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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毛凤英的人生悲喜

13 年癌症 5 次复发　俄罗斯女子奇迹康复

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奇迹

邬苏拉：44 岁　我的人生真正开始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

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疾病无法被攻克，很多人仍然生活

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然而，这本连环画册中故事的主

人公却是幸运的：他们虽然罹患顽疾或绝症，但因不同的

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大法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

心健康的幸福生活。

本系列连环画册中所讲述的“绝处逢生”的故事都是

真人真事，均取材于明慧网，因为篇幅所限，我们所选取

的这些故事仅仅是沧海一粟，这样的真实事例，在 1 亿法

轮大法修炼者身心受益的亲身经历中，比比皆是。通过翻

墙软件访问明慧网，可以了解到更多真实感人的事例。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

包含五套动作缓慢优美的功法，要求修炼人重德行善。因

祛病健身功效卓著，几年内就传遍神州大地，1 亿人修炼。

迄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大

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有 40 种语言文字的版本，众多版

本在世界各地发行，深受各族裔读者的喜爱。

愿您喜欢这本连环画册，并能够从中受益；期盼您能

珍惜这份善缘，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也许会带给您意想

不到的收获，为您的人生开辟一条更广阔的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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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感受自己的存在，生活的本

身包含些什么，体会各种感受。

就在她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一个偶

然的机会使她的生命出现了转机。

她希望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经历，希

望他人也能获得身心的幸福与愉悦。

李洪志先生用高功能为人治病，效

果神奇，“法轮功神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一、　邬苏拉（Ursula），家住德国的南部。在别人的眼里，她

与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正常地吃饭睡觉，做家务；正常地上学

上班。只有她自己知道：饱受煎熬是一种什么滋味。

从 14岁起，她常常觉得累，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只想睡觉。

每隔几星期，她都会出现这种状况——瞌睡不断，注意力和记忆力也

会随之下降。睡眠质量很差，每夜做着不着边际的梦。医生对于这种

状况也感到困惑。

这种很糟糕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令邬苏拉备受折磨，以致于“生活”

的正常感受应该是什么，她无法知道。

鉴于健康状况，大学毕业后她只能做些短期的半职工作。

邬苏拉：44 岁　我的人生真正开始 二、　大学毕业后邬苏拉结了婚，很快有了第一个孩子。照顾这

个小生命成为她每天挣扎起床的理由。此后的六年，她又相继有了两

个孩子。

邬苏拉的家庭再美满不过了，一个体贴持重的丈夫，三个健康懂

事的孩子。可是邬苏拉常对朋友说的一句话是：“不是这样的，你们

不懂，我其实一无所有。”

“没有三个孩子的出生，我可能会没有白天黑夜地睡，照料家人

的饮食起居迫使我有身体活动，然而每一个生活当中的问题，都因为

让我耗尽心力而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的愉悦我没有过，我每天挣扎起床，做必要的事，然后入睡。我

没有‘生活’过，我在呼吸、吃饭、喝水，但是我不是在活。一个人

的时候我常常绝望地哭泣，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有个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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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1 岁那年，邬苏拉最后一次去看医生。走出医疗所时，邬

苏拉心里感受到的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她意识到医生其实根本束手无

策。她对吃药有抗拒，她需要“保持清醒”，她“不能让别人、让药

物来完全控制我的意识”。她决心自己想法儿自救。

其实，从 14 岁开始，邬苏拉就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恢复健康。她

学习各种心理课程和灵修方法。她的丈夫不离不弃，一直陪在她的身

旁，见她身体虚弱，就会分担很多家务，这也令邬苏拉很自责。

他们经历着不断的尝试、放弃、再尝试……最后的那一次努力是

瑞士的某心理课程，花了一万六千欧元——那几乎是家里的所有积蓄。

“那次之后我彻底放弃了。三十年在尝试和放弃的重复中度过，

我彻底绝望了。我几次想到过自己结束生命。”

四、　2007 年的一天，邬苏拉的弟弟请邬苏拉吃饭。弟弟长期生

活在南美，这一次是他回德国度假。

在餐厅里，邬苏拉向弟弟倾诉她的不幸，倾泻她所有的痛苦和绝

望。弟弟一直默默地听着。“我的话如决了堤一般，忽然他站起身来，

去了车里。一会儿拿来一本书，递给我说：‘你的状况如此糟糕，那

就看一看这本书吧。’我低头一看，叹了口气，不想要，我不相信一

本书能帮我什么。

弟弟说：‘我读过这本书后，终于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打脸的一

侧，给他另一侧。我以前从未明白过。’我非常好奇耶稣的这句话是

什么意思，但是弟弟不说下去了。我那时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就随口

问他：‘那法轮功学员中有富人吗？’他说：‘有，当然有。’弟弟

本身一直经济条件非常不错，我相信他。‘好吧，’我想，‘我先读

一下这本《转法轮》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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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翻开《转法轮》第一页开始，邬苏拉就没有停下来，她

如饥似渴地读，不愿停歇。书中的每句话都像沙漠中的雨滴打入她的

心里。几个小时过去了，邬苏拉坐在深红色高背椅中，边上一盏低低

的灯散发淡淡黄晕，无比静谧中，她却感到自己被拉着往前飞奔。她

的心底升起两个字：希望。如此真实，暖暖的，强烈而温和地存在着。

“我马上知道这是我一直都在找的。”

“我读了许多宗教中的书，神的事迹，如何经历无数苦难后升华

到另一境界去。早在我 20 岁的时候，就希望自己能到达那种境界，

身体的转化，我从未怀疑过神的存在。但是我总觉得还是有疑问。以

前读到的宗教教义让我觉得到了某一点就停住了，再往前是什么不知

道了。我感觉缺了什么，可说不清缺的具体是什么。《转法轮》读完

后，我的心在说：是的，就是这样，果真可以再往前，去我一直向往

的地方。”

六、　三个月后，邬苏拉决定身体力行，向那个“所向往的地方”

努力，这才是她活着的目的。她一边反复阅读《转法轮》，一边开始

学习法轮功的炼功动作。

从读到《转法轮》的那一天开始，邬苏拉起床的动力变了，曾经

是“出于责任心，我强迫自己起来做饭洗衣”，而现在起床的动力变

为“看书”。从那天起，丈夫和孩子出门前、进门后，都会看到她在

捧着那本《转法轮》看。

不知不觉中，邬苏拉感到身上有了气力，脸上有了笑容，睡眠变

得踏实了，能够胜任的家务也多起来。

当初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邬苏拉没有半分喜悦，那时每一个

细微的事情都让邬苏拉不堪重负。而现在，在儿子、女儿的喜怒哀乐中，

在琐碎的油盐酱醋和丈夫的关切呵护中，她学习到什么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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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学炼法轮功后，邬苏拉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新焕

发了生命的光彩。

“44 岁那一年，我的人生真正开始。我每天感受自己的存在，生

活的本身包含些什么，体会各种感受。我体会到我自己的存在，这真

是太美好了。”

在这之前，邬苏拉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完全是被动地把一切交

给了糟糕的身体。“比如，以前别人约我两星期后一起出去喝咖啡，

我没法答应，我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到时候允许不允许，有没有气

力。想和朋友一起做游戏或者玩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我那时

只能拒绝。”

“现在，我有了选择，可以决定，我能自己掌握，按照意愿安排，

我是真的存在，和其他人一样，这和我之前不得不接受的完全是另外

一个世界。”

八、　可以感受家庭生活的琐碎温馨，可以与朋友相约喝咖啡、

做游戏，开始有了真正人生的邬苏拉要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

邬苏拉开始去幼儿园和图书馆参与社会工作。她做的手工艺品在

圣诞市场上深受欢迎。

邬苏拉重拾健康，她的头痛和失眠完全消失。家里开始充满欢声

笑语。女儿说：“妈妈，你看上去神采奕奕，你看上去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用了新化妆品？”

转眼间，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也陆续有了自己的孩子。邬苏

拉说：“我在带大自己的孩子中没有尝到做母亲的喜悦。但是在孙子、

孙女那里，哪怕只是抱抱他们，亲吻他们，我都感到做一个母亲是多

么幸福的事。要不是法轮大法，我不会有机会体会这些，也不会活得

这样真实。生命真是太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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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8年，毛凤英患急性肝炎，留下病根。那时她在上中学。

虽然长期医治，但病情一直得不到控制。肝病时时折磨着她，也时常

感觉疲倦﹑恶心和诸多的不适，但和许多同龄女孩子一样，年少时的

凤英有许多玫瑰色的梦想。

凤英工作了，是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外科护士，她打心眼

里喜欢这个工作，而且，身边都是大夫，治病肯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其实，她并不是特别把肝病这码事放在心上，照样和一大群年轻人说

说笑笑。

这时，帅气、憨厚的叶同贵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凤英的直觉告诉

自己：同贵是能陪伴她﹑照顾她的人。他们结婚了。

肝硬化患者毛凤英的人生悲喜 二、　同贵是兰州市一所大学的研究生。新婚生活是美满的，那

种幸福的感情归属感令凤英眩目。不久，凤英怀孕，生下一个粉嘟嘟

可爱的女儿，起名谨。

小叶谨一出生就需要医生抢救，当时输了很多的血浆。后来凤英

一直用母乳喂养。6 个月时发现小叶谨肝肿大，一岁以后就明显有肝

功能异常，一年比一年重，最后就是严重的肝脾肿大。大夫说：可能

跟输血浆和吃凤英的奶有关系。

小叶谨面黄肌瘦，个子也不怎么长，比同龄小朋友矮一大截，大

夫说孩子的病非常严重。凤英和同贵领着孩子找很有名的大夫，就诊

后大夫都直摇头。

而此时，凤英自己的肝病也越来越严重。她持续性肝脾疼痛，每

当感冒﹑劳累﹑情绪不佳时疼痛就加剧，还伴有恶心﹑腹胀﹑食欲不

振﹑失眠﹑乏力﹑全身怕冷，天一冷就打寒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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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5 年，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及北京几所大医院化验

检查诊断凤英患的是丙型慢性活动性肝炎。凤英心里清楚丙型肝炎是

世界上最难治的肝炎，它的发展结果不是肝硬化就是肝癌。凤英开始

不得不多次住院，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

这期间，同贵到北京读博士，毕业后留在北京的地震局工作。分

居两地身边少了一个安慰自己的亲人，凤英越发孤独﹑难过。心情非

常郁闷。

此后，凤英中西药物一日三次从未间断，可是旧病不见好，又添

新病。重度萎缩性胃炎、肾盂肾炎、肾盂积水、低血压等许多病都上

来了。身体极度虚弱，两条腿肿得发沉，走路都抬不起来，上楼就更

费劲儿。后来凤英无法再撑着去上班，1996 年初只好在家休息治疗。

为了治病，凤英多次到北京寻求名医。

四、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凤英知道自己的病没有治好的希

望了。一天，她带着一线希望问主管大夫：“您估计我还能活几个月？

我想知道，好有个思想准备，把有些事情安排一下。”同情她的大夫

好心地安慰她，说：“我估计 1～ 2年不成问题吧。”

凤英的精神在那瞬间崩溃了。虽然活得很苦很累，在这绝望中凤

英发现自己是多么留恋人生啊！只恨上帝为什么让自己到这人世上

来，又为什么要自己过早地离开？凤英内心痛苦到了极点，就算总是

泪流满面也无法排遣。

凤英无处诉说心中的苦闷，脾气变得十分火爆，常常无故发火，

甚至想到了自杀。

有一天下午，她把窗户打开，就想跳下去。她回头看了一下已 80

岁的老父亲和可怜的女儿，当时她心里一阵难过，就回转身放声大哭，

然后父亲、女儿也开始哭，三个人哭成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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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96 年，同贵有一个机会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这是许多

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同贵知道它的分量，它能使自己的事业上一个大

台阶。并且，美国的邀请方还应许同贵带家属同行。

他没有打算带她们一同去美国，她们的病以及美国的医疗费用都

不允许她们与他同行。他能想到的只是，到了美国，自己一定要省吃

俭用，把钱省下来让这母女俩过好一点儿。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路

吗？同贵孤身一人来到了美国。

就在毛凤英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十分绝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

会使她的生命出现了转机。

1996 年 7 月 22 日，这是毛凤英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她带着孩子去买菜，碰到一位认识的阿姨，阿姨向她介

绍法轮功，并说自己炼法轮功病全好了。阿姨告诉她，在科学院大院

里有炼功点。

六、　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第二天早上 6 点之前她就带着孩子去

了炼功点。辅导员教她炼功动作，然后借给她一本《转法轮》（法轮

功的主要著作），让她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她一到家就翻开书，一直看到深夜。她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书，能

把人生中很多问题都讲得这么透彻，把病是怎么得的，为什么气功能

够治病，讲得非常清楚。于是第二天她接着学功、看书。两天的时间

过去了，毛凤英突然感到身上所有的症状一下子全没有了，就像几十

斤的石头从身上卸下去了。相反感到全身发热，身体很轻，走路生风，

上楼很轻松，骑自行车就像有人在后面推，不用使劲蹬就骑得非常快。

女儿和毛凤英一起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后，母女俩去医院做了一

次全面检查，结果显示：她们娘俩的肝病痊愈了！

半年后，同贵在美国迎来了健康的凤英和叶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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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为了证实她们是否康复，同贵为她们安排了一次全面检查。

体检报告显示全部正常：她们是健康的人。

以前，为了能彻底解除痛苦，凤英试过很多方法，如偏方、练气功、

烧香拜佛、算卦烧纸、中药治疗，后来是不得已试了试法轮功，本来

她是不相信气功的。事实胜于雄辩，同贵看到凤英和叶谨的病都好了，

也开始炼起法轮功。

乖巧懂事的女儿，体贴入微的丈夫，在美国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真好。

凤英又怀孕了，到美国一年后生了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子，取名开

文，这事 , 他们在国内的同事﹑亲戚都不太相信，还传说孩子肯定是

捡来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肝硬化患者是不可能怀孕的。开文健康

活泼，非常聪明。小小年纪的他既能讲英文，也可说中文，还会认很

多的中文字。

八、　一回想起自己的经历，毛凤英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激动

的心情无以言表：十八年的痛苦一下就没了，一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

人转瞬间恢复成为一个正常人，就像做梦一样……

后来，凤英一家四口从美国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市居住。

开文渐渐长大了，叶谨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在死亡边缘挣扎

的痛苦经历早已离她们母女远去。

可是，毛凤英心里还惦记着和自己过去一样被病痛折磨的同胞，

如果不是中共谎言欺骗，他们也能修炼法轮功，也会获得幸福健康啊。

她经常到旅游景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来观光旅游的大陆同胞

讲述法轮功真相，给国内打电话，和大陆民众讲述发生在他们一家人

及其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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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 7岁开始不断被癌症折磨的女孩

热尼娅是出生在俄罗斯的亚裔女孩，活泼可爱，父母视她为掌上

明珠，期望她日后能够成为健康善良的人。

7 岁那年，热尼娅的右手上长出了一个肿瘤，经诊断确定为恶性

的腹壁硬纤维瘤，也就是癌症。医生给热尼娅切除了肿瘤，当时术后

恢复还不错。没想到，短短八个月后，癌症再次复发。

这一次，医生为热尼娅做了四次手术，之后还接受了数个疗程的

化疗和放疗。痛苦的疗程过后，病症得到了控制，医生宣布热尼娅体

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

俄罗斯女子奇迹康复
13 年癌症 5 次复发　 二、　癌细胞再次凶猛来袭　20岁少女命悬一线

一家人以为：从此后热尼娅终于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上学了。

没想到的是，癌症似乎是热尼娅摆不脱的梦魇，总是复发，但好在一

次次地被治愈了。

2012年，热尼娅的癌病再次复发，这一次癌细胞发展得非常迅速，

让医生有些担忧。

这一年，热尼娅 20 岁了，已经被病魔折磨了整整 13 年，她再一

次住进了医院，医生选择用化疗的方式来控制她体内疯狂发展的癌细

胞。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女儿，热尼娅的父母陷入无比的绝望之中。病

情的发展迅速，让父母心力交瘁。

这一次，热尼娅还能像以往一样幸运地最终被治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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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炼法轮功　肿瘤明显缩小

身处绝境，热尼娅的父母努力寻求能够治愈女儿的方法。

热尼娅的亲友中有四位修炼法轮功的。妈妈从亲友的身心变化中，

了解到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着奇效。妈妈看到虚弱的女儿再也无力承

受化疗的痛苦，她深知，如果按照现在的治疗方案，最终，化疗会杀

死女儿。于是，妈妈跟女儿说：“我们一起炼法轮功吧。”

就这样，热尼娅和妈妈一起，跟随姨妈学习法轮功。每天的大部

分时间里，她们就是炼功和学习法轮功的著作《转法轮》。修炼法轮

功后，热尼娅很快恢复了体力。因为化疗药物引起的副作用——贫血、

恶心、食欲不振、肠胃等问题，也消失了。

几个月后，热尼娅在肿瘤中心做了超声波检查，结果显示，她的

肿瘤明显缩小了。

四、　无癌一身轻的热尼娅迎来幸福人生

热尼娅修炼法轮功后，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如今七年过去

了，她从大学毕业，又如愿地结婚。现在她和先生定居在美国洛杉矶，

从事图案设计工作，并努力地学习英语。昔日的噩梦已经彻底地远离

了她。

十三年中癌症复发五次

的热尼娅终于恢复了健康，

开启了幸福人生。她希望让

大家都知道自己的经历，希

望其他人也可以通过真心地

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的幸

福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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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
奇迹

为了支持国家气功活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率弟子参加了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李洪志先生用高功能为人

治病，效果神奇。一时间，“法轮功神了”的消息不胫而走。

1992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奇迹

1992 年 12 月，在北京国贸大厦举办了为期十天的“东方健康博

览会”。

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的搀扶下来到李洪志先生跟前。她因

肚里有瘤子，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大，医院无法治疗。李

洪志先生当即给她调理，大约十几、二十来分钟的样子，眼看着李洪

志先生的手做着伸进去抓出来的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恢复

了正常，她裤子的裤腰这时可以装进去两个她。病人夫妻激动得当即

给李洪志先生跪下叩谢，李洪志先生俯身把他们搀扶了起来。

夫妻俩当时就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了大会组委会，博览会总指挥

李如松先生在广播中宣读了这封感谢信，并说：“在博览会上收到的

第一封表扬信便是赞扬法轮功的，收到表扬信最多的也是法轮功。”

博览会总顾问姜学贵教授说：“我亲眼看到李洪志老师为这次博

览会创造了很多奇迹，法轮功不愧为这个博览会中的明星功派。我作

为博览会的总顾问，负责任地向大家推荐法轮功。”

在当届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李洪志先生成为获

奖最多的气功师。

1993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上的奇迹

在 1993 年东方健康博览会 10 天的时间里，李洪志先生治病几千

人次，有效率达 95％以上。以下是其中几个事例：

◎北京市 718 厂工人孙宝荣，因车祸脑外伤致瘫卧床一年，大小

便失禁，被儿子背来。经李洪志先生几分钟的高功能治疗后，她当即

站了起来，并能走了，全家对李洪志先生万分感谢。

◎北京食品配送中心退休干部徐国华，1991 年因患小肠平滑肌肉

瘤做手术切除；1992年 CT复查后发现瘤体已增大至20cm并多处转移。

经李洪志先生现场用高功能调治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患者腹部顷刻

间缩小。随后经医院复查，证实肿瘤确实奇迹般地消失了，患者全家

感激不尽，写来感谢信。

◎在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还为原中共元老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女士

和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局局长的妻子用功能调治，均疗效显著。

在本次博览会上，法轮功被授予大会唯一的最高奖——“边缘科

学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
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法
轮功被誉为“明星功派”，
获得“边缘科学进步奖”，
李洪志先生荣获“受群众
欢迎气功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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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　弘传世界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

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动作缓慢优
美的功法。1993 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荣获最高奖项
“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以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
称号。

法轮功一经传出，短短几年传遍神州大地，一亿人身心受益，道
德升华，身体健康。1998 年，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对 3 万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医学调查，证明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
率高达 98%。

1995 年 3 月，李洪志先生应邀到法国传功讲法，自此，法轮功弘
传海外，深受世界各族裔人民的爱戴和尊敬。迄今，法轮功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各种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 3600 多项。

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有 40 种文字的版本，法轮功书
籍可以从法轮大法网站（www.falundafa.org）免费下载（大陆需翻
墙软件，获取方法见封底）。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泰国

韩国

法国

美国

印度

香港
2019 年 5 月 19 日，约 5000 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纽约总督岛举

行排字活动，欢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27 周年和“世界法轮大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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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真、善、忍”

法轮大法　福益社会

1995 年 3 月 13 日，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应邀到法国、瑞典讲法。从此，法轮大法走向了世界。

多年来，法轮功受到世界各族裔民众的喜爱及多国政府的褒奖。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连续10年发贺信，盛赞法轮功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哈珀总理说：“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全世界有无数的人受益于修炼

法轮大法。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的福祉展现给人们。”

美国国会议员兰赫尔说：“法轮功学员是美国人民的楷模，法轮

功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善。”法国议员罗朗 • 艾纳说：“法轮功

是生活健康的一种修炼方法，是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一个特色。”罗马

尼亚前总统康斯坦丁内斯库说：“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可

以帮助我们所有的人，法轮大法提醒我们每个人这些美丽高尚的原

则。”

1999 年 7 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至

今已持续了20年。但是，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坚守“真善忍”信仰，

并利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清真相；更有众多民众，不受中共谎言欺骗，

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

2019 年 5 月 16 日，来自世界六大洲的万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美国
纽约曼哈顿，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 27 周年。。

（一）佛展千手法 （二）法轮桩法

（三）贯通两极法 （四）法轮周天法 （五）神通加持法



1999年 7月 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
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青，辽宁盘锦人，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
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在很远处。
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对当时排队的人说，谁上电
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
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
张海青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
了罗锅，并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
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
但药费没减半。

后来张海青的妻子说中央电视
台尽骗人。认识张海青的人都知道，
他从没练过法轮功。

央视录像慢放显示：

1、一手臂抡起，猛击刘
春玲的头部；

2、刘的头部被猛击后，
一条状物弹起；

3、刘用手触摸被击打部
位，随之倒地；

4、一穿大衣的男子站在
出手打击的方位，呈现着刚刚
用过力的姿势。

“天安门自焚”疑点重重 造假“1400 例”

◆ 刘春玲被击中头部倒地

◆ 摆拍的王进东，补拍的塑料瓶

◆ 利用精神病人栽赃

◆ “罗锅事件”的背后

央视自焚录像显示：被火烧
过的王进东，两腿间盛着汽油的
雪碧瓶却完好无损；身边警察手
中的灭火毯在他身后悠闲地摇来
晃去，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

当这个雪碧瓶疑点被质疑
后，央视女记者承认这个镜头是
“补拍”的。

2001 年 1 月 23 日，中共在天安门炮制了一出自焚的假戏，用来
栽赃法轮功，在央视播出的录像中，多处破绽非常明显。

2001 年 8 月 14 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国会议上，
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
发表声明说：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面对确凿证据，在场的中共代表哑口无言。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1999 年 7 月以后，大陆媒体充斥着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
称“1400 例”。这些“新闻”是如何出笼的？下面仅举两例。

山东新泰市王安收因精神
病复发，杀死其父亲一事被中
共谎称为王安收因“练法轮功”
所为。而在王与尹彦菊离婚的
判决书（如图）上明明写着：
“本院认为，被告……因精神
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

法轮功的书中明确规定
“炼功人不能杀
生”、“禁止精神
病人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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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封锁看明慧网
了解真相

明慧网成立于 1999 年 6 月，主旨在于通过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
第一手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讲清法轮功真相；同时提供
了一个全世界法轮功学员交流修炼心得的平台，向世人展示修炼法轮
大法的美好。

明慧网翔实、及时的报道，引发了众多政府、人权机构及媒体的
关注。联合国人权报告多次大量引用明慧网首发的案例，谴责中共对
法轮功学员任意监禁和酷刑致死，并呼吁停止迫害。

目前明慧网在中国大陆被封锁并被恶毒攻击。请突破网络封锁访
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了解更多真相。

获取翻墙软件的方法：

◎ Email 索取：用海外邮箱发邮件给 freeget.one@gmail.com 或 xiazai@
upup.info，内容任意，主题任意，不能空白，10 分钟内即可收到几个翻墙
软件下载地址，下载后解压缩即可使用。

◎ 网址索取：通过以下网址下载翻墙软件。
电脑版：https://git.io/fgp　　https://git.io/umexe
安卓版：https://git.io/fgma　

　　　　　　　https://s3.amazonaws.com/693/um.apk

温馨提示：用国产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这些网址，建议使用 IE、
Edge、Chrome 或火狐等浏览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