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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一九九二年五月傳出的佛家上

乘修煉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

“真善忍”為根本指導，按照

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煉。強調心

性修煉。除了修心，還有修

命的部分，即煉動作(五套功

法)，是完整的一套性命雙修的

修煉方法。

經億萬人的修煉實踐證明，

法輪大法是大法大道，把真正

修煉的人帶到高層次的同時，

對穩定社會、提高人們的身體

洪傳世界114個國家與地區法輪功

善，並不是沒有原因的。今

天法輪大法洪傳于世，很多人

修煉“真、善、忍”並向人勸

善，告訴人們記住“法輪大法

好”、“真、善、忍好”，從

而擁有美好的未來，這是對他

人的關愛和負責，人們一定要

珍惜這善緣和福音啊。

因果報應是宇宙自然的規

律。古語說：“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積善有善報，積

惡有惡報。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作惡之家必有餘殃”，善

人懷慈悲之心，為他人著想，

其高尚品質令人神共欽，一切

福德會跟隨他，禍殃會遠離

他，上天會保祐他。

黑龍江有位七十五歲的老

人，他經常看法輪功真相材料，

而且來回看上幾遍，有時他被真

相材料的內容感動得流淚。

他曾多次遇險都化險為夷：

一次他往車上搬石頭時，一塊一

百多斤重的石頭“啪”斷成兩塊

砸到地上，他沒傷到一點，要是

石頭砸到腳上來，那腳可就得殘

廢了。另一次是老人在砍一棵大

樹時，一個不小心，樹朝他的方

向直砸下來，而關鍵時刻，倒下

的樹被車邊上的鉤子鉤住了，再

次化險為夷。

老人每次提起遇險都感慨不

已，說就跟他看的真相資料裏的

故事一樣：明白法輪功真相，真

的是保命、保平安啊。老人委託

法輪功學員感謝大法師父！

大陸一位民眾楊桂軒，今年

七十多歲，長年高血壓。還經

常流鼻血，用盆接，眼、耳都

來血，花了不少錢治也沒效，

后來膽結石又發生了，醫生叫

交數萬元錢做手術開刀，他拿

不出錢，痛得只有等死。

幸虧他有位親戚修煉法輪大

法，趕來告訴他，法輪大法是

高德大法，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會有福報，老楊就

誠心敬念“法輪大法好　真善

忍好”，真的身體輕鬆了，不

痛了，也不用去醫院開刀了。

去年八月十一日，老楊突

然頭昏旋轉厲害，猛然想起

“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

趕快呼喊：“法輪大法好！

真、善、忍好！求大法師父相

救！”馬上就清醒過來了。老

楊萬分萬分的感激法輪大法！

境由心造，境隨心轉，要

招吉或招禍，全在人心如何運

用，因此自古以來人們向人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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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共封鎖了解真相

93年東方健康博覽會“邊緣科學進步
獎”和大會“特別金獎”及“受群眾
歡迎氣功師”稱號。

亞太人權基金會頒獎給法輪功，學員
李有甫代表接受(右)。

可喜的變化，因此受到了各地

民眾和政府的熱烈歡迎。世界

各地的各級政府、議會、非政

府組織等民間團體，都高度肯

定法輪功在提升道德、淨化人

心、與強身健體、福國利民方

面的卓越成果。

1993年12月，李洪志先生

在北京東方健康博覽會上，獲

博覽會最高獎“邊緣科學進步

獎”和大會“特別金獎”及

“最受歡迎的氣功師”稱號。

同年12月27日，公安部所屬中

華見義勇為基金會授予李洪志

先生榮譽證書。 1994年8月，

美國休士頓市授予李洪志先生

“榮譽市民和親善大使”稱

號。2009年9月26日晚，亞太

人權基金會將“傑出精神領袖

獎”授予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

先生。

國際社會為表彰李洪志先生

和法輪大法對人類身心健康所

作出的傑出貢獻，至今獲得來

自世界各界褒獎1697份，359個

支持議案，1169封支持信函。

素質和道德水準，也起到了不

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由于心性道德提升、祛病

健身功效顯著，人傳人、心傳

心，洪傳遍及五大洲114個國

家和地區，法輪大法主要著作

《轉法輪》被譯成近四十種文

字，昭顯其超越種族、語言與

國界的巨大道德感召力。

獲海外上千項褒獎及支持

自法輪功洪傳全世界修煉者

日益增加，為各地社會帶來了

印度英國韓國日本瑞典

2009年台灣學員排轉法輪

2012年5月13日，是法輪大

法洪傳世界20週年，也是世界

法輪大法日，同時也是法輪功

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

2000年全球法輪功學員倡議將

每年5月13日定為“世界法輪大

法日”，以紀念這一高德大法

2012年4月29日台灣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

今年4月29日台灣7400名法輪功學員，為慶祝世界法
輪大法日共同排出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圖像．

各界褒獎法輪大法日

多倫多

法國

舊金山

洪傳人世，讓更多人看到法輪大法帶給上億人健

康和精神的巨大變化和了解法輪功的真相，知道

在中國以外都可自由習煉，希望世界更多政府和

人民支持中國法輪功學員爭取信仰自由權利。

世界各地同慶法輪大法日

為慶祝法輪大法日，中國各地民眾除了寄賀

卡、賀信到明慧網並在各地懸掛“真相條幅”，

海外民眾則以遊行、功法演煉、歌舞、圖片展等

方式向世人展現法輪功的美好和被中共迫害的真

相。國際各界人士也因受益于法輪功紛紛來信來

電表達對法輪功和李大師的尊敬和祝福。

一位德國民眾觀看法輪功學員文藝演出后感慨

地說：古今中外從沒見過在史無前例的迫害下，

依然能演繹出如此美好動人的文化藝術。這不僅

是因為他們在中共的迫害中堅韌不屈，更因為他

們超越迫害、苦難的心靈，和他們給人類帶來美

好的見證。他們信仰的“真善忍”展現在他們身

上而發出觸動人心的威力，恐怕就是世人認為他

們最偉大的地方。

美加多處對法輪大法褒獎

加拿大總理和公民、移民及多元文化部長肯

尼、勞工部長蕾特、環境部長肯特及多位國會議

員均祝賀法輪大法傳世二十週年。加拿大總理哈

珀連續七年發出賀信祝賀法輪大法日。加拿大首

都渥太華、金斯頓市宣佈表彰“法輪大法日”。

美國眾多國會議員、州長、市長頒發褒獎，如

紐約州參議院表彰“世界法輪大法日及在紐約舉

行的慶祝活動”。密蘇里州眾議院決議祝賀法輪

大法月、新澤西州參、眾議院簽發聯合議案，表

彰李洪志大師的重大貢獻，支持和表彰法輪大法

月。印第安那州哥倫布市、德州沃塔伽市、密蘇

里州聖彼得市等分佈在美國15個州的41個城市宣

佈了該市的“法輪大法日”或褒獎法輪大法。

紐約

大陸、香港各界的祝賀

香港立法會議員梁耀忠、支聯會主席李卓人、

民主黨西貢區議員林咏然、開放雜誌總編輯金

鐘、專欄作家武宜三等多位香港政界、傳媒界名

人向法輪功學員表示祝賀。李卓人敬佩法輪功學

員多年來堅持真理、不畏強權的精神，林咏然稱

讚法輪功學員傳播真善忍精神，造福人群。

黑龍江學者廖誠、經濟學家綦彥臣、法學專家

張讚寧、維權人士胡軍等多位大陸民主人士強調

法輪大法洪傳20周年意義重大，讚揚法輪功提升

社會的道德文化，也向李老師祝賀。廖誠表示，

“李洪志大師對中國人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水準的

提高起到很大的作用，他的功德是無量的！”

5月13日已不僅僅是法輪功學員的節日，已成為

一個世人同慶“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日子!

5.13全球歡慶 法輪大法洪傳二十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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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法委成立于1958年，掌控公安

局、檢察院和法院、司法局這四大法制體

系。1999年江澤民為鎮壓法輪功成立610辦

公室，與政法委合署。610辦公室與“文革

小組”相似，能調動軍隊、武警、公安、外

交、財政、電訊、教育等部門資源和人力，

它繞開正常的法律體制，繞過正常的經費

和人員編制審批，調動全國的鎮壓和宣傳

機器迫害法輪功。目前中央到地方的政法

委書記一般都兼任當地610辦公室負責人。

動用四分之一經濟資源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所投入的巨大財政資

源超過一場戰爭的經費,讓國庫不堪重負。

鎮壓最高峰時期（1999～2002年）的財政

資源消耗高達約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一半的

社會綜合資源，一般時期也使用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的國家財力。

這些巨額資金被用于抓捕迫害中國法輪

功學員，組建全國範圍的610組織和關押洗

腦基地，動用全國媒體進行大量詆毀宣傳

和造假，以及在海外對法輪功學員進行干

擾、暴力襲擊等活動。

迫害法輪功的模式波及全社會

政法體系把針對法輪功的迫害模式延伸

到對少數民族、訪民、維權人士、維權律

師和異議人士等。現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

一年就要動用武警鎮壓人民15次。目前中

國大陸每年近30萬群體性事件，有一半和

政法委管控的執法機關有關，中國約有800

萬“長期上訪民眾”，其中82%是因為公檢

法處理案件不公而上訪。

迫害法輪功也就是迫害全中國人 

江氏集團利用文革群眾鬥爭的方式，將

許多無辜的民眾拉入這場迫害中來，包括

連坐制、戶籍制、告密、揭批等形式，讓

人們參與迫害。很多中國人都知道法輪功

學員是好人，但因對中共政權的恐懼，多

選擇沉默不敢公開譴責暴政。在這種心靈

被扭曲、良知被扼殺的情況下，造成社會

上冷漠、道德淪喪。去年10月廣東佛山18

個路人對于小悅悅的冷漠、以及各種食品

和藥品問題頻出就是明證。正如李和平律

師所說：“法輪功的苦難不僅僅是法輪功

學員自己的苦難，也是中國人的苦難”。

中共在打擊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

學員時，同時也助長了邪惡，使假、惡、

暴、毒、邪、腐敗等乘機氾濫，進而摧毀

社會的道德體系，使所有善良在不知不覺

中承受迫害，導致道德急速下滑的社會危

機。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其實也是對全

中國人的迫害。

政法委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政治工具

歷史上迫害正信從來沒有成功過
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曾口出狂

言“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但13年過去

了，法輪功不但沒有被打倒，法輪功的真

相卻在大陸與海外廣泛傳播。中共對法輪

功的鎮壓已經捉襟見肘，難以為繼。

海外起訴迫害法輪功幫兇

從2000年開始法輪功學員在全球展開訴

江行動，超過30個國家的律師協助法輪功

學員控告江澤民及其他主要參與迫害的33

名中共官員。

2009年11月西班牙國家法院起訴江澤

民、賈慶林、薄熙來、羅幹、吳官正等五

名高官。同年12月阿根廷聯邦法院裁決逮

捕江澤民、羅幹。2010年3月16日美國會通

過605號決議案，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輪

功。2009年12月臺灣立法院通過提案 拒絕

中共人權重犯入台。

天理昭彰 善惡有報 歷史從未改變過

歷史上曾出現許多對正教信仰的迫害。

中國有佛教的四次法難，西方則有古羅馬

對基督徒長達三百年的迫害。迫害者結局

悲慘，但正教信仰卻一直流傳到今天。

真理和正信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

法輪功是修煉、是信仰，法輪功學員對權

力和權謀從來沒有興趣，法輪功學員的反

迫害、講真相是為了世人不受中共謊言誤

導，為了世人能夠得救。歷史上對正信的

迫害從來就沒有成功過，江氏集團對法輪

功的迫害的失敗再次印證了這一真理。

當歷史走過今天這一頁，人們會再次看

到天理的彰顯。那些還在參與迫害的人，

無論身份高低，看清形勢停止行惡，為自

己留條后路。傷害別人，其實就是在傷害

自己。善待別人，也就是在善待自己。

自1992年5月開始，法輪大法迅速在中國

傳播，許多感人的故事不脛而走，身患絕

症的擺脫了病魔，夫妻不和的恢復了家庭和

睦，真善忍真正的喚起了人們心中的佛性，

在短短的七年時間裏，修者上億……

法輪功于國民百利而

無一害

1997年3月17日，

《大連日報》載文

〈無名老者默默奉

獻〉，報導古稀老者

因修煉法輪功為村民

義務修路1100多米的

事蹟。1998年11月10

日，《羊城晚報》報

導廣州一法輪功煉功

點5000人大型晨煉，及患高位癱瘓的女子煉

法輪功后恢復行走能力。

1998年5月，中國中央電視臺正面報道國

家體育總局伍紹祖局長視察長春廣大群眾修

煉法輪功的盛況。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

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對法輪功

進行詳細調查，最后得出“法輪功于國于民

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

4.25萬人和平上訪 展現道德風範

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在天津發表文章

誣衊法輪功，暗示法輪功會導致亡國。天

津法輪功學員前往教育學院反映實情，公安

動用300多名防暴員警毆打甚至非法抓捕45

人。”天津公安說：“我們是執行北京的命

令，你們要反映情況就去北京。”。

4月25日，逾萬名法輪功學員自發去國務

院信訪辦和平上訪。他們沒有喧鬧，沒有口

號，靜靜地站在道路兩旁，時任國務院總理

朱鎔基接見法輪功學員后下令放人，重申國

家不會干涉群眾煉功的政策，當晚法輪功學

員秩序井然各自離去，地上的垃圾、員警扔

的煙頭都被撿起扔入垃圾桶。一個員警對周

圍的人說，你們看看，這就是德！這就是震

驚中外、被稱作“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大、

最理性平和、最圓滿的上訪”的“四二五”

萬人上訪。

一些參加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事先得到警

告說中南海附近已駐有大量軍警，顯然中共

軍警已做好鎮壓的部署和準備，是法輪功學

員表現出的“正”和“善”使預謀的一場暴

力流血事件解體。

法輪功學員為中國人抵制暴政，維護人

權樹立了典範。在遭受迫害的十多年中，法

輪功學員始終堅持和平反迫害，向民眾講清

“真善忍“是穩定社會的力量

真相，實踐著“真、善、忍”。

真、善、忍——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

前政法委書記羅幹1997年和1998年兩次

令公安部門對法輪功進行秘密調查，欲把法

輪功定罪為“X教”但一無所獲。

修煉法輪功的民眾，不但改善身體狀

況，為國家節省大量醫療費，而且遵循真善

忍法理，不計個人得失、善待他人，遇到矛

盾時會向內找，提高自己。維繫社會穩定，

靠的不是暴力機器的強大，而是民眾道德力

量的強大。法輪功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已成

為穩定國家、穩定社會的基石，對整個社會

帶來極大的正面影響。

法輪功使上億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

在中共的滅絕政策下，用盡各種令人髮

指的酷刑折磨手段逼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

仰。如電擊、性摧殘、灌食、老虎凳、死人

床、約束衣、地牢水牢、抻床、電擊、濃鹽

水、糞湯等。至2011年5月超過3537名法輪

功學員被迫害致死、上百萬名學員被任意拘

留、數十萬人被非法勞教、數千人在精神病

院被注射傷害神經藥物、甚至活摘器官。

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

2006年3月起，陸續有證人揭露中共活體

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2006年7月6

日，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和國際

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組成的獨立調查組，

公佈報告證實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

行，從2000年到2005年期間，中國大陸至少

(左圖)黑龍江法輪功學員吳玲霞遭佳木斯勞教所迫害
致死。(右圖)遼寧法輪功學員高蓉蓉遭瀋陽龍山教養
院毀容電擊毀容，被迫害致死。

進行六萬例器官移植手術，其中至少四萬多個

器官極有可能是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的。他

們稱這是“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過的邪惡”。

中共軍方參與活摘器官

各級地方醫院在巨大利益驅動下加入活摘

器官行列，形成以中共中央610和軍隊醫院

為主，地方公、

檢、法和醫院為

輔 ， 利 用 集 中

營、監獄、勞教

所大量關押法輪

功學員，活摘器

官謀利的流程。

中國成為國際活

體 器 官 交 易 中

心，幾乎在2000

年以后一直佔世

界活體器官移植

總數85%以上。

中共謊言構陷 殘酷迫害法輪功
法輪功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傳播，中共感

到“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當全國人

大離退休幹部關于“法輪功于國于民有百

利而無一害”的報告提交江澤民時，江大

為不悅認為法輪功在與他爭奪群眾。江澤

民聽羅幹說法輪功學員超過共產黨員時，

江的內心更是恐懼與嫉妒。因此江澤民與

中共相互利用下，于1999年7月開始利用國

家機器，對法輪功學員展開全面系統的殘酷

迫害；實行“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

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殺”、

“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滅絕政策。

為煽動中國社會仇恨法輪功，為迫害法輪

功創造條件，中共開動全國媒體對法輪功進

行系統性的妖魔化的一系列謊言宣傳。前政

法委書記羅幹緊跟江澤民主導炮製出誣陷法

輪功的天安門自焚偽案。

2001年1月2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五

人自焚事件，中共官媒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

輪功學員。自焚者之一劉春玲當場死亡，其

女兒劉思影在治療期間亦死亡，王進東嚴重

燒傷。劉思影氣管切開手術后帶著插管，

接受採訪並唱

歌。大面積燒

傷創面要儘量

暴露，且必須

在高度無菌的

特殊病房裡隔

離，劉思影卻全身包裹紗布。採訪的央視記

者連口罩隔離衣都不穿戴，違反醫學常識。           

自焚案詳情：http://library.minghui.org/topic/2,,,1.htm

劉春玲不是被燒死 是被重物擊打致死,(圖一)有一手臂接近劉春玲頭部.(圖二)有人用物體猛擊劉春玲

頭部.(圖三)一條狀物快速彈起.(圖四)一名男子保持用力后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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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進東嚴重燒

傷，但他兩腿中

盛汽油的雪碧瓶

和最易燃的頭髮

居然完好無損。

  2001年8月“聯合國教育發展組織IED”

證實天安門自焚是中共為栽贓法輪功一手

導演的。央視“焦點訪談”女記者李玉

強，2002年上半年河北省會洗腦班曾當眾

承認“天安門自焚”鏡頭有假。

謊言構陷--“天安門自焚”偽案

酷刑虐殺法輪功學員

黑龍江大慶石油管理局電腦工程
師法輪學員王斌器官被摘取

4.25萬人和平上訪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