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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0 日，注定将成为人类
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纪念日，一
个会被世世代代的学子，在学校
里认真学习、反思的日子。一个
对所有前仆后继用生命去实践真
理的信仰者表达敬仰的日子。而

“7.20 精神”- 对“真善忍”金刚不
动的正信则是人类能有机会走向
全新未来的最根本的基石。

1999 年 7 月 20 日 
中国发生了什么

现居加拿大的于智丞是辽宁
省大连人，他回忆 1999 年 7 月 20
日前夕，国内警察对各地自发在
公园里练功的法轮功修炼人的各
种骚扰事件不断。当时大连的部
分法轮功学员连续 3 天去省政府上
访，希望能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
修炼环境。 7 月 20 日当天，他们
一行 10 人去北京上访。在机场，
他们看到电视新闻报导，全国各
地都在抓捕法轮功学员，但他们
还是勇敢登上去北京的飞机。到
达天安门广场时还很早，他们就
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平静的背

《转法轮》。立刻，警车、警察像
疯了一样冲过来，把他们强行抓
到停在旁边的大巴上，送到丰台
体育馆。当时丰台体育馆已经坐
了成千上万的人，整个体育馆都
满了。

现在旅居丹麦的武汉人陈曼
女士回忆，7 月 19 日夜间，在家
乡武汉，一夜之间全市的义务辅
导员们全部被警方无端带走，彻
夜未归。消息传来，大家都震惊
了。7．20 清晨，她和同伴一起，
生平第一次来到湖北省委上访。
当时很多法轮功学员静立在大门
两侧。她和四位同修被推选为代
表，静候能进去见省级领导。然
而他们只等来了大批公安警察和
武警，不由分说地就动手抓人往
车上装。学员们手挽着手不让抓
人，警察便不分男女老幼地动手
打。有的抡起皮带打，有的用
力拽着学员的衣服、头发往车上
拖，有的拧着学员的胳膊、用手
卡住学员的脖子往车上推……。

现居加拿大的赵玉平来自天
津，1999 年 7 月 20 日早晨，她得
知天津有许多法轮功辅导员被抓
后，下午去天津市政府上访。当
时在现场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遭到
警察驱赶、殴打，把他们强行送
到一所学校，关押一晚。

旅居丹麦的北京法轮功学员
陈建志先生一家三口都是法轮功
学员，1999 年 7 月 19 日，中共在
全国同时抓捕了法轮大法原研究
会和各地区的协调人。7月 20日，
他们全家和住地炼功点的十几个
同修，一起去中办、国办信访办
上访，希望能够向政府说明法轮
功真相，停止迫害。他们都是曾
经亲眼见证中共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屠杀北京市民和学生的人，人
人心里都非常明白走出去意味着
什么。而在信访办，众多不约而
同等在那里的大量法轮功学员看
到的是大批公安警察和武警陆续
赶到，动手抓人、打人……

这些描述让我们大致的看到
了当年的画面，那一天在中国几
乎所有的大城市，很多的法轮功
修炼者自发的去找中共的政府机
构反映情况，要求给他们修炼法
轮功的自由，因为他们个个都是

“法轮大法好”的见证人。可是无
一例外的，不管是在哪个城市，
不管上访的是八十多岁的老人，
还是刚出世不到两周还在母亲怀
里吃奶的婴儿，都承受了那一天
暴力镇压的铁拳。

1999 年 7 月 20 日，具体有多
少中国人因为维护修炼真、善、

忍的权力而被殴打拘押，实在无
法统计，但以当时中国大地上有
上忆的人修炼法轮功来估计，那
一天走出来的中国人不下千万。
如此大量的人群在没有任何人的
号召、组织的情况下同时自发去
和平上访，在当时被中共邪党搞
了 50 年血腥政治运动的共产党
人眼里，那就是一种邪党所谓的
政治动向。当政者把这一天发生
的事看作是又一个八九、六 . 四
全民运动的起点，立刻就举起了
大屠杀的令旗。从那天开始，二
十一年来，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
绑 架、 关 押、 劳 教、 判 刑、 酷
刑折磨、强制奴役、甚至被活摘 
器官。

由于当时的社会还不是一个
数码时代，众多的历史画面没
有被记录下来，众多最善良无辜
的中国人被残酷暴打的画面不为
人知，数万人被关押在北京丰台
体育馆一起齐声背诵法轮大法著
作的场景没有留下照片。但历史
是重复的，今天，数百万香港人
民自发的走上街头反对中共独
裁暴政，而他们和平表达诉求的
游行被恶警无数次暴力攻击的画
面被全世界看见了，这一切就是
二十一年前的七月二十日在中国
大陆邪党迫害中国人的历史的再
现。魔鬼中共从来就只懂得用强
制、暴力和屠杀去面对中国人。
然而，令魔鬼中共没有想到的
是，1999 年 7 月 20 日 成 为 了 这
个邪恶政权的滑铁卢，从那一天
开始，上亿的法轮大法修炼人走
上了漫长的揭露魔鬼真面目的 
道路。

“7．20 精神”引领中国人和
平、理性、智慧抗暴廿年

当年三十出头的于智丞回大
连后遭行政拘留，并被公司开除
工职。当时他们有 4 个人被抓，其
中一个叫王哲浩的很快就被迫害
致死。之后几年，他身边有 4 位
和他同龄的好朋友先后因修炼法
轮功被迫害致死。想到至今国内
的同修还没有自由还在受迫害，
这个魁梧的汉子总是声音哽咽，
泪水溢满眼眶。

武汉的陈曼女士说，从二十
年前的这一天开始，法轮功学员
在中国大陆就不能公开炼功 ；仅
她熟悉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
员就有 ：彭敏一家两口、夏刚、
刘运朝、田礼福、叶浩、李军
峡、田宝珍，以及 2018 年被迫害
致死的崔海。而陈曼被几次非法
抓捕，从家里，从单位，直至最
后一次仅仅因为不肯公开放弃对
真、善、忍的信仰就被非法判刑 7
年。 2009 年 8 月，陈曼的母亲在
她被非法判刑后的一个月内含冤
离世。

7.20 时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博
士的归宇斌现居住在加拿大，是
一位制冷低温工程分析师，他回
忆说，杨学勤是上海交通大学炼
功点的辅导员，1999 年 7 月上访
被抓后，曾被徐汇区公安送进精
神病院 2 个月，遭受酷刑迫害。
2000 年 2 月再次进京时，被非法
拘捕。 2 月 24 日晚，十多名警察
向他通宵“问话”后，第二天一早
便离奇死亡。杨学勤被迫害致死
后，上海警察原来打算栽赃他是
自杀。结果在调查他的过程中，
发现他不仅在公司是一位受领导
和同事赞扬的出色员工，而且还
是一位默默的、长年给希望工程
捐款的人。警察最后没有继续在
这件事上作恶。

我们无法用文字去描绘魔鬼
酷刑的恐怖和残暴，但从 7.20 开

始，数以千万的法轮功修炼人，
一群中国普普通通的民众，前赴
后继的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走
上了和平上访的道路，走向了街
头巷尾，印制发送各种关于法轮
功和揭露法轮功遭受严酷迫害的
真相资料。是什么支撑着他们，
让他们以如此坦荡的胸怀，一次
又一次走出来，以血肉之躯去面
对魔鬼警察的屠刀呢？

是“7.20 精神”。很多修炼人
都陆续的觉悟到，应该象那一天
勇敢的走向北京的于智丞、陈建
志等等同修一样，为了维护真、
善、忍的真理而走出来对魔鬼说
“不”。经过了头两年每天数万
人的上访，他们发现上访就等于
进监狱、进劳教所、进洗脑班、
进精神病院，善良的修炼人明白
了，魔鬼是绝对不会改变其嗜
血的本性的，唯有唤醒自己的同
胞，让中国人民都觉醒，明白中
共的邪恶，不与之为伍不去作恶
了，迫害也就自然结束了，魔鬼
中共邪党也就自然解体了。

然而，要实践这样一条道
路，那就象是在黑暗的世界里
前行。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
抹黑，株连九族的打压，经济上
的彻底截断，家人的害怕和不
理解，一旦被抓就会面临的是牢
狱、酷刑、活摘等等，看上去是
简简单单的发一张资料，讲几句
真话，所有的勇气、善念和毅力
的考验都尽在其中，这一切都源
自于“7.20 精神”，“7.20 精神”就
是对宇宙中的天道法则“真、善、
忍”的金刚不动的正信。正因为坚
信真、善、忍是保障世间一切美
好事物的唯一真道，所以维护这
样的天法就是在维护一个民族的
生命和未来，是一个有正念的中
国人从内心中要求自己应该去实
践的善行。

法轮大法造就的“7.20

精神”属于你和我

1992 年的 12 月，在北京国贸
大厦举办了每天从早上 8 ：00 开
始到下午 4 ：00 结束的为期十天
的“东方健康博览会”。法轮大法
的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带领他的弟
子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一天，一位中年妇女在丈夫
的搀扶下来到了李洪志大师跟
前。这位中年妇女肚中有瘤子，
腹部比十月怀胎的孕妇的肚子还
大，医院无法治疗，李大师当即
给她调理，没有多长时间，眼看
着大师的手做着伸進去抓出来的
动作，她的肚子一下子就瘪了，
恢复了正常，穿的裤子的裤腰这
时可以装進去两个她。当时周围
围观的人就象木头人一样没有反
应，静静的，等人们反应过来后
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长时间的热
烈掌声，病人夫妻激动地当即给
大师跪下叩谢，大师俯身伸出双
手把他们搀扶了起来。这样的事
在十天里发生了无数次。

有一天，李大师在北京的二
炮礼堂举办讲法班，一位年轻父
亲带着一个 5、6 岁的小男孩，
很有礼貌地拦住了李洪志大师。
小孩长得很可爱，圆圆胖胖，两
只大眼睛水灵灵的，可是小孩爸
爸说孩子是个聋哑人，一点都听
不见，对周边声音也没有什么反
应，也不会说话，他恳求李大师
给小孩治一治。大师很和蔼地说
好吧，接着就看了看孩子的耳
朵，开始帮助他调整身体。只见
大师在小孩身边隔空抓了两下，
然后叫自己女儿走过去拍拍那
聋哑小孩的耳朵，左右都拍了
几下，一开始小孩还有些委屈，

可能觉得小女孩拍他了，不乐意
了。可是，不一会功夫神奇的事
情发生了，师父跟小孩说话，让
他数数，数五个数，结果孩子真
的听见到了指令，而且真的发出
了声音，清晰的读出了数字。孩
子的父亲见状非常惊喜，感动得
扑通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感谢
李洪志大师。

一位早期跟在李大师身边的
学员回忆 ：一天我听到师父与
老学员谈话。老学员问票价怎么
定，第一次班是五十元，说真话
分给气功协会的提成后，所剩无
几，连费用都入不敷出，这次师
父的意见是老学员减半，那怎么
处理？师父顿时严肃起来，说 ：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知道
我们来干什么的？传法的！什么
也没有法重要！不要在钱上打主
意！学员不都是有钱的，这次新
学员照旧，老学员减半，二十五
元，至于气功协会的分成可以跟
他们协商。”听到师父的话，我
感动的只想流泪。别的气功师用
气功挣钱，一、两天的班就收几
百元，所到之处大吃二喝，住高
级宾馆，车来车往，派头十足。
而我们的师父吃方便面、住招待
所、没有小汽车、跟随的学员大
包小卷的背书随师父全国各地的
走，十堂课九天班下来只收五十
元，这次老学员还要减半。走遍
全世界能找到第二个人吗？

想一想，如果没有亲眼见证
这一切的奇迹，没有亲身感受
过修炼法轮功后百病全消，精神
矍铄的神奇，没有在日常的相处
中亲身体会到李洪志大师的高德
境 界，1999 年 的 7 月 20 日 会 有
那么多的人愿意放弃生死，去为
法轮大法去讨还公道吗？会有那
么多的人二十年来日夜不停的全
球讲述法轮大法被无辜迫害的真 
相吗？

修炼人也是人，也会怕，也
会疼、也会为失去家庭和亲人
哭泣，是法轮大法精深博大的内
涵，坚定了人性中的善，人性中
的感恩、正义、良知和勇气。法
轮功的修炼人二十年来在和平讲
真相的历程中，甚至超越了这些
人性中最基本的善念，其实他们
还真正的体悟到了 ：人高尚的道
德能铸就生命不灭的灵魂。

很多年以来，法轮大法弟子
就并不仅仅是为了法轮功的受迫
害而奔忙了，他们秉持“7.20 精
神”，为传播法轮功真相而奔忙，
正是这种为了真理而付出一切的
精神，让他们在二十年后见证了
天道的公正 ；见证了香港人的全
民抗挣 ；见证了台湾人民清清醒
醒的抛弃共产魔鬼 ；见证了西方
各国的民众在中共病毒的攻击下
逐渐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 ；见证
了神降猪瘟、中共病毒（武汉肺
炎）、洪水、冰雹、蝗虫、战争等
等灾祸以展现“天灭中共”天象在
人间表现的历史。

2020 年 的 7 月 20 日 更 注 定
是一个伟大而特殊的日子，在这
个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生
而为人，拥有人的高贵灵魂而坚
强，同时默默的追悼那些伟大的
殉道先驱，他们因坚信灵魂的不
死而勇敢，而今天的种种神迹也
在向我们彰显他们在神界拥有的
荣耀和力量。

“7.20 精 神”是 上 苍 赐 予 人
类的，这精神不仅仅属于法轮大
法修炼者，他们只是实践并超脱
了世间魔难的先行者，“7.20 精
神”属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踏着这块基石，拥有
走向美好未来、走向生命永恒的 
机缘。◎

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二十一周年

对“真善忍”金刚不动的正信
——“7.20精神” 光耀千秋 六月飞雪 天理人心

家教珍事：黎氏育儿，
深谋远虑！

杏林漫步 ： 
异人所传的治痈药方

一本奇书带来人生转机

“誠”字蕴天机

故事片《永恒的五十分钟》
揭示惊天大案 还原历史真实

香港气功师见证 
科学难以解释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