、忍」的

道理，及時平息了一場宗族械鬥，使兩個宗族的

幾百人明白了法輪功真相，還使宗族中一些以偷

盜、搶劫為生的人幡然悔悟，改邪歸正。

　　他的一位當市長的親戚，在他的感召下，

不但全家聲明了「三退」，還帶著他們倆到自

己的親戚朋友家以及下屬有關部門講真相，勸

「三退」，使更多人加入到「三退保平安」的

行列中。

　　現在，他們那一方百姓不但「三退」人數

多，學習法輪功的人也越來越多。三年來，當

地已有 300 多人開始修煉法輪功。

覺醒的公安局長勸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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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覺醒的公安局長勸三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