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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4 月 28 日，一则欧美法

轮功学员倡议将 5月 13 日定为“世界

法轮大法日”的消息在明慧网刊发。

第二天，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率先回

应，“我们尊重海外学员的建议，请你们

在用切身的修炼体会将法轮大法弘扬给

世人时，将大陆学员的一份心意捎上。”

随后几天，美国、加拿大的学员也

陆续响应。

2000 年 5月 5日，法轮大法明慧

网正式发布公告，决定将 5月 13 日定

为“世界法轮大法日”，以便全世界大法

弟子和善良民众共同欢庆。

2000 年 5 月 13 日为首届“世界

法轮大法日”。据《世界日报》报道，近

40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天同步举行

了庆祝活动。

同一天的北京天安门广场
据美联社电，遭北京当局禁止的法

轮功成员，5月 13日大胆地在天安门广

场庆祝，公安把他们打倒在地，旗子与

鲜花散落一地。

警察和便衣在广场上巡逻，盘问游

客是否炼法轮功。如果是，便把他们带

上警车。

这一天，至少有 50 人遭到逮捕。

广场上数千名中外观光客，被这一幕吓

得目瞪口呆。同时中共对法轮功网站更

加严密封锁。

日久见人心
从 22年前的“5 13”开始，每年

的这一天，成千上万问候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及祝贺法轮大法日的电子信

件，像雪片一样飞往明慧网；中国大陆

各级政府、军队、大学、城乡的学员和

民众，以同样的方式表达对法轮功的感

恩与坚定的信念。

每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已成为

善良的“真、善、忍”修炼者向世界展

示纯净美好境界与传播福音的时刻—不

分国界、贫富、老幼。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 13 日

从中国长春传出法轮大法，距今已过去

29年。中共自 1999年开始对法轮功持

续迫害了22年。与此同时，法轮大法已

弘扬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书籍

翻译成40多种语言，使全球一亿多人身

心受益。国际社会颁予法轮功的各类褒

奖、支持议案与信函超过 5000 项。真

相已传遍全世界各个角落，人心渐明。

简 讯

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

这个世界日益堕落和败坏，

皆是因为人心败坏了。人在

旅途，须心存善念，心怀敬

畏，行有持守，行有节制……

法轮功学员为世人做出了表

率，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山东理发师：我最喜欢

看法轮大法的资料了。上面

说的事在电视上看不到，被

共产党视为禁闻……法轮功

说真话，不骗人。我期待着

“天灭中共”那一天的到来。

山东招远乡村老汉：学

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这些年，

只要是下大雪，俺村的大法

弟子都会出来扫雪，从村头

一直扫到大马路，足有二里

路。李大师教人有方，感谢

大法师父弘传高德大法。

另一位大陆人权律师：

支持正义是本性，不为发声

理难容。迫害正信不长久，

未来美好同见证。

今年“5 13”
贺信集锦

2019 年约有 6500 名来自台湾及世界各地的部份法轮功学员，齐聚中正纪念堂的自由广场排出壮
观图像“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陈柏州／大纪元）

首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当天，部分法轮功学
员在天安门广场炼功以及和平上访。

政法官员：
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

真 

相

从22年前的这一天开始从22年前的这一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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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月 14 日，明慧出版

中心出版的第一本书—英文版《明

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

二十年》（以下简称《明慧报告》）获

得美国最大的出版协会—独立图书

出版商协会（IBPA）颁发的“本杰

明·富兰克林奖”。这本 500多页的

历史性报告，是中国法轮大法学员

20多年来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

《明慧报告》获奖 震撼人心有缘由
献资料。

希望之声著名时事评论员方伟指

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当今世界上最

大的人权灾难，其残酷程度远远超过

新疆人受迫害的程度。

他说，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制

造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谎言。按正

常讲，媒体人不太容易被骗，尤其是

西方媒体，但为什么这么多年媒体不

讲话？因为西方媒体已被中共渗透和

收买了。

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头版上关

于法轮功的报道，不超过3篇，都是

迫害早期的报导。

20多年来，很多中国大陆的法

轮功学员遭受迫害之后，会把参与迫

害的警察、公安、“610”办公室人

员的真实姓名、电话号码等及时发送

到明慧网；明慧网也一直在把这些信

息源源不断地传给用电话讲真相的法

轮功志愿者项目组。这只是众多反迫

害努力的一小部分。

这本里程碑级别的《明慧报告》

之所以震撼人心，正是因为所摘选和

编写的内容都是从明慧网的海量第一

手信息而来。

《明慧报告》出版一年多来，其

翔实的材料、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深深

感佩法轮功，有的读者进一步开始读

《转法轮》，有的读者为法轮功发声，

而在法轮功被迫害了近22年的时候，

《明慧报告》获得美国出版界国家级

奖项，也引起了更多的专家学者的震

惊与关注。

中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一

拖再拖，直至5月 11日才公布。

中共的数据称，全国人口共

14.1178 亿人，与 2010 年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7,206

万人，增长 5.38%，年平均增长率

为0.53%。

“总人口超过 14 亿”的说法，

令外界质疑统计数据造假。

0 ～ 14 岁零死亡 
65 岁以上老人暴增？

人口统计专家易富贤提出，最

大疑点是低龄人口与此前公布的出生

率并不相符。中国 2016 年开始出

生人口逐年下降，唯独2020年在疫

情打击下，出生人口不跌反升，且单

是 2020 年就出生 2600 万人，比

2019年的1400多万人多出近一倍，

打破1991年以来出生率的纪录。

其次，根据统计局自己公布的数

据，2006 ～ 2020 年出生人口总计

为 2.4 亿多人，与政府刚公布的累

计数字完全一样，这表示 0～ 14岁

死亡率是0。

最令人不解的是，2020 年 65

岁以上人口突然增加 1641 万，比

2019年的增长数多出60%。

专家呼吁放开生育
民众：生不起

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说，中国人

口“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已加

速到来，2021 ～ 2025 年，人口将

陷入负增长。他呼吁放开生育。

专业报告显示，大陆抚养孩子

成本最高的北、上、广、深，均需要

200万元以上，排名第 10的长春需

要121.5万元。

专家和民众认为，中共体制造成

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问题

很难解决，无论当局开放几胎，都是

徒劳的。

然而，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

势必加速中国经济下滑。

人口数据疑点多 放开生育生不起热 点

由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英文书籍《明慧报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二十年》获得美国
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IBPA）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图片来源：明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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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一个级别较高的中共

政法系统官员到我店里对我说：“我们

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共产党真是太坏

了。”接着，他给我讲了事情的由来：

经过去年试点之后，2月 27日

已经正式启动全国政法系统教育整顿

工作，说要清除政法队伍中的害群之

马。紧接着又开通了 12337“政法

干警违纪违法举报平台”，公布了举

报电话，举报的门坎和难度大大降低。

老百姓通过手机、电脑，动动手指就

可以举报公检法司等政法系统人员的

违纪违法行为，可以匿名举报。不但

可以举报现在发生的事，还可以举报

多年前的事，要倒查。

“现在我们这些人都很紧张，可

以说是人心惶惶、人人自危。”他说。

“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
是逼出来的”

他感慨地说：“想当初共产党利

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

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

什么手段，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

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

的习惯，在对待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

2021年5月25日

政法官员：我们上共产党的当了
也是如此。政法部门中有几个敢站出

来说完全没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

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

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我们

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

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

讽刺不讽刺？”

他还给我列举了最高检网站公布

的政法人员的十二项专属罪名。他说

这简直就像文革一样，当权者为了达

到其个人目的，不断地发动各种整人

运动，挑动一部分人整另外一部分人。

被利用来整人的那部分人在被利用完

之后，随时又被另一部分人整。

如梦初醒 和家人一起退党
这位政法官员以前曾多次参与迫

害法轮功。去年武汉疫情封城期间，

他被调到武汉维稳，亲眼目睹中共为

了自己的权力稳定，置百姓的生死于

不顾，一味隐瞒疫情，打压披露真相

的正义人士，导致疫情迅速蔓延。疫

情爆发后，中共不仅不反思，道歉，

反而宣传什么“大国抗疫”，继续欺

骗百姓，为自己脸上贴金。

副总理孙春兰在疫情期间视察武

汉开元公馆小区时，小区民众大声喊

“假的，都是假的”，当时这个政法官

员也在现场，受到很大震撼。

同时，他在武汉期间，看到一些

染疫民众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这九个字就痊愈了。尤其是

有一个村子，感染病毒的人越来越多，

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在无望之下，

村干部带领村民喊“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好”，结果凡是喊了的人都好了。

鲜明的对比之下，他明白了中共

邪党在害人，法轮大法在救人。他如

梦方醒，从武汉回来后就找到我，叫

我给他和他的家人把党退了。

现在，中共搞的这个教育整顿政

法队伍，让他对中共的邪恶有了更深

一步的认识。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为

了加强自身的权力稳固，维持其邪恶

统治。所谓的教育，就是用篡改后颠

倒黑白的党史进行洗脑，迷惑广大政

法人员继续为其卖命。

中共是一切乱象和罪恶的渊薮
多少政法人员在江泽民和中共对

法轮功制造的千古奇冤中，沦为了罪

恶的帮凶，泯灭了人性。

目前中国法制的倒退、道德的沦

丧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政法人员

的种种违法乱纪和政法系统的溃烂混

乱，完全是中共纵容的结果。中共现

在却反过来要在政法系统搞什么“刮

骨疗毒”“清除害群之马”。这就是老

百姓俗话说的放鬼的是他，捉鬼的也

是他。其实，中共才是“毒”，才是

害群之马，是中国一切乱象的根源和

罪恶的渊薮。

中共历次运动都是过河拆桥、卸

磨杀驴。那些曾经在迫害法轮功中为

中共充当过打手帮凶的政法人员，真

该醒醒了。

“三退”保平安。神看人心，真名、化名、小名皆可。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tuidang.epochtimes.com，
声明“三退”。如今，超过3.7 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漫画《卸磨杀驴》/ 绘制 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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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裁加大 针对中共四类人及家属
5 月 12日，美国国务卿宣布制

裁中共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

余辉。认定他“严重侵犯人权，即任

意拘押法轮功学员。余辉和他的直系

亲属没有资格进入美国”。

5月 13日，一名中国本科新生

到美国大使馆签证，遭到拒签，理由

是其父亲是公安部工作人员。这是鉴

于美国国务卿的指示，停止对中国移

民局、安全部、公安部等现役人员及

其配偶和子女颁发签证。

这一突发的签证限制，主要针对

四类人及其配偶、子女。即中国移民

管理局（包括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长

及以上官员；中国国家监察委、安全

部、公安系统现役人员。

移民律师叶宁表示，这四类人是

共产党的情治人员、公安人员，“这

些人偷取美国的情报、执行中共对人

权的迫害政策，比如对法轮功、维权

人士、访民等的迫害，他们手上沾有

血债。”美国限制他们的签证，还把

制裁范围扩大到他们的家属，实际上

是制裁力度加大了。

小溪姑娘是我儿子的一位朋友。

2014年的一天，儿子说：“小溪得了

硬皮病，要来我市的大医院看病，今

天晚上就到。”

晚上见到小溪，我着实吓了一跳：

原来白净、漂亮的姑娘，现在却满脸

红黑肿胀。说话时，面部表情僵硬，

像戴了一个假面具。她的手硬得像铁

皮一样。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小溪伤心地说，她在当地已经治

疗了半年，西医、中医都看遍了，不

知吃了多少药，一点效果也没有。

那年小溪才 30多岁，正准备结

婚，突然得了这种病。这次，她抱着

一线希望，挂了国内最权威的专家号。

吃饭时，我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

及祛病健身的奇效，告诉她坚持诚念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

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第二天，小溪去

看病，医生给她开了半年的药，她就

直接回家了。

半年后，小溪又来拿药，我看她

的病情更严重了。她说：“现在我的胳

膊不能弯曲，穿脱衣服都得别人帮忙。

双手不能握拳，十个脚趾头红肿流水，

浑身关节疼痛，走路都很困难。”我

问她：“你回去念‘九字真言’了吗？”

她说她不太相信。

我劝她：“到我家和我一起学法

轮功吧。”她碍于情面，答应了。

回到家，我给她看了法轮大法的

真相资料，各类真相光盘和视频。她

触动很大，说：“原来法轮功这么好，

共产党太无耻，我们都被它玩弄了。”

我又让她看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

像。九讲还没看完，她就告诉我：“阿

姨，我的脚好了！不流水了。”我听

了也很激动：“太神奇了！你还没开始

学炼功呢。你有缘分，是大法师父开

始给你净化身体了。”

小溪开始正式学炼法轮功。

她在我家住了两个星期，回去时，

穿衣脱衣不用人帮忙了，脚也能正常

走路了。回到家，她身体一天一个样，

越来越好。后来，她脸上的黑皮都脱

掉了，模样恢复如初。

她的亲人、同学、朋友都知道了

法轮大法的神奇！

免疫系统重症患者找到灵丹感 恩

自焚者之一王进东被烧得浑身焦

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却完好无损。试验表明，用火烧

雪碧瓶，5 秒雪碧瓶变软，7 秒

收缩变形，10 秒缩成小疙瘩并

燃烧。可王进东两腿间的雪碧瓶

却翠绿如新！

“自焚”真相真 相

图 1. 有人用重物猛击自焚者刘

春玲的头部；图 2-3.刘春玲双手

护头，随即倒地，重物从其脑部

快速弹起；图 4. 一名身穿大衣

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保

持用力姿势。

自由门电脑版 自由门安卓版

迄今为止，美国已对中共进行了

12轮制裁，针对数十名严重迫害人

权的中共官员，包括迫害法轮功、香

港人、新疆人、异议人士，最高至副

国级。这些官员及其配偶、子女不得

进入美国，严重的则被冻结财产等。

中共的人权迫害包括非法抓捕、

强制失踪、抢劫财产、性侵、奴工、

药物摧残、酷刑、活摘器官等等。

叶宁说，这些人应该及早脱离中

共，停止迫害。同时，也警告那些加

入过共产党的人，应该赶快声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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