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功发东西 我也要一份 

 一日 一个大法弟子到批发市场散发

真相小册子 很多民众都愿意接受 旁

边一位老人问 “那儿干什么呢 ”

“是法轮功发东西呢 ”老人连忙上

前 “给我一份 这真是大法弟子 小

伙子小心点儿 ” 

►大法神奇 坠桥无碍  
甘肃 今年 5月 22 日约 11 点 某镇

的大法弟子 A下班回家 走过一铁路桥

时 因脚下水泥板一头损坏 她摔下了

七 八米高的桥底 同事将她送进医院

经检查 40 岁的她一切正常 医生觉得

不可思议 同事议

论纷纷 法轮功太

神奇了   

    更令人不可

思议的是 第二

天 当地派出所电

话通知单位保卫

科 你单位大法弟

子 A 跳桥自杀 5 点左右报社记者要来

采访 保卫科都觉得这谎撒得也太过份

了 遂拒绝了警察的安排和记者的采

访   

    此事在当地传为笑谈 明白人也从

而看清楚了 原来媒体喋喋不休地造谣

就是这么来的  

►悔恨劝世 
四川 某市广播局的杨某某 曾患肺

癌等疾病 炼法轮功后疾病全消并积极

弘法 在江泽民杀人集团1999年 7月镇

压法轮功后 在巨大压力下被迫放弃了

炼功 后来疾病缠身 痛苦万分 在临

死前他给他的亲人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是 你们一定要炼法轮功  

►提醒狱中大法弟子的家属  

    提醒外面的大法弟子或一些在看

守所 监狱 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

的家属们今后在探视被劫持的大法弟

子时 不要往里送钱 好的衣服等 即

使见到狱中送出来的条子 信件也不要

配合 因为这些要钱 要物的条子有两

种来源 1 狱中的牢头 狱霸模仿咱

们同修的笔迹写的 2 强迫咱们同修

写上去的 钱和一些好物品送去根本不

可能转给大法弟子 而是被某些恶人所

侵吞 监狱 看守所等的环境黑暗得让

人无法想象 这个真实情况是近来从看

守所出来的大法弟子讲的 希望转告大

家 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

恶的命令 要求和指使  

►青年讲师被非法判刑 13 年 
新疆 大法弟子周根正 现年36岁

是新疆工学院教师

因坚修大法 于2000
年7月被校方开除 最

近被非法判处有期徒

刑十三年 庭审期间

周根正拒绝法庭为他

指定的律师 他写出

长篇抗议材料并义正

词严地告诉法官 “律师是做有罪辩护

我是无罪的 ” 震撼天地的正气令恶人

颤栗  

►青岛有线电视台小字幕 

凸显江泽民集团对真相的恐惧 

山东 自 3 月份长春大法弟子成功插

播有线电视之后 青岛有线电台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断在电视节目的屏

幕上出现小的字幕 如果电视信号出

现异常或中断 请立即拨打 xxx 或者与

青岛电视台联系 电话 xxxxxx   

    继长春警察 暗探被派守电线杆之

后 目前青岛各街道 居委会也多了一

项 任务 天天检查有线电视线路

惟恐老百姓知道法轮功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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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人 请珍惜

传阅这份来之不易

的真象资料 再莫

被谎言所欺骗  

明慧网 曾几何时 我的心时时

被一种无以言表的感受感动着 几

次提起笔 想写一篇关于大法弟子

的文章 由于种种原因只是迟迟未

动笔 今天我终于以平静的心态向

那些还在受中国媒体所蒙蔽的世

人真实地讲述大法弟子的好和他

们的伟大壮举   

    初与他们相识 只觉得他们待

人真诚 为人直率 善良 对人宽

容和大度   

    我生性孤傲 从不轻易和陌生

人打交道 我能够真正去接受他

们 以至于后来去了解他们 再后

来是理解和帮助他们 都是缘于一

件小事 那是某年的春天 虽说春天已

到 但刺骨的寒风依然使人冻得直打

哆嗦 就象现在 正法进程虽然已到了

最后时刻 但邪恶的旧势力依然发疯

似的对善良的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的迫

害 有两位大法弟子租住我楼房的下

层 他们在夜间出来上厕所 风把门吹

得关上了 不能进屋 他们为了不影响

我们睡觉 硬是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冻

着 直到第二天凌晨 隔壁的婶婶喊

我 并告诉我此事 听到这 我很震惊

内心深处被他们触动了 当今的年代

还有这样一心为别人着想的人 我突

然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后来 他们告诉

了我真实身份并让我了解大法和大法

被迫害的真相 我才明白 大法弟子的

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是按照宇宙的

法理真善忍的要求去做的 他们是人

间的楷模 是这个时代人类的骄傲  

    自古就有邪不胜正的说法 大法

弟子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 所遭受的

魔难和恶警对他们的身心摧残是常人

难以想象的 但大法弟子的正义之举

也使江泽民一伙闻之胆寒 神圣的大

法弟子呀 你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

热血和生命在维护和捍卫宇宙大法

呀 而可怜的世人为何还不警醒呢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必须离

开这里 当他们告诉我要走时 我只觉

得心中一种无言的痛 我一人悄悄上

楼 任泪水长流 我深知 这眼泪包含

的不是常人的情 他所包容的内涵只

有对大法弟子有所理解的人才能深深

领悟 他们走了 留下我对他们无限的

思念和牵挂 还有那美好的祝愿  

真心渴求大法的立陶宛孩子 

这种伤天害理的钱你真的想挣

吗     自去年以来 我们连续看到多

起警察利用“开锁大王”撬门砸锁 无

端强行抄家 绑架大法弟子的案例 一

些大法弟子或被抓 被非法判刑 妻离

子散 或被迫流浪在外 有家难回

这些后果 都是你用

一技之长帮助恶警完

成的 你起的作用是

至关重要的 这件事是警察都不能办到

的 如果他能办到还能找你吗 所以

你负有严重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一点

你会有感受的 也许你说是为了挣钱

可挣钱就什么事都干吗 这种伤天害

理的钱你真的想挣吗 善

恶有报是天理 不管你信不

信 古往今来 身前身后 善

恶有报的事天天都在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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