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 各位人民的警官   

    请听我向你们谈谈我心里的话   

    我就是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

者 吉林市优秀女企业家的法轮大法弟

子李玉华 随便问问吉林热电厂老职

工 无人不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

这个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地奋斗了一辈

子的大好人 而现在老了 退休了 今

天却因为强身健体 并决心按着真 善

忍的宇宙真理做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人

你们却要抓我 现在被迫流离失所 流

浪中 我在思索 到底我们的社会怎么

了 难道做好人不对吗 如果连真善

忍都容不下的社会还能有什么正气可

言呢 我所热爱的祖国呀 你醒醒吧   

    我是一位已经 62 岁的老人 为人

民的事业不要命的工作 几十年来落下

了一身病 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胃病

肝血管瘤 1992 年肝上切除了一个 12

斤重的血管瘤 现在肝只剩下一个肝小

叶维持着生命 肝大叶被血管瘤占了

被迫全部切除 长期贫血吃不进去东

西 医生们都知道 这样的人按常人活

不了多长时间 因为造血功能不行了   

    1998 年又因车祸腰脊第三节爆裂

性骨折 半年不能起床 1999 年 5 月

我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我

修炼了法轮大法 仅仅 45 天 身体就神

奇地康复了 再也不用保姆照顾了 我

高兴极了 法轮大法真是好 我多希望

更多的好人都来学法轮功 是大法让

我从新走上了生活自理的路 是大法给

了我新生 是大法教我如何做一个道德

高尚的人   

    就是我这样一位老年人 只想如何

做一个好人的人 从来也根本就不想夺

谁的权 1992年因身体不好提前5年退

休 在家养病 是法轮大法教我向善

使我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走上了新生 我

们的师尊要求我们要按真善忍做一名

道德高尚的好人 在 转法轮 326 页

上 师父说 作为一个炼功人 首先

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得忍 否则 你算什么炼功人 在 转

法轮 329 330 页中还讲 我们还讲

了 我们人人都向内去修的话 人人都

从自己的心性上去找 那做得不好自己

找原因 下次做好 做事先考虑别人

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变好了 道德也就回

升了 精神文明也就变好了 治安状况

也就变好了 说不定还没有警察了呢

用不着人管 人人都管自己 向自己的

心里找 你说这多好 如果人人都能

这样 那么我们的社会必然会安定 道

德必然会回升 这是多么好的大好事

而江泽民为什么非要把上亿的好人推

到政府的对立面上去哪 对此我一万

个不理解 我们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

人民有信仰自由 法轮大法是高德的佛

家修炼大法 以真 善 忍严格要求众

弟子 使人心向善 这样好的功法 为

什么不叫人民炼哪 只因为人多吗

那么好人多了对国家不是最大的好事

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 2000 年 10

月我抱着对政府信任的心情去了北京

想到信访局和政府说句我心里的话 可

是更叫我不能理解的是 信访局关了

门 到处是便衣和警察 信访局变成了

公安局一样 只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

如果说声是 立即就强行绑架抓走 我

悲痛 伤心极了 人民的政府怎么了   

    我记得2000年7月左右 在电视上

看到总理接见信访局的领导时强调说

信访是人民和政府的桥梁 可是电视

上和现实中为什么恰恰相反哪 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每个人特别是当权

者和警察 应该认真的去了解了解 法

轮功群众到底都是些什么情况 法轮功

所有的书公开 功法公开 为什么不听

一听 看一看呢 都不要奴性盲从 用

智慧和正义对待世上的一切 可今天

为什么当权者连让世人看一看 转法

轮 的勇气也没有 转法轮 是教人

如何向善的一本书 为什么不让善良的

人们看一看呢   

    我就因为想向政府说句心里话 不

但不叫说 反倒抓我 给我送进了劳教

所 要改造 到底要把好人改造成什么

人呢 难道改造成那些吃 喝 嫖 赌

贪污 受贿 杀人放火的坏人吗 那样

的人才是江泽民所喜欢的吗 这样做

您来分析一下 谁是谁非 谁好谁坏

请您三思 醒醒吧 不要因为江泽民的

妒忌心 而使我们的人民受到伤害 不

要为此而失去了自己的正义的良知以

及生命的永远 不要迫害手无寸铁的按

着宇宙真理 真 善 忍 做好人的人   

    公安部门受令从我家破门而入强

行拿走

我家的

电 视

机

VCD 单

放机等个人财产 当然还有大法真相材

料 希望各位警官认真的看一看 每一

件 每一张 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那上

面没有反政府的一句话 那上面全是大

法弟子向中国大陆人民讲清法轮功真

相 讲清江泽民是如何残酷迫害大法弟

子的真实情况  

    我已经 62 岁的老年人 和你们的

父母的年龄应差不多少 如果你们的父

母仅仅因为强身健体 作一个道德高尚

的好人 而为此说一句真心的话就被

抓 被打 被酷刑折磨 您会是怎样的

心情 目前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都有信

仰修炼法轮功 大法频频收到各国政府

和民间团体发给的褒奖证书达 700 多

份 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协会如雨后春

笋般遍地都是 而为什么中国不叫人民

炼法轮功 江泽民利用国家宣传工具

大势造谣 欺骗善良的中国人民 将疯

子杀人陷害法轮功 导演天安门自焚悲

剧骗人民 可只能骗一时 却骗不了一

世 老百姓都已经明白 总有真相大白

的一天   

    我们修炼的人 对于名 利 权力

根本不放在心上 我是 62 岁的老年人

就是给我上亿万 亿亿万元钱 叫我当

再大的官 我都不去 名 利 金钱人

生带不来 死带不去 不是人人都把金

钱 权力看得那么重 修炼大法的人没

有那种心 释迦牟尼佛原是王子 可是

他毅然放弃王位 走上了修炼的路 古

代像他这样的皇帝放弃王位走上修炼

之路的人不少 我想这样的历史故事每

个人都听说过 电视节目中也曾演过此

类的历史故事 不要用邪念看待别人   

    今天我就向您谈这些 人人都有善

心在 在这人生关键的时刻 如何摆放

好自己生命的位置自己选择 对大法对

大法弟子如何 将定下自己的未来 请

您认真思考 认真对待 认真了解法轮

功   祝您善良 祝您走好人生的路   

        

      (限于篇幅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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