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

员胡锡进8月15日发帖说，

某地两位公务员告诉他，从

去年底开始薪水下降，预计

今年全年要减少近1/3。帖

文还说，薪水是所有在职员

工的核心利益，它按理说只

能升，不能降。

上述帖文获得2400多

万阅读量，4万多人留言。

一位网友说，“公务员确实

不应该降薪，应该精简掉

2/3的人，这样效率更高。”

另有北京网民留言，“胡锡

进，你单位工作餐多少钱一

份？”“公务员收入应该和

财政收入水平以及社会平均

工资相适应，理性回归。”

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

超过6400万，随着经济下

滑，中共财政越来越吃紧，

公务员的铁饭碗也快变成泥

饽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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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

官方人口数字显示，今年的新生儿

数量将降至有记录以来的低点，从去年

的1060万婴儿降至1000万以下，比

2020年减少11.5%。

由于中共计划生育40年，使中国至

少失去4.5亿人口。一胎化政策导致年

轻人随意堕胎，2015年～ 2019年，平

均每年堕胎950万。中共漠视生命的短

视政策终于到了反噬中共的时候了。

“催生”背后的人口老化危机
当局的生育政策调整，也广被认为

是因为与担心人口老化对中共政权稳定

带来严重冲击有关。近年在疫情下经济

萎缩，不但面临失业潮，退休潮也成为

极大的问题。

官媒《半月谈》早前发文称，从现

在开始至未来10年间，将迎来史上最大

“退休潮”，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

度退休。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中国养老第

一支柱基本养老金缺口达到7000亿。中

国保险行业协会报告说，未来10年，全

国的养老金缺口预计有8万亿到10万亿。

共产党对外大撒币，但对本国老百

姓实行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民众

生不生孩子，生几个，都不是自己说了算。

中共国家卫健委网站8月16日发布

一份特殊文件，党政军17部门联合要求

各地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支持生育，提

高人口数量，引发关注。

文件包括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七大领域，列

20个项目，包括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

儿园招收2至3岁幼儿；住房政策向多子

女家庭倾斜，还有鼓励采取弹性上下班、

居家办公等工作方式等等。

大陆时政观察人士、网络作家楚寒

8月17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这么着急，

应该是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非常严峻了，

现在反过来要老百姓生，折射出中国人

没有尊严和自由。

为何不想生？网民有话说
微博上有不少网民表示对于中共多

部门联合发文支持生育不以为然：

 “二胎家庭！！幼儿园学费一年1

万多，吃穿住行，小套房里蜗居还背着

沉重的房贷，接送娃靠老人还不能自由

骑行电动车，孩子学习过程多动症要科

学自费干预；上有老，下有小，一年工

作忙到头，应付家庭支出可能还不太够，

怎么生三孩？？？有心无力，生不起！养

不起！”

“鼓励生育，首先是个经济问题，不

是政策问题，不是出台一份文件就能解

胡锡进发帖文
遭网友酸

简 讯

翻墙软件下载地址
电脑版  https://j.mp/fgp88
安卓版  https://j.mp/fgv88

大纪元

中共17部门罕见联合发文催生

大纪元

2017年4月18日，北京城郊一名妇女抱着婴儿站在墙角下。



2 热点

说了很多恐吓的话。 

小花梅、铁链女背景是徐州
30多年拐卖人口黑色产业链

记者：你认为为什么官方不承认

铁链女是被拐走的四川女孩李莹？ 

赵兰健：因为我想这要是一个个

案的话，可能呢官方就不会发布5次

公报了。小花梅以及铁链女或者是李

莹这个案件的背景，是中国江苏徐州

在80年代至今都有的大量的拐卖人

口。在当地被拐卖，过去它不是一个

个案，它是一个普遍的，是当地所具

首发“小花梅舅舅否认铁链女

是小花梅”视频的前媒体人士赵兰健

先生已逃亡到美国，他为何去拜访小

花梅舅舅？中国拐卖妇女为何如此猖

狂？日前，《看中国》采访了赵兰健。 

决定去云南怒江 在生活里
践行自己

记者：是什么动力使你去云南采

访小花梅的舅舅？ 

赵兰健：我当时也看了很多有关

铁链女这样的视频，内心触动比较大。

决定去云南的怒江，去寻找小花梅的

舅舅以及其他的走私人口家庭，我要

去见证这些。 

遭受不同省警察国保的“关照”
记者：你向官方提交视频举报

后，官方对你都做了什么？ 

赵兰健：我最早的时候是把这个

视频发布在新浪微博上，由于我新浪

微博十几年没有用，粉丝量非常少，

我认识很多大V和社会的一些名人，

有文化界的，演艺界的。我把这个视

频转给他们，私信转给他们，然后我

也给他们打电话，但是呢没有人转发。

在这个情况下，新浪又把我的视频删

除了。删除之后，有一些热心的网友

把这个视频释放到海内外，尤其有一

些海外的媒体关注的时候，那么增加

了这个视频的浏览量和可信度。 

但是在此时，我也遭受了一些警

察还有国保的“关照”，甚至江苏徐

州的警察不远千里还到了我的驻地，

做了一整天的详细的调查。只有徐州

的这份警察的调查是给了我一个手

续。其他的有5、6次吧，都没有给

我任何手续，也不允许我找律师，也

不允许我对外释放，那么我接到电话

就更多了。从云南的怒江抵达北京没

有几天，我就已经接到了多个省的警

察打来的“关照”电话。 

这些电话都是勒令禁止我不许去

说，对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动作负责，

惊爆“铁链女”们的尸体堵塞了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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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

有的一个黑暗的现象。 

据官方的一些新闻媒体报导，

1986年到1989年，仅仅几年的时

间在徐州就发现了有48,500名被拐

卖的妇女，这应该是当时的公安人员，

打击拐卖人口统计出来的数据，是过

去新闻发布的数据。 

它是一个长达几十年的，一直

都存在的黑色产业链。是在90年代，

通过一些自媒体，一些零散的这种互

联网的信息，发布出来的一些消息。 

当地有好多被拐卖的女人，他们

想要逃离江苏徐州这个黑暗的地方，

从村庄往外逃，但是逃不出来。有一

段时间，江苏徐州当地，隔几天就会

有一具女尸出现，隔几天就会有一个

被拐卖的女人送命，甚至有一段时间

女尸太多了把当地的一条河都已经给

堵塞了。所以这个小花梅也好，铁链

女也好，其他失踪在这里的女孩子也

好，它不是一个个案，而且不是1、

2年，是持续了差不多30多年。 

我曾经是在几个寻找铁链女和小

花梅这样的网友群、微信群里。这样

的群差不多有至少10个吧，以前的

可能会更多，据一些群主说，在3、

4月份他们差不多有20个这样的群。

有一万热衷关心铁链女的网友，在这

里面做信息互动，但是这些微信群，

在4、5月份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

被封杀掉了。在2、3月份，是关注

铁链女最高潮的一个时间段，那个时

候互联网的点击率就达到了几百亿

啊，中国才有10亿人。那么之后呢，

这些信息在网上就逐渐被清洗掉了。

 

铁链女事件 黑不可测
记者：你认为中共官方会公布与

铁链女有关的所有真相吗？ 

赵兰健：我认为很难。这样的一

个客观的证据，能被网友所识别，难

道就不能被国家的执法机关所识别

吗？这是不是我们国家的现有的管理

体制出现了问题。 

赵兰健的采访视频中，小花梅的舅舅指着
“铁链女”的照片不断摇头。

赵兰健



监控升级 广东推电子居住证

广东省正在全面推行电子居住

证，而在申领电子居住证之前，广

东省公安要求住粤人员要先申领粤居

码。专家表示，中共利用疫情防疫的

健康码，发展并实施对老百姓的全方

位动态监控。

走到哪儿都有老大哥监督着你
根据规定，流动人口在广东省内

居住地办理居住登记满半年，并符合

所谓的合法稳定住所、稳定就业、连

续就读等三个条件之一，即可通过“粤

居码”申领广东省电子居住证。

而粤居码是今年3月由广东省公

安厅推行的二维码，主要面向流动人

口、户籍人口、境外人员。有民众认为，

粤居码就像是“电子猪肉章”一样的

东西，走哪儿都有老大哥监督着你。

一位居粤微博网民发帖说，粤居

码就是粤康码的变种。粤康码的用途

仅限于防疫，粤居码就不受这个限制

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各省市都

会有模有样地学起来，到那个时候，

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纸板户籍制度走向数码化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

指出，这是从静态的、纸版的户籍制

度，变更为流动的、数码化管理的户

籍制度。这是一个巨大变化。中共表

面说的便民只是幌子，实际是它加强

对公民动态监控的有效手段，也是对

公民进一步奴役的新技术。

赖建平说：“以后它一定会推行开

来，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对

他们监控每一个公民，它可以极大规

模地提高它的监控效率，甚至会逐渐

地应用到常住人口头上，不会只限于

流动人口。”

7月底，深圳疫情防控出现“核

酸连坐制”，当地人员进出公共场所，

需要扫“团体码”。只要团体中有一

人不做核酸，就全员变黄码或红码。

一位国内匿名律师认为，政府就

是超出自己的行政范围、执政权限来

管控，完完全全是侵犯民众合法权益

的行为。它这种防控叫老百姓无处可

逃。这种电子镣铐比捆绑奴隶那种切

切实实的镣铐还要严密，还要残酷。

“所有人平等地得到了一个码”
广东的电子居住证，背后实际是

“一标三实”的治安管控平台，就是

公安部门主导的对标准地址、实有人

口、实有房屋、实有单位的信息采集。

广州市民郭先生表示，自己早就

想离开中国了，只是没有办法。现在

的中国没有自由，就像个大监狱。

对于这种全方位的管控行为，有

网民评论，中共实现了动物农庄的动

物一切平等的美梦，所有人都平等地

得到了一个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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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唐山打人案
河北媒体人被抓捕

关注唐山打人事件，媒体人毛

慧斌8月9日在家中遭中共抓捕。

家属于15日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

毛慧斌被控涉嫌寻衅滋事。

目前，毛慧斌被关押在唐山市

第一看守所。

毛慧斌从事自媒体工作，运营

“营养师惠惠”和“惠惠人间”这

两个微信公众账号，妻子王会娣从

事外贸工作。毛慧斌之前一直对唐

山打人案进行追踪，并通过自媒体

账号对该案件进行报导。

8月9日上午，毛慧斌突然被

闯入家中的河南衡水市和平路派出

所警察以“在逃犯”抓捕，没有任

何手续。警察告诉毛慧斌的妻子王

会娣，毛慧斌已在逮捕书上签字。

因涉刑案，家属无权知道。8月9

日晚间，和平路派出所三个警察再

次来到毛慧斌的家，抄走他的电脑

和手机，没有给家属开立物品保管

清单。在警察的恐吓下，王会娣被

迫删除了手机里拍摄的照片、视频。

王会娣发视频说，毛慧斌是一

个正直热心的公民，为唐山的4个

受害女孩发声，却遭到不公的待遇，

被安了莫须有的罪名。王会娣呼吁，

希望获得网友们的帮助。因涉唐山

打人事件，毛慧斌案获得广泛关注。

唐山打人事件诡异，中共不奋

力抓捕逃犯，查明真相，使人心大

快。而是藏着掖着不让民众往深挖，

甚至专门抓捕揭露真相者。中共的

法律只是为了摆样子。中共不倒，

中国不会好。新唐人 大纪元

粤康码。（VCG）  粤居码防疫登记。（推特图片）



4 百年真相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佛正前方还供

有一尊小如来佛像。大佛像与前面的

小佛像的对比，暗示着未来救度众生

的弥勒佛是比如来更大、更高的大佛。

文革爆发后，雍和宫也成为“破

四旧”的目标。据庙中一位老喇嘛讲

述，当年造弥勒大佛像时，为使佛像

站立不倒，在佛像的两侧和后面建了

有两层楼高的平台式走廊，走廊的宽

度正好允许一个人通过。在走廊和佛

像之间用铁索相连，扶住佛像。

文革期间，有三个红卫兵来砸佛

像。第一个爬上走廊，举起斧头想砍

断铁索。斧头落下，没碰到铁索，却

正好砍在自己的腿上；第二个人拿斧

头又砍，却一斧砍空，闪下平台，昏

死过去。第三个人吓得站不起来。据

说这三个人后来没有一个活下来的。

从此，再没有人敢动大佛像一下，

雍和宫就这样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

毁坏内蒙梵宗寺者的下场
坐落于内蒙古中东部，大兴安岭

西南端山麓，昭乌达草原乌丹城北八

里一小山下的梵宗寺，始建于元代，

距今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它的知

共产党提倡“进化论”“无神论”，

否定“有神论”，将“信神”和“迷信”

联系在一起。文革期间，无数人被戴

上“迷信”的帽子而被打倒。然而，

令这些“造反者”没想到的是，不管

中共怎样否认神佛的存在，因果报应

在他们身上却一再彰显，这让那些耳

闻目睹者明白了中共撒下的是怎样的

弥天大谎。

雍和宫文革躲过劫难
供奉弥勒大佛像有天机 

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皇帝

在章嘉活佛的建议下决定正式将北京

雍和宫改辟为皇家佛教寺院。雍和宫

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格最高的寺院。

雍和宫主体建筑保存完好如初，

南北向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整个建

筑布局依次升高。万福阁是雍和宫的

最后一座大殿，也是最为高大恢弘的

一座楼阁，内供一尊挺拔高大的白檀

木雕弥勒大佛像，作为北京的镇城之

宝。因此万福阁又名大佛楼，高25米，

飞檐三重，全部为木结构。据说，当

年弥勒佛像做成后，光给佛像制作一

件披袍就用去黄缎1100米。

整个弥勒佛像呈立姿巍然矗立于

汉白玉雕成的须弥宝座之上，其中佛

头部直顶最上层阁楼的藻井，虽然形

体巨大却丝毫没有笨拙之感。大佛像

头戴装饰繁复的藏式五叶佛冠，体态

雍容华贵，通体贴金，全身璎珞珠宝

严饰，可谓庄严殊胜，而面部神态更

是庄严肃穆，双目微垂，佛唇紧闭，

更显万般慈祥，慈悲中更显威严。

佛的双手各持一长枝巨莲，枝上

莲蕾朵朵，含苞欲放，顶上盛开的莲

花上，又各擎法物。佛像双手打手印，

表示弥勒佛将在未来降生人间，大转

法轮，普度众生，民间则俗称其手印

为“扶天盖地”式。

雍和宫躲过文革有因 毁佛像者下场凄惨

2022年8月20日

名度在蒙汉民族心目中不亚于北京的

雍和宫。其正殿大雄宝殿供奉的是一

尊镏金丈八佛（释迦牟尼）像。

明慧网2015年的一篇文章披露，

1967年夏天，当地镇政府税务人员

宋殿山为首的一伙“造反派”来到梵

宗寺，将所有喇嘛赶了出去，之后将

庙里的佛像搬出，砸的砸，拿走的拿

走，并用车把所有的经书、画像拉到

庙后山坡上焚烧，浓烟滚滚直通天顶，

从早晨一直焚烧到下午。

在毁庙时，当这些人正要上房揭

瓦扒屋时，突然刮起一个旋风，迷住

了所有人的眼睛。正在无人敢上房时，

旗里来人说要留此寺的房屋给旗盐业

公司当仓库，寺院的房屋才得以保存。

至于参与毁灭者，如宋殿山厄运

连连。先是女儿上吊自杀，后是二儿

子当兵外出执勤从车上甩出摔死，而

后小孙子被羊皮垛捂死，不久妻子喝

农药而亡，宋本人也被错杀。而其他

参与者也是疯的疯，死的死。

三尺头上有神灵，相信了中共灌

输的“进化论”和“无神论”的中国人，

在无知中造下的罪业都躲不过天理的

衡量，报应只争个早晚。

上接第1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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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中共党团队）。如今，超过4亿人“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退党（团队）证书”被美移民官认可。

文 / 林辉 

关注唐山打人案
河北媒体人被抓捕

雍和宫万福阁内的弥勒大佛像 雍和宫



中共对年轻人的邪恶洗脑
但唤醒同辈人的愿望要想实现却

并不容易。Ni说，中共现在对中国

人的洗脑要远胜于纸媒时代。Ni非

常痛心地说，被洗脑最深的就是自己

的同辈人。

他说包括自己的朋友圈也都是小

粉红，非常狂热，发的贴子语言激烈，

很极端。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被刺身亡，朋友圈都在欢呼，特别高

兴，还到列治文去吃大餐庆祝；佩洛

西访台那几天，他的朋友圈就有很多

发要炸平台湾，把佩洛西的飞机轰下

来之类的言论，有些贴子就是他在这

Qingen Ni是从小受着中共的

教育，认为爱国就是爱中共的00后，

在来到海外仅一年时间就开始了认识

上的大翻转，意识到中共不仅不能代

表中国，而且是反中华的。

黑暗中的灵光一现
Qingen Ni说，上小学初中的

时候，课本里写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

流砥柱。这位好学的少年就到百度百

科上把抗日战争的所有会战全部看了

一遍，却吃惊地发现自从1941年之

后，在那些大会战中再也找不到中共

的踪影，苦苦抗日的全部都是国民党

国军。“那时候对它（中共）就反感。”Ni

说：“但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它代表

中国，我觉得我还是挺爱国的。”

得知真相后的愤怒
这次人在海外，Ni上了谷歌。

过程中他了解到了很多中国真正的历

史，“因为没有墙了，我想查什么就

查什么。” 

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逐渐地

了解到，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中华民

国才是中国的正统，抗战——这个决

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是中华

民国的国军打赢的，而不是共产党。

中共渔翁得利，靠苏联这个境外势力

窃取了中国的政权。

Ni上网了解到的这一切都在刺

激着那颗年轻的心，他说：“它（中共）

建国之后，搞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

打地主的时候，很多都是无辜的人。”

还有，文革把中国传统文化全毁光了。

他接着说：“后来就是八九六四，

其他很多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国家）

都民主转型了，就中（共）国还是这

样开枪杀学生。”

再后来就是对信奉“真、善、忍”

的法轮功进行污名化之后再迫害。

从此之后，Ni开始参加一些活动，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唤醒自己的同辈

人，加速中共的灭亡。

【四亿人三退】一位零零后的觉醒之路
边的同学发的。

了解真相 才有希望
对于如何才能唤醒自己的同辈

人，Ni说：“比如说把防火墙给弄没，

就是让他们可以上油管，上维基百科，

看到那些真实的信息，比如他们能看

到大纪元也可以。”

Ni也非常清楚中共的迫害无处

不在，他说自己之前看到有个澳洲的

留学生，就是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发

了几条对中共不满的话，中共的警察

就直接找到她家，让她的父母给她打

电话，让她把自己发的东西删掉。

Ni说自己也会有点害怕，但最

终他还是选择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因

为他希望有更多像自己这样的年轻人

能够认清中共的真面目。

他希望有朝一日大陆和台湾一样

享有自由民主，有宗教自由等其他民

主国家的人们享有的东西，而不会像

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地生活着。

四亿人退党 看到希望
他说，当他从大纪元上得知已有

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消息，他觉得

中国还有希望。他认为中国人要想让

中国变好，要想生活在没有中共的中

国，就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说出自己

的观点。

文 / 许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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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en Ni认为中国人要想让中国变好，就
一定要站出来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

2022年7月，38国法轮功学

员再次联合行动，将又一批迫害者

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

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

产。此次递交的38个国家包括五

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

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23个

国家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等

10个国家。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

地区、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

类作用的各级中共邪党官员。

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

利亚以及欧盟均有各自的人权问责

法，挪威也有用以制裁人权迫害者

的法律。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越

来越是民主国家的共识。

参与迫害法轮功
中共官员名单被递38国

明慧网

大纪元



白内障、视网膜脱离、糖尿病、

青光眼等疾病都可能导致失明，其中

青光眼是全球首位不可逆的致盲性眼

病，而中国是青光眼患者人数最多的

国家。

一些医学无法治愈的失明通过修

炼法轮功或诚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

好，真善忍好” 而奇迹痊愈，重见光

明，据明慧网报道的有300多例。

生命中前所未有的清澈
丽莎 · 如德克来自波兰，现住美

国伊利诺伊州。丽莎是在寻求提升视

力的过程中找到法轮大法的。她左眼

曾经患有青光眼，而眼药水只能减缓

视力恶化的速度。2014年11月中旬，

她需要配一副新的眼镜。

“这青光眼会让我失明的，这想

法让我非常恐惧。尽管我知道，青光

眼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我还是问眼

镜店的医生是否有办法可以缓解。”

眼科医生的回答为丽莎开启了一

扇通向希望和新的世界的大门。医生

说她妈妈也曾患青光眼。通过修炼法

轮大法，母亲的视力现在很好，而且

已完全不需要借助任何药物治疗。医

生还赠送给丽莎一本《转法轮》。

“她说只要我想看这本书，就可

以带走，但是对待此书，一定要有恭

敬的态度。”

“瞬间，我收获的新的信息让我

充满了能量。我非常振奋激动，仿佛

自己刚从沉睡中醒来，已经完全忘记

了自己眼睛的问题。”

阅读波兰语《转法轮》第一章第

一段时，她就意识到法轮大法的力量

和重要：“我放不下这本书。我只想读

更多。书中的内容是那么有吸引力。”

第一段给予丽莎的感觉是清澈和明

晰：“我知道了如何分辨善恶以及采取

相应行动的力量。”这样的明晰给她

的生活带来了根本的改善。

很快丽莎左眼的眼压已经稳定。

丽莎说：“我在阅读大法书籍时常常会

法轮功祛病健身故事：大法让他们重见光明

明慧网

落泪。我能在59岁时得到法轮大法，

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不再担心我的青

光眼。成年后，这是第一次我感到了

来自生命深层的保护。”

程式设计师重见光明
库奇是罗马尼亚的一位程式设计

师。或许因每天大量时间使用电脑的

缘故，2003年，他的视力竟然急剧

下降、接近失明。医生诊断他得了青

光眼，且眼压非常高，两年之后可能

会完全失明。这个坏消息犹如晴天霹

雳，让全家人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

当时家里的房租等生活开支完全依赖

他的收入。如果视力恶化，他将失去

这份电脑的工作。

库奇拜访了当地十多位医生，又

出国求医，还练习瑜伽，但都无功而

返。这让他心中极为焦虑不安，对未

来忧心忡忡。

此时，有一位朋友向他推荐了一

种祛病健身功效很好的气功——法轮

功。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学炼法轮功的

五套功法，并阅读《转法轮》这本书籍，

他说，“看完这本书，我感觉看待世

界的方式焕然一新，所有的机遇都在

我面前……我觉得这是真正的科学。”

神奇的是，学炼法轮功之后，他

的视力慢慢改善了。炼了一阵子，他

的视力竟然完全恢复正常，直到今天

他仍然愉快地在电脑前工作。

2011年，在一次公司安排的例

行眼科检查时，库奇告诉眼科医生，

八年前他得过青光眼。医生很惊讶，

仔细检查后告诉库奇：“青光眼”一定

是误诊，因为得过青光眼的人，眼睛

上都会留有瘢痕。

库奇笑一笑，没有和医生争辩。

这段峰回路转的心路历程，他和家人

一步一脚印，走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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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 · 如德克（左） 库奇和他可爱的女儿

翻墙登陆www.falundafa.org
免费下载法轮大法著作《转法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