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欢庆法轮大法洪传十周年
在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的五月，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共同庆祝
了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并纪念法轮大法传出十周年。
中国大陆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突破封锁给海外的网站发来
了贺电和贺词。而海外的庆祝活动由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法
轮功的了解与支持而显得精彩纷呈。从街道上的舞狮、花车游行
到舞台上的乐器表演、配乐诗朗诵、独唱、合唱，还有学员自编
自演的舞蹈、唐装表演，向民众展示了学员对生活的热爱和高尚
的艺术品位，更使许多民众了解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详和美好。
据不完全统计，各国政府在五月授予法轮功和创始人李洪志
先生的褒奖有近四十个。

加拿大六城市嘉奖法轮大法
在法轮大法洪传十周年之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六个
城市先后宣布2002年5月为“法轮大法月”。这6个城市分别为：
阿姆斯庄市，贝尔凯勒市，帕克斯维尔市，克兰布鲁克市，康姆
兰德市以及达肯市。
六个城市的市长在嘉奖信中不约而同地赞扬了法轮大法给全
世界众多修炼者带来的身心健康和对促进社会的发展做出的贡
献，对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最严厉的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大善大忍
表示钦佩。

杀女事件嫁祸法轮功
“610” 为屠杀制造舆论
新华社于五月十二日，案发三星
期之后，抛出精神病人掐死九岁女儿
的案例大加渲染。正如北京傅某杀妻
杀母是精神病发作一样，这次杀人案
同样是新华社对法轮功的恶意抹黑和
栽赃构陷。
法轮功教导人不能杀生，更不能
杀人。关某为了所谓的“除魔”而掐
死亲生女 儿，她说魔跑到女儿身 上
了，掐死女儿就能掐死魔，──既然
魔能跑到这个人身上，你掐它，它不
能逃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吗？──这么
荒唐可笑的逻辑，正说明关某精神不
正常。
新华社说关某把人召集在她家看
她除魔，她口称自己是师父，让其它
人全给她跪下。凡是读过《转法轮》
的人都知道，法轮功只有一个师父─
李洪志老师，一个法轮功学员绝对不
会自称师父。关某所作所为完全不符
合法轮功的基本教导。
笔者还要问一问，为什么焦点访
谈 中，关某的 丈夫，被害 女儿的 父
亲，这样关键的人物没出现在观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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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技开发部副教授王久
春在今年春节期间本来在外走亲访
友，但她所在单位骗她说一定要她回
来上班，她就回到了家里。除夕中
午，公安十四处的便衣（未出示证
件）突然包围了王教授家一个多小
时，后强行闯入，抄了家并收走许多
大法资料，还把她家的电脑、打印机
也拿走了。而王教授则穿着内衣被恶
警绑架。王教授仍坚持自己的信仰，
被非法判了一年半的劳教，被关在臭
名昭著的北京团河劳教所。
另据闻，北京大学副教授、原北
大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郝嘉凤在2000年
3月向北京信访局上访反映法轮功的
真实情况时，当场被非法逮捕，关押
于北京市公安局七处，后几经辗转被
非法关押在团河劳教所。
清华、北大名校的学者，只因坚持真善忍信
仰、做好人、说真话，就被非法劳教。文革式的悲
剧正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前？还 有，
关某是否在其它方面有精神异常的表
现？要知道，法轮功十年前刚一传出
时就一再强调，精神病患者、家族中
有精神病史的人不能修炼法轮功。
新华社炒作这样一个病人家庭的
悲惨故事，无非是想嫁祸于人，栽赃
陷害。
另请读者深思：
在台湾有十万人修炼法轮功，在
欧美也有很多法轮功学 员，包括 西
人，为什么在世界其它地方没有这类
杀人自杀惨案？中国99年“7·20”之
前有近一亿法轮功学员，潜心调查两
年之久的公安和国安部门却发现法轮
功人群中从没有任何违法乱纪的刑事
案件。为什么99年决定镇压以后，这
种血淋淋的事就开始不断从江泽民控
制的喉舌中传出？
1999 年江泽民下令 镇压法轮 功
时，曾经不可一世地叫嚣：三个月消
灭法轮功。然而，三年来法轮功学员
不但没有被残忍的迫害所吓倒，反而
更加坚定，更勇敢地走出来告诉人民
“法轮大法好”的事实真相。最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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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民授意“610”动用全国各地的舆论
工具，进行新一轮对法轮功的妖魔化
宣 传，无非是以此为屠杀做舆论 准
备，以达到“铲除”法轮功的卑劣目
的。（文/郑建）

高校书记
也炼起了法轮功
某市高校书记，在7.20后一直负
责监视本地区法轮功学员的动向，也
没收了不少大法书籍，可是他看完以
后，觉得并不象电视中宣传的那样，
但还是似信非信。可巧他妻子得了一
种很难治的病，几经治疗没有见效，
于是他妻子就自学起法轮功来，没想
到不长时间不药而愈。这回他亲眼见
识了大法的神奇，也偷偷的在家炼了
起来。这倒好，每次到了敏感日子，
他就把他所管辖地区学员的大法书
籍、资 料等统 统“没 收”到自己 家
中，等到风头一过，再归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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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茗馨
下午，我正在写
文 章，忽 听 咕 咚一
声，转头一看，不到
四岁的儿子正坐在地
毯上，身上身下都是
因打翻了一盘米饭而
洒下来的米粒，手里
拿着一个梨。我的第
一个反应是要冷静。
我赶紧拽着他的小手
把他拉了起来，儿子
显然安然无恙。当我
拿起盘子，把成团儿的、没弄脏的米
饭捡回盘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仅
没生气，还突然意识到这是我的错。
以前，孩子打翻了什么东西，好
象本能地认为是孩子的错，总要数落
几句，后来觉得这样很不善，就注意
改，一次比一次好一些，总是没改得
太好，这一次，终于忍住了脾气，并
发现了自己的错儿。然后我就跟儿子

说：“这是我的错儿。”儿子有点如
释重 负，说“哦！为什么 呢？”“因
为我吃完 饭，没有立即把盘子收 拾
好！你以后也要小心看着点儿。”我
诚恳地说。“好！”儿子点着头。这
时，我感到一种祥和的气氛飘荡在空
气中。又一次感到经过不断修炼，渐
渐改掉不好的习惯，最后能做到以发
自内心的善良，宽和地对待别人，是
一种多么好的感觉，同时也对以前做
得不好感到歉疚。
后来又有一天，儿子吃饭时，弄
洒了半碗汤，我连一秒种都没迟疑，
赶快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还好
吧？”接着就拿纸把 洒的汤吸干 净
了，最 后 关 切 地 说：“下 次 要 小
心。”当 时，全家 人的 感觉 都很 温
馨。自那以后，儿子真的很少再打翻
什么东西了，他即使偶而不小心打翻
了东西，我也不会发脾气了。
一天，先生要剪指甲时，找不到
指甲 刀，知道是我给乱放到哪里 去

凤凰卫视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
纷纷遭到报应
近来凤凰卫视频出意外，引起外
界关注。总裁刘长乐遭双规；香港凤
凰卫视女主播刘海若在今年5月11日英
国高速火车出轨意外中受重伤；资讯
台记者钱志红今年四月底被绑架；中
文台副台长赵群力去年9月2日驾机撞
触高压电线身亡；主持人杨澜在互联
网上遭痛揭老底。一家电台的要角连
连传出意外，这在当今传媒业上实属
罕见，而这正是凤凰卫视及其工作人
员不遗余力，积极胁从江泽民流氓集
团摇 舌鼓噪迫害 法轮功，而遭的 报
应。请看下面事实。
凤凰卫视1996年开播时，观众认
为报导还是比较客观的，但不久就发
现它成了中共在海外的喉舌。「世界
日报」多次透露，中共的重要稿件直
接下到该电视台，没有人敢提出任何
异议，否则立即走人。
据闻，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既是
总参特务又是国安特务，负有向西方
世界渗透的特殊使命。所以他旗下的
凤凰卫视风头更劲过中央电视台，其
手 下 以 记 者 身份 遍 布美、欧、澳、

台，昔日为江泽民替贾庆林从远华案
脱罪，今日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制造
舆论，为毒害大陆和海外的华人起到
中央电视台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很
多华人都认为他们是海外的电视台，
报导应该是公正的，抱着这种观念，
对他们的造谣诬陷就失去了抵抗力，
很多人对法轮功的误解都离不开凤凰
卫视的舆论导向。
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后，
刘长乐受罗干的秘密派遣，并与何祚
庥合作，从99年5月就开始制作诬陷法
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专题节目，并
出书在北京印刷出版。
2001年11月4日，香港凤凰卫视正
式公开与北京中央电视台合组新公
司，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则担任副主
席。媒体曾报导香港凤凰卫视就是海
外的中央电视台，是江泽民在香港的
喉舌，曾多次播放极其恶毒的污蔑法
轮功的电视节目。
无论人做了什么都是要偿还的，
帮助江泽民集团去毒害他人，那罪过
无异于杀人害命。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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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了点儿小脾气，告诉我在他带
孩子出去玩儿回来之 前，一定要 找
到。家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
儿子对他爸爸说：“如果我们回来的
时候，妈妈没找到，你就说：‘没事
儿！’。”儿子学会了宽容！宽容是
一种高尚的品质，可以溶化掉很多狭
隘的情绪，可以感染别人，于是，就
没事儿了！
不禁心中感叹，我的收获岂只是
修 了自己，同 时还影 响、善化了 孩
子。
在经过了一个认识和努力的过程
后，我也渐渐改掉了乱放东西的 积
习，家里经常保持整洁，亲友夸我是
个能干的家庭主妇。这
些都是修心的自然结
果。
能够有缘修炼大法
的生命是幸福的。

新华社的洋相
新华社的洋相
最近新华社又重新搬出“篡改生
日”的谎话。事实是，文革时，政府
有关人员把李洪志老师的生日写错
了，李老师本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
请有关派出所把错了的生日改回正确
而已。按照新华社编造的故事，李洪
志先生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接生婆
还给李先生的母亲用了催产素。殊不
知，催产素应用于临床是1953年以后
的事。这不是出洋相吗？

小健健的
建议
法轮大法小弟子健健所
在的班级同学之间经常打骂，为此班
主任伤透脑筋，毫无办法。一天，班
主任让同学们自己写建议想办法。健
健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他的
建 议：“如 果 每 个 同 学 都 能 做 到
‘真、善、忍’，真，那 就 是 说 真
话、办 真事；善，那就是 对谁都 要
好；忍，那 就是别人 打我、我不 还
手，别 人骂我、我不 还口，只有 这
样，全体同学才能搞好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