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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就是好， 

江氏迫害不动摇， 

三年多来压不倒， 

受益太多舍不掉。 

江氏迫害法轮功， 

报纸电台跟起哄， 

三年多来修者众， 

不好谁炼法轮功? 

强权迫害法轮功， 

报纸电台造假空， 

真相实情一律封， 

偏听偏信如何清? 
 

法轮大法就是好， 

三年迫害压不倒。 

善良人们请思考， 

迫害大法前七年， 

报纸电台都说好， 

如今却跟江氏跑， 

歪曲真相把假造， 

如果大法真不好， 

不待打压早散了， 

迫害三年谁敢要? 

十年洪传走世界， 

修者日众皆知妙， 

是非真假兼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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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 
四川迫害大法恶人遭报录 

 

 

 
 
 

 
 
 
 

 
 
 

 

 
 

请传阅，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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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众生，快清醒，莫被谣言迷本性。 
千载难逢好机缘，宇宙大法度众生。 
人间冤案有昭日，破坏大法天不容。 
多行不义必自毙，善恶终会有报应。 
天网恢恢疏不漏，邪恶除尽天理明。 
 

法轮大法洪传世界 
法轮功在世界各地深受喜爱得并到广泛

洪传。目前，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澳
洲已有五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亿人修炼法
轮功。各国的省，州，市的各级政府给予法轮
功的褒奖已超过七百多项。《转法轮》等书已
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发行量已超过一亿册。目
前在台湾修炼人数估计已有十多万，其中包括
知名学者，教授，主治医师和各行各业的人士。 

欲知详情，请用代理服务器（可用搜索引
擎查找使用）绕过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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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善歌 
修炼人，了不起  有了矛盾找自己 
不图物，不贪钱  不喝酒，不抽烟 
如果人人都修炼  社会风气准转变 
请你用心想一想  与世无争怎反党 
反右文革咱经过  哪次运动没搞错 
搞批斗，喊打倒  一旦平反都叫好 
如今社会成啥样  你我心中都有帐 
黄毒赌斗总不断  贪污越打越泛滥 
对外软来对内狠  专整百姓善良人 
只因上访说真话  关押打骂还抄家 
打死不让见尸体  苦问恶警啥是理 
多少人被迫离家走 留下老幼难糊口 
人心都是肉长来  拍拍良心想一想 
“真善忍”有啥错 逼得人家没法过  

人生在世要讲善  落井下石是坏蛋 
善有报来恶有报  自古谁人能跑掉 
“真善忍”是天理 迫害此理罪滔天 
大法弟子走街巷  冒着生死讲真象 
劝人分清好和坏  以免将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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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副教授张川生 
因修炼法轮功被警察活活勒死 

成都大学经济与法律系副教授张川生，54岁，
2002 年春节前夕，偕妻与六岁幼女回雅安老家过
年。刚回雅安第二天，即大年三十，成都驷马桥
派出所及成都大学领导追至雅安，将他强行抓走。
张的家人请求允许张吃了团圆饭再走，但被拒绝。
随之警察以张川生“利用 X 教组织，破坏国家法
律实施”将张刑事拘留，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
仅过了几天，张的家人接到驷马桥派出所通知“张
川生因心脏病死于 2 月 15 日上午九时”。  

张川生的尸体脸青黑紫肿，脸边嘴角血痕斑
斑，脖 子上有二指宽青紫色深度勒痕。当张的家
人问及原因时，警察说“他的手握成拳头，我们
是为了扳开他的手，不是故意打他、勒死他。”
随之恐吓张的家人说， 谁敢说出张川生的死因，
他全家人都别想活了。  

许多普通群众对法轮功学员为何不在家安静
自修而非要去上访表示不解，张川生被勒死的事
件也说明，江泽民集团是不可能给法轮功学员一
个在家安静修炼的环境的。  

至今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已有 416 名法轮
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至 200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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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迫害大法恶警遭报录 
1、江朝林，四川省 610 办公室副主任，

于 2002 年 4月 12 日凌晨遭报应。在绵竹回成
都的途中，车开到什邡至广汉的路上，发生车
祸死亡，而同车的司机只受轻伤。 电话：
02886301004  

2、成都市二仙桥派出所副所长陈建钢，
迫害大法弟子多人，于 2001 年 8 月 28 日接电
话时，突然一头倒地当场死亡。  

3、成都市跳蹬河派出所前任所长，是迫
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年龄仅 40 岁突然死亡，
引起警察恐慌。  

4、成都市镗钯街派出所副所长晏斌，在
本辖区会上诽谤大法，36 岁现已患鼻咽癌晚
期。  

5、成都市石人派出所前任所长，迫害大
法弟子，与其妻（怀有身孕）外出旅游时车毁
人亡，祸及全家。  

6、成都市白果林派出所前任所长肖圆寿，
多次迫害大法弟子，于 2001 年 11 月患癌症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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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页）一个连信仰真善忍的人都要镇压的人群，
日子岂能好过！若不醒悟，继续跟随江罗破坏、
抵触宇宙大法，何止风沙酷暑。当正法之势到来，
一切定格，破坏抵触大法的坏人就要尝尝“人不
信 全来到 天开口 大地烧”（李老师新经文
《预》），形神全灭的滋味。那时，才知好人言
之确确，然而悔之晚矣！ 

 
夜半枪声 

------抚琴小学优秀教师徐芝莲女
士被害经过 

徐芝莲，女，现年 31岁。成都市抚琴小学教
师，任职期间工作敬业，教学认真，学校和家长
反映都很好，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曾荣获徐特
立教育研究所＂兴华杯＂中小学教师论文类优秀
奖。  

徐芝莲是一名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96年得
法修炼，一直坚修大法。2001 年 2 月小徐在课堂
上课时被当着学生的面戴上手铐抓走，随即被关
押于成都市抚琴派出所。后来小徐趁警察不注意
时，从派出所走脱。此后小徐就有家不能回，在
外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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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娟，女，20 多岁，手断，内伤。对这些人
的下场，一些内部人都已明白遭到恶报，因为
大法弟子早就告诫过他们。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以上事例正
印证了此天理。也再次印证了法轮功创始人的
诗：“邪恶之徒慢猖狂，天地复明下
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
秋更凉。”(《秋风凉》) 

奉劝类似人员及早改恶从善，不要再替腐朽
邪恶的当权者赔命，好自为之，否则后悔晚矣。 

11、四川攀枝花市向阳派出所所长唐文是迫
害大法弟子的打手，现已遭报，于2002年3月开
车外出途中，车毁人亡，该所不给开追悼会，怕
消息外露。 

12、四川广汉向阳镇镇长肖健，在迫害大法
弟子的第二天开车出车祸，其父当场死亡，其妻
重伤，肖本人胁骨断裂，大腿开放性损伤。一人
作恶，祸及家人。  

13、四川广汉市看守所男警谢春祥，迫害大
法弟子，2001年12月15日被一辆沙车撞死，死
相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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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撤赵换江，正巧选出了六个常委。邓小平不在
常委却凌驾于常委之上。天象人事如此巧合岂是
偶然？  

那么天上的异象能感应人事，人间的奇冤也
必会震动上苍，请看《窦娥冤》一出戏中的窦娥
的几句道白：“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
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果然，天不
负窦娥，人头未落地，六月天下起了鹅毛雪。  

而今，江泽民一伙对一群以修真善忍为本的
善良人，实施残酷的镇压，此冤之大，空前绝后，
残绝人寰（据公安内部消息已迫害致死1600人），
远远超过窦娥，老天的警示也不只是六月雪。  

1999 年 6 月 13 日两办通知出台的同时，江
泽民就在幕后发出了镇压法轮功的信函，6月 14
日北京郊区立即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同年的冬
季小雪节气刚过的第二天，全国大部地区电闪雷
鸣，上天恰似在愤怒地向世人诉说着法轮功及其
创始人的冤情。2000 年春，北京举办诬蔑法轮功
的展览，从开始到结束，狂风卷着沙尘怒吼着直
扑中南海，数日不停。2001 年 6 月石家庄下雪达
1尺厚。同年三九寒冬，南昌、上海等地风雷暴
雨，夹杂着冰雹从天骤降，完全是夏候天气。这
种寒暑倒置，岂不是在起诉着江氏的倒行逆施和
警示着世人的阴阳倒悬、好坏不分、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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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四川省广汉市高骈镇派出所长陈家军、
马部长为了一己私利，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千
方百计的搜、刮、抢大法弟子的财产。今年二月，
陈家军、马部长及几个恶警又到处去抓大法弟子，
还想再捞点过年钱，在抓捕途中出车祸，警车碰
上电杆，车毁人伤，腊月三十，两个恶人还在医
院里挂吊瓶、输氧。  

另该所副所长李汉青，也因迫害大法弟子，
40多岁就患肝癌死去。 

二、其它迫害大法恶人遭报录 
1、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镇长钟某自 99 年

7.22 以来多次伙同公安迫害大法弟子。今年４月
被委任为镇长后，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但善恶终
有报，8月2日晚上9：20，钟某乘坐的一辆桑塔
纳在穿越铁路道口时，被疾驶而来的火车撞得凌
空飞起十多米远，同坐的青白江区大弯镇党委书
记陈元伟重伤，36岁的钟某当即死亡。 

2、2002年1月13日晚，中江县县委书记、
代理县长韦先敬驾车由什邡返回中江，在中江县
境内汽车冲下山崖，命丧黄泉。此人在到中江工
作前任什邡市市委副书记，并分管什邡的迫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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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可是黑暗却阻挡不了黎明的到来，正义终
将战胜邪恶，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有些清醒的
公安干警在执行上级指示参与镇压法轮功以来，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认识到法轮功学员都是老
老实实、思想非常高尚的本分人。并经过调查发
现，政府宣传的“法轮功参与政治，敛财，有严
密组织，危害社会”均不属实，从法律角度上看，
迫害法轮功更是不合法行为。那些没有清醒的、
仍然在残酷迫害大法学员的公、检、法人员们，
你们扪心自问，法轮大法学员真的违法了吗？你
们执行公务时，把这些真正的好人当人看了吗？
看到大法学员的鲜血蘸满你们的双手，你们就那
么心满意足吗？你们现在不正是在执法犯法吗？ 
真诚的希望作为执法者的你们能用自己的眼睛去
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凭自己的良心去真
正维护法律的尊严，不要以一纸命令作为执法犯
法的借口，更不要纵容了自己的兽性，在错误的
方向上一条道走到黑，以致作法自毙，当了某些
人的赔葬品。 
 

* * * * * * * * * *  

 

以江泽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长达三年的

上天的愤怒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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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抢救无效死亡。 

6、成都市成华区区委政法书记郝武元，善恶
不分，诋毁大法，现已患绝症，余日无多。可惜
仍不明是非，盲目效忠江氏政府，自毁前程而不
知醒悟，可悲！ 

7、成都市莲花小区居委会左某前段时间积极
参预迫害大法，协助恶警监视大法弟子，在他们
辖区内将汤云霞等四名法轮大法弟子强行从家中
抓走。左某日前执行公务时被一男子将其推倒造
成骨折，遭到恶报。在此我们正告邪恶之徒：凡
迫害法轮大法者必遭恶报。望天下善良的人积德
行善，远离邪恶。 

8、四川眉山车辆厂职工胡海青，在当地电视
台诬陷大法，2001年7月胡操纵吊车开关时，虽
戴手套仍被电击而亡。 

9、四川彭州利安乡雷音村九社村民陈继顺，
烧毁其母大法书籍，不久陈四根手指被电锯锯断。 

10、四川彭州市蒙阳镇十五村书记罗世元， 
写标语诬蔑大法，八天后其小孙子在学校游泳池
被淹死。祸及子孙。  

11、四川彭州市三界镇原党委书记陈守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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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员最后结局如何呢。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央对那些迫

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进行内部清查。新
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
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
道。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
的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知道那些
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
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
训员。对他们内部审讯之后秘密枪决，王震和冯
基平亲自去监场。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冈山时
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
正式文件，以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
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
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
刑或变相体罚。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
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
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宣传。据说北京公安
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
是宣布因公殉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
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
管犯人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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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跛行，经多方医治都无效，至今未好。  

15、成都成华区圣灯乡长林村村民张忠发，
撕毁大法传单，后来一个明白真象的人告诉他破
坏大法传单要遭报的，他还恶言相向。不久遭到
报应，得了脑溢血偏瘫住在四一六医院，在痛苦
中偿还他对大法所干的一切坏事。此人本来家贫，
现已花去一万多元医药费。 

16、上课诽谤佛法，出门遭遇车祸    四川安
岳县希望小学教师刘明刚12 月 23 日上课时，魔
性大发，讲了许多诬蔑大法的坏话，回家途经丝
厂时，出车祸肋骨被撞断3根。 

17、一人做恶，家人遭殃    新津县龙马乡一
综治干部胡根全，近两年来专门收集诬陷法轮功
的材料。在多种场合中扬言：“对炼法轮功的人要
往死里整。”结果21岁的女儿遭车祸惨死。 

三、生命的觉醒（略举几例）  

1、好样儿的市长！某市市长在通过自己近两年的
观察，思考及了解“法轮功”真相之后，发现法轮功
学员重德行善，注重心性修炼，没有暴力的倾向，根
本不会对治安造成威胁；相反，关押一个法轮功则造
成近百人的不安定。所以，该市长通过各种途径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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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刘仍然执迷不悟，2002 年 1 月 7 日突患脑瘫
身亡。  

山东省栖霞市苏家店镇卫生院院长孙玉军，
自 1999 年 7 月以来，密切配合江泽民集团疯狂镇
压大法。于 2001 年 10 月 9 日晚在回家途中遇车
祸当场丧命，死相惨不忍睹。  

辽宁省营口市熊岳镇许文涛，专门暗中跟踪
监视大法弟子，举报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活动，在
2002年 2月 7日向派出所告密回家途中遇车祸当
场死亡。许文涛的恶报之死使许多人警醒。  

青海省格尔木市安全局局长曹栋，恶毒迫害
大法弟子，凡发现格尔木市有真相材料就操纵恶
警们将他们知道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全部关押一个
月。后曹暴病身亡，死前被诊断为肝癌、胃癌、
肺癌，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  

⋯⋯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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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嘉奖就是罪证。”某一副局长也讲，“政府一开
始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死了那么多人，抓了那
么多人，总该有人负责吧！法轮功一定会平反，所以
绝不能要那东西。”目前有很大一部分大小头目不敢乱
来，怕报应。  

5、“你快跑啊！”一巡警在天安门广场上搜查一大
法弟子资料，小声说：“你快跑啊！你快跑啊！”  

6、“我可不要这地狱报到的钱！”一巡罗大爷受媒
体欺骗宣传，敌视大法，一天姐姐叫他到家里看大法
真相光盘，分两次看完后大爷吃惊地说：“原来你们是
被诬陷！这个政府太可怕了！”不久有一天，他对姐姐
说：“你多注意点，居委会主任让我抓住一个贴、发真
相的，给我现金千元，我可不要这地狱报到的钱！”我
和家人都为他生命得救而高兴。 " 

7、“绝不做没良心的事！”成都一住院老人
病势严重，医疗费用尽，将被医院停药。一记者
对老人讲：“你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练出来的病，
医院就不停你的药。”老人说：“我没炼过法轮
功，我都病得这么重了，还做这么没良心的事？
太缺德了。”老人断然拒绝。当晚老人想小便，
就去上了厕所，回来后一想：“我今天怎么了？
我是下不了床的人，今天怎么自己上厕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