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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是中共迫害法
轮功的专职机构。2019年
吉林市的一位原 “610” 官
员官员60岁不到就得了癌
症。他的一位亲属是法轮
功学员，告诉他真心相信
法轮大法，真心忏悔自已
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所犯
下的罪过，写郑重声明，
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组织，
才可能得救。

受无神论蒙蔽，他还
不太相信看大法书病就能
好，就去北京做化疗，结
果病情加重。回家后身体
不敢运动，一动四肢就裂
口，往外淌脓水。绝望中
他开始真心实意地看大法
书，炼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炼了两天，就吐出脏血，
他知道是大法师父在给他
净化身体，心里没有害怕。
四天以后，他就能走路了，
和正常人一样了。他真正
明白了大法是救人的，也
为自己的过去深深忏悔。

“610”人员的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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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5月，34岁的张忠余找到

一本《法轮功》（修订本），如获至宝地

请回，开始按图解学炼功法。“奇迹发生

了，当夜我就安安稳稳一觉睡到天亮。

皮肤顽疾困扰我多年，我的腿被挠得发

黑，都不见正常颜色的皮肤，夜间我常

被刺痒闹醒，苦不堪言。可这天后，增

生的厚厚黑皮开始脱皮，不久双腿就换

上一层正常皮肤。这痼疾和其他疑难杂

症竟都不翼而飞了！”

张忠余当时人生一帆风顺，曾任吉

林省蛟河市组织部副部长，是省级机关

的副处级干部,后任吉林省档案局《兰台

内外》杂志副总编。他说：“以前怕利益

损失，修炼后明白了得与失的道理，一

切顺其自然，不再看重名利，活得轻松

坦然。”在官场上他洁身自好，餐桌上连

酒都不沾，是上上下下都公认的好人。

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迫害法

轮功后，张忠余和很多法轮功学员一起

去吉林省委上访，9月30日被非法绑架

到收容所。“我是平生头

一次被投入这样的地方。

收容所有室内篮球场那

么大，人都像刀鱼似的

躺地上，拉屎撒尿就在边

上，这待遇连动物园里的

动物都不如！我之前

出行常常是被迎来送

往，宾馆酒店殷情招

待，还算是‘人上人’，

只因说了句‘在家还

炼功’，瞬间就成了

‘阶下囚’！”

警察问他：“你

温暖幸福的家没了，

职位就不用说了，一

切都失去了，还在这

鬼地方关着，值不值

呢？说不炼就放你出

去。”在巨大的反差

和突变面前，张忠余坚信修炼“真、善、忍”

没有错。此后，他被非法绑架、关押十

多次，被酷刑折磨至死亡边缘，2009年

经国际社会援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

他说：“恐怖高压阻隔不断人们对真

理的渴求，谎言与暴虐改变不了人心。

尽管血雨腥风的迫害使无数人身心受到

摧残，令千万个家庭破碎，但自古以来，

迫害正信者从来都没有成功过，中共在

自毁中走向分崩离析，而法轮大法弘传

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世界以希

望与光明。”

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的坚定、平和

与慈悲，让人感受到什么是正信，而中

共宣传的共产主义只是骗人的鬼话，他

们自己都不信。去年9月中纪委发文称：

对于财产转移到境外，随时准备“跳船”

的领导干部必须严惩。网友评论：这说

明“已经跳船的多，准备跳船的更多。”

最近，原大连金州区委书记徐长元涉黑

及敛财被曝光：2714套房产，一排排豪

车，名贵玉器等等，涉黑

资产超百亿。如此贪婪的

涉黑官员却积极追随江泽

民迫害修炼“真、善、忍”

的好人，黑白颠倒，能不

引人深思吗？

一名原中共人士的无悔选择 
恐怖高压阻隔不断人们对真理的渴求，谎言与暴虐改变不了人心。

自古以来，迫害正信
者从来都没有成功
过，中共在自毁中走
向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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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忠余对海外媒体讲述他所了解的长春电视插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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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把自己神化，目的是让中国人

不信神，只信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马克思在《共产

党宣言》中说得很清楚：“1848年，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诞生了，

在欧洲上空游荡着……” 按我们中国

老百姓的话说，是鬼魂，

也是邪灵，它是来毁灭人

类的。

历史上灭佛的都会遭

恶报，所以天要灭中共，

谁也挡不住。2002年6

月在贵州省平塘掌布乡发

现“藏字石”，“中國共产

黨亡”六个大字在石壁上

清晰可见。中科院和北京

地质学院的专家鉴定，这些字是天然

形成的，距今已有2.7亿年历史，这

难道是偶然的吗？2004年出版的《九

评共产党》一书，揭穿中共邪恶本质，

迄今3.7亿人“三退”（退出中共党、

团、队）。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愿

更多人走出中共谎言，“三退”保平安。

2021年4月24日

2002年6月，
在贵州省平塘
掌布乡发现“藏
字石”，“中國
共产黨亡”六
个大字在石壁
上清晰可见。

三教齐灭  亘古未有
中华传统文化以“儒、释、道”

思想为根，中共篡政后破坏文化的第

一步就是清除这些文化在世间的具体

体现──宗教。中共三教齐灭，全面

推行“无神论”。

112岁的虚云老和尚因为保护佛

教戒律被中共军警毒打。中国第一古

刹白马寺被中共毁寺焚经。孔庙被红

卫兵捣毁。六祖惠能在广东韶关南华

寺圆寂后留下千年不腐肉身，日军侵

华时，日本人惊叹得顶礼膜拜而退。

而文革时六祖真身却被红卫兵推到街

上游行，胸上被铁棒砸出大洞。

毛泽东为何不敢进故宫？
中共向中国人从小灌输无神论，

但他们自己求签算卦、看风水、拜庙

烧香的大有人在。毛泽东叫嚣“天不

怕地不怕”，发动文革破“四旧”，毁

文物，灭宗教，但他一生中从没停止

过抽签算命。毛一生不敢踏进故宫，

原因是一位北京西山老道曾说毛的命

与历代帝王相克，故宫王气重，不能

入宫，否则危及王位。

毛泽东另一个不敢去的地方竟

是延安，中共如此高调地宣传革命圣

地延安，毛为何不回去看看呢？也是

有高人告诉他“切勿再回头”。毛的

中央警卫师番号是8341，也是求签

问卦得来的，最终他寿命是83岁，

从遵义会议到死执掌大权共41年。

1976年吉林降落陨石雨，毛对秘书

说：“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

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 

看来，毛还是相信天象。

藏字石惊现天机
小肚鸡肠的江泽民上

台后，让人把天坛公园里

用挖防空洞的土堆积成的

山挪走，怕后添的“人工

山”压了他的官运。他一

意孤行，以权代法，1999

年掀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犯下了迫害修炼“真、善、

忍”佛法的罪行。香港媒体报道他自

知罪孽深重，躲在家里抄《地藏经》。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鼓吹无神论

呢？那是愚民用的。对神佛、神通，

不许你信！当然他们也不是真信，只

是妄想免去作恶的报应。中共就是要

把所有的信仰、宗教消灭或者征服，

无神论是
说给谁听的？
中共为什么要鼓吹无神论呢？
是愚民用的，目的是让人只相
信共产党。

扫码 “三退”贵州省掌布乡“藏字石”风景区门票上
“中國共产黨亡”六个大字清晰可见

     美国纽约曼哈顿繁华大道上的退出中共大游行，受到西方民众的欢迎。

毁寺焚经    
强迫僧人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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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1日，明慧网

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位法官临终

前的忏悔》。法官的妻子向明慧网

写信说，自己的丈夫是个大家公

认的好人，他知道修炼法轮功的

都是好人，也尽量保护和关照法

轮功学员，但是在上级的强行压

力下，违心办理过几起迫害法轮

功的冤案。他说：“我手中的权力

是人民给的，是判那些违法犯罪

的坏人的，我为什么昧着良心而

判好人呢？心里非常内疚和惭愧，

深感对不起这些善良的好人和他

们的家人。”

他常为自己的罪过而叹息，

作为妻子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痛苦、

忧虑与不安。他有时为此事而发

呆，吃不好，睡不好，整日忧心

忡忡，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后来，

他患了不治之症。他说：“我看不

到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那一天了，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不要再为江泽

民卖命了。”

临终前他写道：“我是一名法

官，由于受恶党党魁江泽民的指

使，我做了错事冤判了多名法轮

功学员，致使他们蒙冤入狱。给

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造成了极大的

伤害，我有罪，对不起他们及他

们家人，所以我强烈要求退出中

共邪党组织。”最后大大地写上了

他自己的名字。作为妻子我感到

这是他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呐喊！

他的离去给我造成了极大的

痛苦与悲伤，身心受到极大的伤

害，这一切都与江泽民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我强烈要求将祸国殃

民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在这

里我也呼吁公检法的官员们，不

要再为江泽民卖命了，吸取我丈

夫的教训吧，为了自己也为了家

人，千万不要再做江泽民的帮凶。

祝你平安 2021年4月24日

观《神韵》   网警内心觉醒

一位法官

临终前的呐喊

2019年12月12日，来自武汉

的张伟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三退”

声明时说，我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

也是党员，我的工作比较特殊，每天

在网上处置各种网络舆情事件，对在

网上发表“不当”言论的人进行定位，

然后通知当地警察上门谈话，教导，

也就是俗称的“喝茶”。

就在一年以前我还对我的工作非

常自豪，认为我的工作是在维护社会

稳定，保障国家的发展秩序。但自从

今年初我出国时偶然观看了由神韵艺

术团表演的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舞蹈

节目后，我的心态有了大幅度的转变，

如果这样的中华文化传承是共产党口

中的X教，那么共产党自己又能是什

么呢？

后来我回国后又翻墙阅读了《九

评共产党》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深刻

揭示了共产党本质，给了我极大的震

撼，让我深刻意识到共产党对我们真

正中国传统文化的残害是多么的严

重。我现在身在邪党阵营中，只能尽

量利用一些职务之便暗中帮助争取心

灵自由的网友。希望中国能早日摆脱

共产党的统治，让法轮大法这样真正

教人向善的信仰能自由地在华夏大地

上传播。

小粉红：
翻墙改变了我

来自山东济南的尹帅在2019年

6月4日这一天被震惊了。

他以前翻墙只是为了学英语看看

新闻，但是那几天中共的网络封锁非

常严重，翻墙很困难，后来听别人说

是因为“六四”到了。他说：“我查了

资料，才知道中共曾经对无辜群众血

腥镇压的事实，而且我还了解到了中

共让人假扮法轮功学员自焚并借机镇

压法轮功的卑鄙勾当，我感到十分气

愤，遂于今日宣布‘三退’，与邪恶

政党划清界限。” 

2019年4月李纸鸢在大纪元网

站“三退”时说，我是一名正在考试

冲刺的中学生，由于受了中共党文化

洗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放弃了学

业，翻墙在网上大肆发布支持中共的

言论，甚至发表自己的共军军装照，

对反共网友进行语言攻击。

但经过网友的批评和接触《九评

共产党》，我发现中共的党文化极为

恶毒。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破坏了道德，

破坏了自然，使我失去了理智。

     神韵在海外演出，赢得褒奖与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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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2020

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不幸的是，

中国癌症发生和死亡数量连续多年世

界第一。2020年全球癌症死亡病例

996万例，中国高达300万例，占全

球的30.2%。

癌症仍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

题，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早在

2005年，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

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

者，97％的患者在炼功之后癌症消

失，且症状缓解平均起效时间仅1.3

个月，而平均存活时间则高达预期的

10倍以上。很多人被无神论蒙蔽而

不相信神迹的存在，一旦他们走入大

法修炼，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

忍好”之后，就感受到大法的超常。

绝处逢生  留学生感恩大法
2008年6月，来自

大陆的留学生黄山在多

伦多毕业后顺利工作。

不料，脖子与右边肩膀

交界处长出了一个瘤，

年底被确诊为晚期淋巴

癌，当时黄山年仅22岁。

对于远离父母、只身

在海外拚搏的黄山来说，

这突然降临的打击几乎

击垮了他，不知如何应

对，怕父母担心不敢告诉他们，只能

一人承受。医生给他安排了16次化

疗，化疗后无力，呕吐，生不如死。

期间的一个机缘，黄山接触到了

法轮功。学法后他明白净化身体只能

给真正修炼的人做，病是业力造成的，

要想消除业力，必须真心修炼。他说，

化疗后那几天很累，炼完功后感觉

一下子能量又回来了。“做完第7次

化疗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

我不要再做化疗了。”炼

功3个月后癌症消失，头

发长出来了，脸色也变好了，

黄山深深感恩大法的救度。

癌症复发5次  
俄少女奇迹康复

出生于俄罗斯的亚

裔女孩热尼娅活泼可

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7岁那年热尼娅的右手上长出了

一个肿瘤，经医生诊断确定为恶性的

“腹壁硬纤维瘤”，也就是癌症，术后

恢复得不错。没想到，仅仅8个月后，

癌症再次复发。一年中，热尼娅做了

四次手术，接受了多次痛苦的化疗和

放疗后，医生宣布热尼娅的体内已经

没有癌细胞了。 

2012年热尼娅20岁时，癌细胞

再次来袭，病情非常严重。所幸在热

尼娅的亲友之中有四人修

炼法轮功。妈妈从他们的

身心变化中了解到法轮功

祛病健身有奇效。妈妈回

忆道：“如果按照现在的

治疗方案，虚弱的女儿已

无力再承受化疗痛苦，化

疗最终只会杀死她。于是，

我跟女儿说，不如我们一

起炼功吧！”于是，热尼

娅和妈妈一起学法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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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后检查，肿瘤明显缩小了。如今八

年过去了，热尼娅大学毕业后如愿地

结婚，身体非常健康。 

走过三癌齐发的耋耄老人
如今96岁高龄的尹玉芝是吉林

市人。73岁时得了肝癌、子宫癌、

卵巢癌三种癌症，医生告诉她肝癌已

是晚期，只能活三个月，岁数太大，

不能做手术，恐怕下不了手术台。子

女们把她安置在部队医院的高级房间

里，用了所有的好药以及各种偏方。

两个月下来公费医疗花费了二万多，

个人又花了四万多，可是她的病毫无

起色。

那时，她的女儿修炼法轮功了，

对她说“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

当时尹玉芝还不能下地站立，女儿就

先教她第五套功法打坐。每天都听几

讲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炼几遍打坐。

她便出和淌出的血水能有几大洗脸

盆，孩子们以为她病危了，只有修炼

的女儿明白这是在清除不好的东西。

回家后尹玉芝坚持修炼，三种癌症都

消失了，整个人变得精力旺盛，白皙

慈祥面孔上老年斑全部消失，满口整

齐的牙齿，满头黑发中略有几丝白发，

与同龄人相比

要年轻20岁。

如今尹玉

芝已经是96

岁高龄，没有

任何疾病，洗

衣、做饭、打

扫卫生都是自

己做，从不用

孩子们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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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癌症可以不治而愈？
事实证明大法是超常的，是比现代医学更高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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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尼娅在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

 尹玉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