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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日报》1997 年 3 月 17 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了一位名叫盛礼剑的古稀老

人，利用一年时间，默默为村民修了 4 条路，全长约 1100 延长米，当人们问他是哪个单位、给

多少钱时，老人说：“我是学法轮功的，为大伙儿做点好事不要钱”。 

 

○《大连晚报》1998 年 2 月 21 日报道了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学员袁红存，2 月 14 日下午从大连自

由河冰下 3 米，救出 1 名掉进冰窟窿的儿童，被称为活着的罗盛教，学院为他荣记二等功。袁红

存已经修炼法轮功 2 年。 

 

○《北京日报》1998 年 3月 30 日登载了一个“热爱大西北的北京人”的回音。说的是一个法轮

功修炼者，通过李洪志老师对他的帮助教育，使他对人生的意义，人的追求及怎样对待得与失、

道德观、心性修养等方面有了新的理解，于是决定向科技界捐款 18 万元而不留名的事。 

 

○1998 年 5 月 15 日，国家体育总局伍绍祖局长视察了长春 展全民健身活动的情况，中央电视

台和长春电视台及长春各大媒体均作了报导，其画面和图片中反映的基本都是法轮功修炼群众的

炼功场面。 

 

○《大连日报》1998 年 5月 23 日报道，“老职工埋名献爱，向希望工程捐款 2 万元”。这位来信

落款“人心向善”的人，所引用的一段话：“你钱再多官再大也就是几十年，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要把名利看淡，就是李洪志先生《转法轮》著作中的话。可见这件事是法轮功弟子所为。 

 

○《中国经济时报》1998 年 7 月 10 日刊载《我站起来了》一文，该文介绍一个叫谢秀芬的人，

曾被 301 医院诊断为脊椎损伤半截瘫，卧床 16 年，修炼法轮功后恢复行走。 

 

○《北京日报》1998 年 8月 11 日第六版，登载一篇介绍京城晨练情况的文章，全文 1600 余字，

与法轮功修炼者有关的文字达 1200 余字，还配发了法轮功修炼学员炼功的压题照片，该文提醒

读者：“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最好亲自尝一尝；你若修炼正法气功的话，你的身心会出现意想

不到的神奇变化。” 

 



○《中国青年报》1998 年 8 月 28 日刊载《生命的节日》一文，记述沈阳亚洲体育节中华传统健

身活动周 幕式情况，全文 1200 余字，其中盛赞法轮功的篇幅达 400 余字，同时还配发两幅法

轮功学员参加 幕式的压题照片。 

 

○《乐山日报》1998 年 11 月 1 日第二版摄影报道，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 展，10 月 18 日上

午，乐山市和眉山地区的 1 万 3 千多名法轮功修炼者，在市体育场举行了通过修炼强身健体的心

得交流会，近千名修炼者盘坐组成“真、善、忍”三字，并表演功法。 

 

○《羊城晚报》1998 年 11 月 10 日登载一则摄影报道，题目是《老少皆练法轮功》该文称 8 日

早上，广东省体委武术协会有关领导到广州烈士陵园等处，观看了 5000 法轮功爱好者的大型晨

练活动。体委的同志现场询问了几位法轮功的受益者，他们的修炼故事非常感人，其中有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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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报道配发了 93 岁老人和 2 岁小孩练法轮功的照片，并介绍说，目前广东有近 25 万人修炼法轮

功，法轮功强调传功不收费，义务教功。 

 

内容摘自各报纸，欢迎调查核实。（2000 年 2 月 17 日读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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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保健报》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４日  

中国的气功以其独具的古老和神奇的风姿风靡神州，即而又飘洋过海涌向国外令世界震惊。

生活中有识之士无一不想穿过扑朔迷离的玄妙，拨云破雾寻得一种切合自身修炼的功法。作

为保健报的记者，我曾决心在修炼的瀚海中寻到一盏航标灯，发现一种对祛病健身有显效的

功法以飨读者。谁料，在９７年１１月８日这个冬令时节的“小阳春”里，我与李洪志老师

的“法轮功”望花立交桥活动站及新新小区活动站的学员结缘，竟使我实现了这一心愿。  

 

在学法辅导站中，辅导员李希哲与王功介绍说，望花立交桥站有４５０人能无论严寒酷暑坚

持户外集体炼功。李老师功法的修炼宗旨是：修在先炼在后；以学法修心，改变观念，提高

心性为前题；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同化自身，配以科学的修炼动作，从而达到净化

内心，强身健体，精神变物质的功效。学员们都能自觉地从内心修，除却私心，吃常人不能

吃的苦，淡化世俗之念，达到凡事以他人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无私无我的境界，做社会于家

庭的好成员。真正实现“修得执著无一漏，苦去甘来是真福”的心性标准。  

 

在座的学员分别向笔者介绍了修炼大法的神奇功效：  

６５岁的温素清是患病２０多年的老病号，肝、肺、胃、关节全有病，体重只有３５公斤。

修炼法轮大法后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病灶加重反应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至今体重５５

公斤，面色红润，年轻。她的老伴是冠心病、小脑萎缩、脑血栓患者，经常处于休克与住院

抢救的状态。学习法轮大法后出现了上吐下泻的全是黑色饼的现象，持续一周处于间断休克

状态，但老夫妻二人道心坚定，相信这是退病过程，互相鼓励闯过生死大关。现在他们已焕

然一新。  



 

李希哲的老伴噙着泪花说，炼功前她患糖尿病４个“＋”号。那年冬天她犯病卧床不能动时，

正遇李希哲的心脏病也犯了，她让他下楼买几个馒头，他竟然走不回来。后来二人双双修炼

大法，身心康健。  

 

年逾古稀的王功患多种慢性病：脉管炎、肩周炎、颈椎增生、前列腺炎，痛苦不堪。学大法

后全身康复，决心以后半身刻苦修炼，弘扬大法。  

新新小区的王晶患白癜风病２０多年，省内医院治遍也未见效。炼此法２个多月奇迹出现，

脑门、嘴唇、双手等处的白斑全部消失。她的老伴因此也加入了修炼行列。  

４３岁的李亚斌于９５年底忽然心脏病发作，经过８天８夜的抢救后，一直处于生命垂危状

态，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看了李洪志老师的<<转法轮>>书之后，出院到北陵公园参加晨炼。

一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如今已是体魄健壮的男子汉。他高兴地说：是李老师让他与死神告

别。  

 

７０岁的曲连生是省政府的退休干部，患胃病、脑血栓，每年都进行稀释血液治疗，每日都

口服药物。炼此功法几个月后，一切症状都消失，连混合痔疮都好了，满面红光。  

曾是副厂级干部的杜洪杰３７岁，因患乙型肝炎四处求治无效而与法轮功结缘，之后才真正

扔掉药罐。现在其父母兄弟及妻子都进入这个行列，一家人身心健康，和睦幸福。  

交谈之中令我体悟到，人之将老、死之将至，人生之秋阴云密布，无以寄托的恐惧换成了大

法在握，病奈我何的旷达。  

来到炼功场地，仍是绿树葱茏河水清悠，怡然自得的人们陶醉生机盎然，其乐无穷，世外桃

园人间净土般的境界。（2000年 2月 15日转载）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 1998 1998 1998 1998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百姓广场百姓广场百姓广场百姓广场 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    

我叫谢秀芬，现年 53周岁，河北邯郸农村人，随军家属。丈夫退伍在 301 医院当水暖工 40

多年，现已退休。  

我是一个瘫痪了整整 16 年的病人，是李洪志老师给我重新安排了人生的道路。从此，我获

得了新生！  

1979 年，我在河北邯郸农村公社医院做了结扎手术。在腰椎部位打了麻药，没想到骑着自

行车去的，做完手术后就再也没法走路了，一躺就是 16 年。301 医院诊断结论是：脊椎损

伤半截瘫。现有残联发的下肢瘫痪的残疾证。一说起瘫痪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我当时已有

4个孩子，最小的只有 2岁。我生活不能自理，全靠我妈照顾：她也有一个 5口之家，干不

完的农活和家务；她不但要看孩子，还要侍候我，累得精疲力尽。我常常泪流满面，心已如

刀绞。什么时候是头啊？我想不出活路来。我甚至想吃老鼠药一死了之，但为了亲人我活了

下来。  

 

弟弟结婚后，我不能在娘家呆了。1989年，我随军来到北京。当时，丈夫每月工资只有四、

五十元，一家 6口。吃饭都成了问题。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丈夫上班累，下班忙：做饭、

洗衣、看孩子，全是他的事；真是又当爹又当妈，还得伺候我。我总是止不住地流泪。我怕

尿床，只好少吃、少喝。谁知在床上越养毛病越多，什么萎缩性胃炎、冠心病、高血压、食

道炎、结肠炎、颈椎炎、肛裂等等十几种病，躺在床上下肢不能动，脖子也不能动，简直是

活受罪！有一次，我渴了，伸手去拿水杯，够不着，一下子摔下床来，牙也磕掉一颗，趴在

地上动不了，直到丈夫下班后才把我抱上床。我心中万分痛苦，真想一死了之。我说：“我



这样拖累你，还不如死了好！”丈夫安慰我说：“有爹不如有妈好。你死了 4个孩子怎么办？

你躺一辈子，我照顾你一辈子。这样总是一个完整的家呀！要找到好医生还能治好呢。”就

这样，我住了几个大医院，找了名医也治不了我的病，我在痛苦中煎熬着......  

 

16年过去了。1996年 4月，我妹妹告诉我，他两口子练了法轮大法很好。她说：“炼了法轮

大法什么病都没有，你这个病是小菜一碟！”我一听很高兴，但又觉得没见老师能行吗？他

说行！还给我寄来了《转法轮》。  

 

我想，我是个重病人，怕人家不要我。于是，我先得练腿，让自己能站起来。我试着靠墙站

着，边练腿边读《转法轮》。由站几分钟到 10分钟，有时读着读着摔倒在地上，我就跪着读。

就这样，不断地读呀练呀，练了 3个月腿，感觉腿比以前有点劲了，站的时间慢慢长了。我

心里真高兴！  

 

一天，我让丈夫用轮椅推着我到某公司练功点去练功。负责人老安问我：“你有病吗？”我

连连地说：“我没病！我没病！”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我心里才踏实了点。我远远地站在

西头自己练，慢慢地向里蹭。  

 

后来他们让我过来练。我才放心了。这一天，我会永远记住的：1996 年 7 月 1 日，我也能

和正常人一样练功了！从炼功 始，就按照李老师在《转法轮》中的要求去做，我从没想过

自己有病。这样，坚持学法，坚持炼功。两个月后，我身体不痛不痒，原来的什么病也没了，

饭能吃了，体重增加了，腿的感觉也越来越有劲了。我坐轮椅去练功点练功有一年了。一天，

我和丈夫商量，让他陪我试试拄拐棍去练功。 始，我走得很艰难，丈夫在一边照看我，走

一段在路边坐一坐。我一直坚持自己走。这样，大约又练了 3 个月。1998 年 2 月 2 日，我

拄着拐棍和丈夫去小组集体学法。学完了，我叫丈夫快回家给孩子做饭去。我自己慢慢走着。

刚走不远，“放下！放下！”我不由自主地叫着。我以为是别人叫我呢，转过头去看，旁边也

没人。没走多远，我又叫起来。我捂着嘴往回走，行人望着我，弄得我特狼狈。  

 

晚上，我一直想这事，我从老安家走到家里用了 45 分钟，我一直不停地叫着“放下！”。这

两个字，这是为什么呢？我反复想，反复悟，终于想明白了：我拄着拐棍怎么弘扬大法呀？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在屋里 始练走路，就像孩子学走路晃晃悠悠的。嘿！还行。丈夫看

见了，焦急地说：“你疯了！这是干嘛？摔着了可就坏了。”我坚定地说：“我要扔掉拐棍走

路了！看，这不好好的嘛！”从此，我甩掉拐棍去练功点练功了。  

 

这一天，功友们看见我一扭一扭走来了，大家惊奇地笑了，祝贺我重新站起来了！我激动得

真想大喊：“我站起来了！是李老师救了我！”  

每当我看到老师的照片就想哭！我读着《转法轮》就想笑，有时还笑出声来。我怎能不从心

里感谢李老师呢！我要坚定地练下去。无论吃多少苦我也不怕！我在练打坐时，用两个十斤

重的杠铃压腿，痛得直掉泪。到现在，我能双盘 1个钟头了。  

 

我从 2月 3日 始恢复走路，坚持学法练功，我简直像小鸟一样老想要飞起来，一般的人走

路都走不过我。这就是法轮大法发生在我身上的真真切切的事实！ 



《羊城晚报》《羊城晚报》《羊城晚报》《羊城晚报》 老少皆炼法轮功老少皆炼法轮功老少皆炼法轮功老少皆炼法轮功        

《羊城晚报》1998年 11 月 10日 星期二 (插图 ) 

     

8 日早上，广东省体委武术协会有关领导到广州烈士陵园等处，观看了 5000 法轮功爱好者

的大型晨练活动。炼功者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最大的 93岁(左下图)，最小的仅两岁(上图)。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有近 25 万人修炼此功法。在炼功现场，体委的同志询问了几位法轮

功的受益者，他们的修炼故事非常感人。有一位叫林婵英的女士介绍说，她是广州皮革迪威

有限公司统计员，原患高位瘫痪，全身 70%部位麻木失灵，大小便失禁，修炼了法轮功以后，

不久便可以站立，尔后又可以行走，见她现在的样子红光满面，炼功的动作灵活自如。  

 

法轮功强调传功不收费，义务教功。  

孙璇 晓明 摄影报道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1111998998998998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 生命的节日生命的节日生命的节日生命的节日        

－－98 年中国沈阳亚洲体育节中华传统养生健身活动周 幕式巡礼 

 

天遂人愿，越过了阴雨连绵的时节，沈阳人以难得的晴空朗日与明媚的心绪，迎来了被誉为

亚洲体坛狂欢节的 98中国沈阳——亚洲体育节。8月 20 日上午 9时，在沈阳市人民体育场

内，由亚洲体育联合会主办、沈阳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亚洲体育节，以挖掘、推广、弘扬古老

而神奇的民族精华——气功健身方法，强身健体、 智生慧、延年益寿、造福当代人类为宗

旨．以促进亚洲人民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的、以养生健身活动周

为形式，拉 了亚洲体育节的序幕。  

 

幕式由沈阳市体委主任，亚洲体育节组委会秘书长隋路主持。国家体育总局武术中心气功

部主任郝怀木、国家气功科研会理事长管谦、辽宁省气功科研会理事长、原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赵万。中国医学气功会会长杜洛伊等领导出席了 幕式。韩国，新加坡等十几个亚洲国家

的养生健身爱好者也到会助兴。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富卿为大会致 幕词。他阐述了中华

传统养生健身文化是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识之土当涉入生命科学的领域 拓进取。

发言令人领悟到中国古文化的精深玄奥，以及返本归真， 拓生命的伊甸园意义深远。  

 

入场式上．来自少林武校。太极拳、法轮功…… 等等 25个功法的仗队人员个个英姿飒爽、

朝气蓬勃。少林武功，太极拳……等在阳光灿烂、绿草如茵的体育场内做了大型表演，舒缓

柔曼、飘逸潇洒，淋漓着生命之树常青的喜悦。场上的人们，无论是少林童子，还是其它功

法七旬的老人，没有年龄界限，生命在这里欢呼雀跃。向灿烂辉煌的中华古文化致意、洋溢

着民族的自信与自豪。  

 

观众席上 1500人组成的法轮功观众队型令人赞叹，队员们头顶烈曰，端坐 6个小时．自始

自终整齐威仪。走进法轮功的阵容，学员们热切地向我介绍练功的收获，44 岁的刘菊仙，

因患骨股头坏死而卧床不起。痛不欲生。96 年夏由姐姐介绍学炼法轮功后。坚持炼功，至

今跑跳自如，入场式上步轻盈。  



 

年愈古稀的王效盐是沈阳医大退休的医生，过去患十多种病（冠心疾、哮喘、肺气肿），年

年住院，氧气筒子不离办公室与居室，天天吸氧度命。公伤造成股骨骨折使她拄拐行走。96

年春 始炼功，改变了大把吃药的生活，成为一位健康的学员。  

 

84 岁的陈桂华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退休教师，她过去患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老年病。经练

功强健了身体。她的病愈吸引了 50 多名人，连音乐学院很有名望的老院长丁鸣，也坚持每

日参加晨炼。尤其感人的是，陈教授工资 600元并不富裕，却每年资助东工特困生程辉 I760

元，并连签了三年协议，需付出 5000多元。  

 

幕式之后，是各家功法经验交流会。与此同时，各功法将于一周内在沈阳各大公园 600

余个健身辅导站举办养生健身义务咨询活动，把自身积累的生命科学成果奉献给沈城的人

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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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六日上午，深圳体育馆前面的广场上，两千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法轮功爱好者排着

整齐的方阵，集体汇炼法轮功，这是南天居委会从十月一日第一次组织汇炼法轮功后第二次

组织法轮功爱好者在体育馆广场集体炼功，人数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千多人。他们中年龄最大

的八十多岁、最小的四岁半，当中有企业家、大学教授、警察、大、中、小学生，都是抱着

一个共同的目的而来：健身祛病、提高心性。近年来，在热心人士的推广下，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了练功的行列，从大鹏湾畔到松岗镇，都有法轮功的练功点，法轮功热潮涌动，已逐渐

成为都市人休闲健身的一种时尚。  

 

文：小城  

=============================  

新闻资料： 法轮功  

 

法轮功，亦称法轮修炼大法，系法轮佛法大师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上乘功法，一九九二年

始传播，一九九四年传入深圳，主要是通过修炼心性，提高心境，并兼有治病健身的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修炼此功法的人数达几千万之众，在世界各地亦很受欢迎。  

 

=============================  

 

大学校园设练功点 教授学生自发练功  

 

在深圳大学晨练的人当中，一群由卅多人组成的习练法轮功的小方队，在祥和的音乐中格外

引人注目，这些人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学生。他们都是看到周围的同事或同学受益于

法轮功而加入练功行列的，通过修炼法轮功，强健了身体。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王永昆副教授告诉记者：“练功前我患有肝炎、糖尿病、耳聋等多种疾病，

对于前两种我可以用药抑制，但我是个教育工作者，耳聋对我带来的压力太大了。在我修炼



法轮功，这么多疾病完全消失了，精力、体力都越来越好，使我增加了对工作的信心，承担

的课程越来越多，人也变得 朗。  

 

建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建俊女士告诉记者，已有五位同事和朋友看到了她的变化而参加了

习练法轮功的行列。最近，又有四名在读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行列。  

 

=============================  

 

法轮功修心健身走俏鹏城 三千学员勤修炼乐此不疲  

 

法轮功于一九九四年传入深圳的。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三年四月至一九九四

十二月先后五次来广州传功，当时深圳只有十几个人先后赴广州参加传授班,之后发现身体

上的疾病都消除了，她(他)们打心眼里认为这是一种好功法，于是热心地将此功介绍给亲人

朋友。练功的人数日益增多。一九九五年，她们在荔枝公园设立了第一个法轮功练功点，当

时只有四十人，到目前为止，全市五区学法轮功的人数已逾三千多人，共有六十八个练功点。  

 

法轮功各站、点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法轮功爱好者练功学法，管理形式为松散管理和义务服务，

不搞经济实体和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不存钱物、禁止收费收礼，不搞治病活动。学员练功

以自发为主，以修炼心性为本，加上健身治病效果明显，因此得到了许多人的青睐。他们除

了平时坚持练功学法，一有大型的练功活动，不管家住多远，都乐此不疲。  

 

十二月廿六日上午的法轮功大汇练从八点钟 始，而刚到七点半钟，大部分人已早早来到广

场，并有条不紊地铺好坐垫，排成方阵。整个方阵横排和竖排整齐如一。方阵前面是几十名

小孩组成的小方阵，他们和大人一样，非常投入地做着同样的动作。练功方阵的旁边，几位

义务传功者一丝不苟地在教初学者练功、两个小时的练功过程，无需人号召，秩序非常好，

许多围观的路人也加入到练功的行列。练功活动结束后，人们自觉地带走自己的物品，整个

广场没有留下一个纸袋和一片纸屑。  

 

=============================  

 

法轮功祛病效果明显 不少病患者深受其益  

 

修炼法轮功的人，大多要经历一个从不信到信的过程。一些病患者，初时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情去练功，当多年的顽症奇迹般地消失后，他们不但深信法轮功的效力，而且投入到义务传

功者的行列。  

 

深圳一家企业的女老板李力小姐谈起法轮功时非常激动，据她介绍，她三岁时得了牛皮癣，

卅多年来四处求医，试过多种疗法，花了不少钱，反而越治越历害，炎热的夏天也不得不用

长衣长袖遮盖自己，受过无数罪，已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一九九六年五月经人介绍修炼法

轮功，连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仅仅是一个月，多年的顽症竟消失了。他的丈夫初时也不信，

在活生生的例子面前，也深信不疑，加入了练功的行列，夫妻双双成了义务传功的骨干。  

 

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办公室主任高晶女士亦得益于法轮功。据她介绍，她身患多种疾病，公糖

尿病每年支付药费就达三千多元。一九九六年七月修炼法轮功后，至今从未吃过一粒药，每



年节约药费五千元以上。身体改变了，心情也变得乐观祥和，一九九六年至今从未请过一天

病假，并按法轮功的要求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工作成绩突出。  

 

深圳大学建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建俊曾参与深圳地王大厦、深圳特区报业大厦的设计工

作。据她介绍说，练功前患有严重的内风湿关节炎，用过多种治疗方法也无效，以致思想负

担过重，彻夜难眠，最后连下楼梯也要由丈夫掺扶着。每年要花掉医药费一万多元，系单位

报销医药费的冠军。有人介绍她练法轮功，她不信有那么神奇，她的丈夫读了"转法轮"那本

书后，觉得里面说的很有道理，便鼓动她试试。她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练了三个月，折磨了

她四年之久的病痛竟消失了，人也变得神采奕奕。现在除了在研究院内的正常工作外，还能

够一天跑几个工地去处理技术问题。“我就是一个活标本，现在我们全家练功，同事们也在

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功的威力，我多么希望象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尽快受益于法轮功。”她

如是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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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中国法轮功研究会会长李洪志先生( 图右 )，率弟子们为参加全国第三届见义勇

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的代表们提供康复治疗。李洪志先生说：“凡是经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

确认的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都有资格获得本功法的免费咨询。”  

 

中国法轮功北京辅导总站报导：  

 

1993年 8月 25日，由中宣部和公安部联合召 的“第三次全国人民群众与犯罪分子作斗争

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会议期间，应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邀请，在中

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张健秘书长，管谦副秘书长和费德泉主任的支持下，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

洪志率领一批弟子来到会议代表驻地，为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作义务咨询。据知，本届会

议代表来自全国 30 个省市，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因为与犯罪分子作斗争而致病的。经调治后

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受到了一致好评，有的代表说这是会议为他们作的一件实事。为

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曾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和李洪志老师



表示感谢。  

 

1993年 9月 21 日人民公安报刊载了北京市公安局李晓津副处长拍摄的一幅咨询现场，希望

北京的法轮功修炼者继续以本功法的功德，在严于内修的基础上，努力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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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徐晓毅  蔡理） 

 

其中有关于法轮功的报道：  

 

申城的夜景可以说是上海人的骄傲，她经常受到海内外宾客的赞叹，然而观众朋友您是否注

意到，上海的早晨她近年来也变得越来越美。喜欢早起的人可能会发现，他所居住的申城越

来越富有朝气了。清晨六点半左右，尤其是双休日，自发出门锻炼的男女老少已在无意之间

与公园、广场和街道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道壮观的风景（此处新闻背景为在外滩的法轮功

修炼者炼“贯通两极法”）。这是记者在星期六与星期天的两个早晨拍摄到的画面。阳光下，

外滩滨江大道晨练的人群从黄浦公园一直延续到延安东路摆渡口，苏州河畔的公共绿地，上

海博物馆前的广场，甚至离市中心较远的上海体育场四周的街道都成了晨练的好去处，在此

练法轮功，太极拳，木兰拳和跳舞的市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景观。难怪目睹此景

的外地游客感叹上海的早晨比夜景更有特色，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活力四射，蒸蒸日上的上

海。－－上海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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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邵志华  沈震宇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炼功者会聚一处进行推广

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于 92 年向社会公 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六

年来，功法以炼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另

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发性的群众炼

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这是本台记者报

道的。  


	????:????
	«?????»1997?12?4?(?????????
	«??????» 1998?7?10? ????(?????!
	«????»(???????
	«?????»1998?8?28?(?????
	«????»--????--???
	?????????????«?????»1993?9?21???????????????????????????????????????????
	1998???????????1:�“????   ??--??????????”
	1998???????????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