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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真相简编法轮功真相简编法轮功真相简编法轮功真相简编    

 中中中中    南南南南    海海海海    事事事事    件件件件    真真真真    相相相相        

1999年 4月 25日，万余名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次

序井然地前往中南海集体上访，和平地请求政府给予

一个自由合法的炼功环境。和平上访的起因之一是天

津公安局非法扣留法轮功学员。中国科学院的何作庥

在天津教育学院发行的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歪曲法

轮功事实的文章。为了端正视听，一批天津学员抱着

善心前往教育学院及有关机构反映实情，不想警察到

场，无理殴打、驱赶学员，45 名学员被抓。为了要

求释放无辜学员，并给法轮功一个合法地位和宽松的

修炼环境，同时解决长期以来法轮功受压制的局面，

学员们于天津事件两天后的 4月 25 日前往北京，向

中央政府上访请愿。由于在此之前其它地区也出现过

类似的对法轮功及其学员的歪曲报道和不公对待，许

多学员在得知了天津事件后，也自发纷纷赶到北京，

加入了和平请愿的队伍。因此在短时间内上访人数超

过了一万。学员们自始自终以祥和的心态等待接待，

次序井然，没有口号标语，没有防碍交通，甚至连一

片纸屑都没留在地上。整个事件根本不是象有些人所

称的由个别人幕后操纵的。至于中央电视台后来反复

播放的作为“证据”的所谓中南海事件真相节目，经

台湾专业技术人员鉴定，发现完全是用移花接木的手

法，剪接拼凑而成。  

 法法法法    轮轮轮轮    功功功功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有有有有    组组组组    织织织织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    相相相相        

从 1992 年至 1995年，应中国气功科研会要求，

成立了直属的法轮功研究会作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的

分会。结束亲自开班传功后，李老师在 96年 3月申

请退出中国气功科研会，并得到该会的正式确认。自

此，作为中国气功科研会直属功派的法轮功分会也就

不存在了。但各地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有自发的炼功点

或辅导站。各辅导站不设办公室、不设电话、不接受

捐赠、不存钱、不存物，只是义务教功，义务为大家

修炼提供帮助，真正走了“大道无形”的路。指责法

轮功为非法组织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法法法法    轮轮轮轮    功功功功    祛祛祛祛    病病病病    健健健健    身身身身    的的的的    功功功功    效效效效    与与与与    吃吃吃吃    药药药药    

问问问问    题题题题        

中央电视台举了十几个练功出现问题的例子，并

说法轮功不叫有病的人吃药，最终病重死亡，以此为

据进一步打击法轮功。事实是如何呢？  

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但凌、中

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研究员李彩熙等 7 个单位 11

名专家对北京市各区 12731 名法轮功学员的抽样调

查，其中 11892人是有病的，炼功后 11785人疾病有

所好转、基本好转或完全康复，治疗疾病的总有效率

达 99.1%，其中有 6962人（58.5%）得到完全康复。

一年共为国家节约医药费 4170 多万元，平均每人每

年节省医药费 3275元。  

98 年国家体育总局对法轮功进行了调查。由不

同专长的医师、医学教授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于

98 年 9 月对广东省的广州、佛山、中山、肇庆、汕

头、梅州、潮州、揭阳、清远、韶关等市约 1.25 万

余名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就身心健康状况进行了表

格抽样调查。这次表格抽样调查学员 12553人，其中

男性占 27.9%，女性占 72.1%，50岁以下的占 48.4%，

50 岁以上的占 51.6%；其中患一种以上疾病的学员

1047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 83.4%，通过 2～3个月至

2～3 年不同时间的修炼，患病学员的身体状况大为

改观，祛病效果十分显著，痊愈和基本康复率为

77.5%。加上好转者人数 20.4%，祛病健身总数有效

率高达 97.9%。同时 7170 名学员填写了年节约医药

费数字，共节约医药费 1265万元/年，平均每人每年

节约医药费 1700多元，可见其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  

《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 7月 10日百姓广场版

曾报导过一位瘫痪 16年的农村妇女谢秀芬炼法轮功

后站起来并行走如非的故事。《羊城晚报》1998年 11

月 10 日一则题为《老少皆练法轮功》的报导中也提

到了一位"原患高位瘫痪，全身 70%部位麻木失灵，

大小便失禁"，现见她"红光满面"，练功的动作灵活

自如。  

至于说法轮功不叫有病的人吃药，这是故意混淆

视听的栽赃。翻遍《转法轮》或任何法轮功书籍都找

不到这一说。这只是一些不明修炼与吃药之间的关系

或有意耸人听闻的人对法轮功的恶意歪曲。  

 关关关关    于于于于 1400  1400  1400  1400 例例例例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    相相相相        

许多住在医院的病人被一些自称是新闻单位的

人找上门来，用报销医药费、医院不停药等来诱使这

些人谎称自己是练法轮功练出病的。有的甚至递上预

先写好的条子，让病人照念。更有甚者，一些媒体用

偷梁换柱、肆意篡改的手法，把学员炼功后身体康复

的例子改编成练功致伤、致残，用这些不讲职业道德

的手段栽赃诬陷，蒙蔽群众，打击法轮功。试举两例：  

1。成都一老人病重住院，后医疗费告罄，将被

医院停药。一记者模样的人跟老人讲，若称是练法轮

功练出病来的，医院就不停药，医疗费也有地方报销

了。有正义感的老人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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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北京居民马锦秀，自 1981 年起患严重糖尿

病，4 个"+"，并两次中风，后面瘫。连医生也说性

命难保。从 1996年学了法轮功后，身体出现奇迹般

变化，糖尿病症状全部消失，浑身轻松。但由于她没

有处处以炼功人的心性来要求自己，很多常人心没

去，徘徊一段时间后病情复发，送入医院接受治疗用

药，但还是去世了。这是马的女儿亲口诉说的实情。

然而，她的事被算在这 1400例中，还上了电视台。  

如果把练过功的人因病去世说成是练功造成的，

我们是不是该把所有在医院里死去的患者统统说成

是医院造成的呢？或者说，练了功就不会死了呢？退

一万步讲，且不说这些案例的真实性，就拿政府最近

的、远低于实际数字的统计二百万法轮功修炼者总数

来算，比例只是 0.07%，比起中国统计年鉴 1998 所

载的 1997年全国平均死亡率 0.651%来，仅是 1/9.3。

这个数字对一个老年人、重症绝症病人占很大比例的

学功人群来说，只能证明法轮功去祛病健身功效之超

常。  

 关于杀人、自杀，及其它一系列歪曲事实关于杀人、自杀，及其它一系列歪曲事实关于杀人、自杀，及其它一系列歪曲事实关于杀人、自杀，及其它一系列歪曲事实

报导的真相报导的真相报导的真相报导的真相        

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和认真看过《转法轮》及其

他大法书籍的人都知道，炼功人是绝不能杀生的，(参

见《转法轮》第七讲)并且自杀也是杀生的一种。但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国家媒体不顾法轮功一向

谢绝精神病人、危重病人参加修炼的事实，用一些精

神病人在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做出的种种自杀、自残，

或伤害他人的恶性事件栽赃法轮功。如把一宗精神病

患者发病错杀父母的案件推到法轮功身上，官方媒体

又互相照抄不误。有的逼供精神病人，把杀妹伤母嫁

祸于法轮功。  

在栽赃诬陷的同时，媒体又出台了大量的歪曲事

实的报导，以达到进一步打击法轮功的目的。为对李

老师的生日造谣，不惜让八旬老妇出面回忆 47年前

往事做假证，结果把催生素的临床使用历史提前了一

年，弄巧成拙，使《人民日报》贻笑大方。为完成任

务得奖金，记者肆意编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的故事，

如河北省任丘市新华路办事处东关袁玉阁骑自行车

接儿子回家，为躲避行人不慎摔倒在河边，却被成编

造成炼功走火入魔抱孩子投白马河的故事，并把当事

人投入监狱。更有甚者，某些新闻单位完全置新闻报

导真实性和职业道德于脑后，在没有任何核实的情况

下任意刊登、转载捏造虚构的造谣文章，对法轮功创

始人进行人身攻击。  

官方媒体甚至把手伸到海外华人中，出国外销栽

赃术，把一起闽籍青年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精神崩溃强

加到法轮功头上并大肆宣传，极尽造谣、诬陷、攻击、

诽谤之能事。  

     “思“思“思“思    想想想想    转转转转    化”化”化”化”    的的的的    真真真真    相相相相        

通过录像剪辑、添加或删除内容等人工合成手

法，中央电视台和一些地方台制造了许多所谓“迷途

知返”、放弃法轮功的“转化”例子，妄图以此来动

摇法轮功学员修炼的信心，同时欺骗愚弄老百姓。除

此，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还用疲劳战术或肉体惩

罚等高压手段，天天磨，天天打，以图个别学员在超

过肉体承受极限时被迫妥协。  

然而，高压、酷刑、罚款、开除公职、非法关押，

甚至谋杀，种种残酷手段根本无法获得人们内心的转

化。绝大多数学员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对

真理更加坚信。最近，就连那些以前因一时的错念签

过“保证书”的学员都纷纷通过书面或亲自上访形式

正式注销假保证，重新回到了堂堂正正的修炼大道

上。  

 是是是是    否否否否    聚聚聚聚    敛敛敛敛    钱钱钱钱    财财财财    ？？？？        

江泽民政府用尽各种手法迫害、镇压法轮功，经

济诬陷是其一。官方报导说法轮功创始人利用法轮功

骗取钱财达人民币 120多万元，受害群众达几百万到

几千万。这样算来，平均一人才被"骗"一毛钱，是不

是太少了一点？又费了众多周折。何不直接向每位学

员一人要一元钱，顷刻之间即是百万、亿万富翁。身

心俱受益的学员会立即毫不犹豫地出钱。这样既省事

又方便。可李洪志老师从没向学员要过一分钱。  

再者，如果法轮功和李洪志老师要通过非法出

版及偷漏版税来聚财的话，又何必把所有的大法书籍

及音响资料统统放到互联网上让大家免费下载呢？  

谎言是一捅即破的。 

（2000年 7月 7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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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法轮大法电台频率：北京时间早上 6～7 点

15.67，15.68，15.69，15.70，12.12，12.13，12.14，

12.15，13.575，13.58，13.585，13.59MHZ；北京时

间每晚 10～11 点 9.35，9.37，9.38MHZ；请用国外

代 理 服 务 器 绕 过 封 锁 ， 访 问 明 慧 网 

http://www.minghui.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