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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一心为你好  怎该将他麻烦找  

真象资料看一看  别再糊涂让人骗 
前后左右瞅一瞅  遭恶报的经常有 
心不正肠子歪  不定哪天遭祸灾 

不是我在吓唬你  这是给你讲天理 
弃恶从善别迟缓  真象大显已不远 

 
告警察 

邪恶警察少猖狂， 
逆天行事要遭殃。 

灾祸天天有， 
大难在后头。 
警钟已敲响， 
回头悟一悟。 

 
莫拿生命当儿戏， 
弃恶扬善来得及。 
若被名利挡眼睛， 
恶报下场受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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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新民谣 
真善忍，法轮功，上亿百姓皆信奉。 
健身体，修心性，国内国外享盛名。 
炼功人数与日增，江泽之民发妒忌。 
修炼者，人数众，超过党员怎么行。 
全国都信真善忍，我这核心做不成。 
修炼成果全不看，学员申诉概不听。 
国家宪法靠边站，独夫号令帮凶行。 
报纸电台齐造谣，军警特务都出动。 
不惜重金拨专款，各地均设六一Ｏ。 
搞承包，搞株连，强令放弃法轮功。 
坚修上访都坐牢，非法迫害滥用刑。 
活活打死算自杀，大法弟子把冤蒙。 
屈死亡灵三百余，还有数万困牢笼。 
开除公职罚巨款，家破流亡他乡行。 
邪恶上门逼表态，你说法好就不容。 
伎俩用尽难奏效，大法弟子心不动。 
身处危难发慈悲，苦口婆心劝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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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创始人李老师说： 
“告诉大家，中国大陆上所有

发生的一切天灾人祸，已经是针对
那里众生对大法犯下罪恶的警告。
如其不悟，真正的灾祸就将开始。” 

“目前所有对大法犯过罪的恶
人，在对大法弟子所谓的邪恶考验
中没有利用价值了的已经开始遭恶
报，从现在开始会大量出现。而那
些最坏的邪恶之徒将被利用到最后
一步，是因为还有大法弟子不断走
出来，邪恶的旧势力需要利用其继
续考验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那
些最邪恶的坏人还在逞凶行恶的原
因。” 
-----《大法坚不可摧》 

“无论谁迫害大法，他都是人
在跟神斗，最后的结果是明显的。” 
-----《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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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好了歌” 

法轮大法就是好，世人因此得救了; 
身体健康有多好，人病痛苦消失了; 
洪传大法有多好，人心归正变好了; 
你好我好他也好，勾心斗角没有了; 
人心向善有多好，灾难因此减少了; 
积德行善有多好，子孙后代有福了; 
头脑装有大法好，此人就能得救了; 
迫害大法可不好，此人地狱销毁了; 
大法弟子人都好，真相告诉世人了; 
他人得救有多好，救度心愿完成了; 
魔难结束有多好，千古奇冤昭雪了; 
真相大白有多好，新的宇宙展现了; 
亿万弟子修得好，缘归圣果回家了; 
记住大法就是好，你就能够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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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四川邛崃市城关派出所副所长王进，一
居居委会书记汪盐平，二居居委会书记李久莲，
三人狼狈为奸，毒打迫害大法弟子。2000 年下半
年，三人开车过南河大桥时车翻入河中，车毁人
伤。王骨折，汪、李二人昏迷两天两夜。2001 年
5月汪在家中洗澡时，突然暴死家中浴缸。查帐发
现汪贪污公款十几万元。王、李二人因涉嫌贪污
公款一并收审。 

15、四川省遂宁市中区原分水镇派出所所长
税朝建在迫害大法修炼者时狂妄至极，多次公开
叫嚣“杀人放火都不管，就要管法轮功”。此人在
一次车祸中多处骨折，事后半月，种种劣迹被告
发，终成阶下囚。 

16、去年元旦，新都县新民镇恶警尹显德无
理诽谤大法，诋毁、污蔑大法创始人，迫害大法
弟子。在一次去抓大法弟子的路上骑摩托车钻到
汽车底下，车毁人亡，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17、因积极参与迫害大法修炼者，最近四川
省仁寿县公安局局长张勇与副局长邓柏松，被撤
职，并被“两规”（一不能外出，二随时传唤随时
到）；仁寿县刑警大队长曾良军被下令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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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先生在今年阴历正月初三的一篇经
文《劫》中预言：“黯黯阴云几日浑 严寒尽
逝已见春 众生醒见惊心事 中原半壁覆沙
尘”。刚出正月，我国北方遮天敝日，风沙弥漫
达 17 个省，而且连绵不断，至今已达五次之多，
呈长盛不衰之势。据中国环保总局的一项估算，
仅在 2002 年 3 月 20 日当天，沙尘暴在北京地区
就降下约 3 万吨沙尘，北京居民人均收到 2至 3
公斤“黄天厚土”。内蒙的部分树木被覆盖，公
路被掩埋，西安的铁路不能通车。朋友们请想一
想，中国政府年年吹嘘植树造林取得很大成果，
几十年成果的积累，早该“森林遍地”，何来风
沙？难道树越植越多反倒不如过去？更何况远
隔万里、千里之遥的新疆、内蒙的沙尘直奔中南
海是何道理？难道这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除去风沙之外，北旱南涝蝗灾虫害遍及中
华。据新闻媒体报道，去年蝗虫遍布七省，今年
刚开春蝗虫便开始肆虐。更使人不解的是去年几
乎无冬，今春又几乎无春，阴历三月未到人们已
尽尝酷暑滋味。地处我国北疆的北京，温度竟然
达到 28 度多。有人惊呼：今夏可该怎么过吆 ？！  

“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
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正，乾坤正，
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精进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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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成都市抚琴派出所两男警，于 2001
年6月28日晚将大法弟子-----优秀教师徐芝
莲迫害致死。两月后这两名警察暴死。 

8、成都市抚琴派出所所长王征力，是上
例杀人事件的直接负责人，继该所两凶手暴死
后不久，王就被歹徒捅了 15 刀。  

9、成都市青羊正街派出所户籍李光荣，
40 岁左右，李气急败坏地问一位大法弟子：
“你还去不去北京？”大法弟子回答：“要去。
法正过来我就不去了。”李咆哮道：“法正过
来？！法正过来我都死了！”随后将大法弟子
非法关进拘留所。第三天下午，李忽然发烧，
查无病因，当天下半夜就死去了。  

10、乐山市中区公安分局国安大队三警察
犯罪归途遇车祸  

2002 年 4 月上旬，四川乐山市中区公安
分局国安大队三名公安送一大法女学员到资
中楠木寺劳教，于返回途中遭车祸，造成一死
两伤。其中，国安大队教导员杨光耀，男，47
岁，当场死亡。丁洋，男，30 多岁，脚断，
且吓得魂飞魄散，躺在医院里一直神智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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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6月 28 日是一个雨夜，被迫流离失 
所的小徐想回家看一下孩子和爱人。当晚 11点左
右，成都市金牛区抚琴派出所刑警包围其家，并
破门而入，当周围居民听到枪声赶去时，见到徐
芝莲头上满是鲜血。据说当时人还有气，可四个
警察提起小徐就往车上扔，说是把小徐拉到医院
抢救，但不准家属随行看护，第二天就通知家属
小徐死亡。６月２９日晚上，小徐的亲人见到了
她时，己被穿上了安抚院的衣服，脸油腻腻的，
看不出来有伤痕，鼻孔内有血，后脑勺有三个洞，
一直在流血。抚琴派出所不准将尸体带走进行尸
检。家属被告知：必须在３天内火化尸体，不许
办丧事，并拒绝开有关抓人手续和小徐的死亡证
明。  

在此正告一些以所谓“执行公务”为借口而
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不要以为“执行命令”就
可以成为你们行凶做恶的保护伞，须知善恶有报
是宇宙的真理，人做的坏事都得自己去偿还。当
年的纳粹战犯，文革中“四人帮”的帮凶，有谁
逃脱了被审判的下场？而且，还有地狱无限的痛
苦在等着你们！及早回头，不要成为江泽民的殉
葬品！（现迫害该弟子的恶警已遭报，见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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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视大法，主动去撕讲真相的不干胶资料，第一
次撕时，绊一跤；第二次撕时，又摔一跤；其人
还不醒悟，撕第三次时，摔在地上起不来，抬回
家成了植物人。  

12、四川彭州市思文街村的吴洪，在家门口
拾得一份真相资料，交派出所“请功”。所长当场
发给他一红袖套叫他专抓法轮功，并答应给他奖
赏，还安排工作，吴高兴极了。事隔两天吴游泳
回家途中，突然头痛无比，活活痛死在路上。  

13、四川德阳广汉市北外乡产生村治保主任
唐尧建，迫害大法大法弟子后，得暴病住进医院，
花了一万多元钱。 

这里再次提醒那些对大法心存仇恨的人，放
下仇恨，善待大法及大法弟子，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要等到真相大白之日时，再后悔就真的来不及
了呀！  

14、2000年初，四川宜宾某国营大厂，有10
多名大法弟子进京上访后被抓。被厂里派去北京
把大法学员押回的保安遭现世现报如下：一人以
借钱为名敲诈大法学员 500 元现金，结果当晚暴
死于赌桌上；另一保安腿无故不能正常行走，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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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
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
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
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
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
军人也没有因此逃脱。据说军队也按同样的模式
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
也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摘自《孙维世的故
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
难道这么快你们就忘记了这段历史了吗？尤其是
那些北京的公、检、法人员们。也许你忘记了，
那么夜深人静时就请你回忆一下这段历史，也许
你没听说过，那么就请你问一问那个时期在北京
公、检、法岗位上工作的前辈们，也许你可能根
本就不相信这个事情的存在而一意孤行，那么请
你想一想陈毅元帅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
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刘传新的自杀不就是这段话的最真实的写照吗？
而那些被处决的打手们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是
否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了呢？毕竟历史的发展是
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江泽民、罗干、曾庆红一伙穷凶极恶，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几尽疯狂，使整个中国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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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此期间，此人紧随江氏，指挥爪牙抓、关、
判大法弟子。终有此报！ 

3、四川双流县九江镇党委书记付德其，经常
指使派出所和治安室警员迫害大法学员，2000 年
腊月的一天，驾驶一辆几十万元轿车与一辆大汽
车相撞，致使其当场昏迷，双腿撞断，血肉模糊，
惨相难言，现己瘫痪在家。其妻同时被撞成重伤
住院。当地老百姓说：咋不报应嘛，背后整法轮
功，暗地吃黑心钱，真是现世现报，活该！ 

4、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委副书记林某曾为区
“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充当镇压大法
弟子的打手，当众焚书毁碟，于2001年8月死于
肝癌，据说死前苦不堪言，枯瘦如柴，不成人形。 

在此，我们奉劝那些还在死心塌地为江氏邪
恶集团卖命，疯狂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人：该
清醒了，不要为了短暂的利益，而作了江氏的陪
葬品，毁了自己永远的未来。 

5、成都市白寿路7号3院8幢4单元12号
温国刚，是成都市农牧局离退休干部。2001 年 5
月前夕，温途遇两大法弟子散给他一份真相资料，
他忙交到白果林派出所，在回家路上，温突然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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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轮功不择手段的镇压，令世人震惊，天神愤
怒。上苍屡显异象以警示世人，使很多有识之士
从梦中惊醒，与江罗集团决裂。但也还有不少人
受长期的片面狭隘的实证科学的教育，与长期养
成的用政治斗争眼光看问题地实用地利己主义
地认识事物的方法，仍然人为地设置屏障，对法
轮功的真相不视、不听、不信。自以为聪明，实
则是愚昧，把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  

纵观历史，每当一个政权变坏，对内镇压对
外侵略，滥杀无辜的时候，上天即显灾变。北宋
奸臣童贯当权，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宣和四
年五月，当他统帅三军北伐征辽，将士集结雄州
时，突然狂风大作，折断帅旗，同时发生地震。
童贯不顾天的警告，一意孤行，导致全军覆没，
童贯被送上了审判台。北宋从此也一厥不振。
（《中国地震报》1989、6、11 版）  

中国古代的圣者贤人都讲天人感应，天象的
变化会带动人世的变更。大概您能记得（或听说）
76 年的吉林陨石雨、唐山的大地震和大白天出星
星，正应了毛泽东的去世。1987 年西安、新疆等
天空出现了五个太阳，后来胡耀邦下台，中央又
选出了五个新的常委。1989 年 6 月 24 日下午三
时左右，在太阳的左上方出现了一颗亮星，同时
在天体的东方又出现了六颗星。此时中央正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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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惊又喜，对亲友及病房的人讲：“是不是法轮
功的师父管我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第
二天他对医生说他的病好了，医生不信，说不可
能，是回光返照，再观察几天。几天过去了，老
人的病真的好了，老人出院了。  

 
后记 

江泽民集团强迫中国政府尤其是公安政法系
统动用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行罄竹难
书。许多公安和警察在无知和利益的带动下对法
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造下了还不尽的罪业。“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待到报时，一切全报”。
现在每天都有许多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恶报，但
是江泽民集团不敢公布恶报的实际情况，继续蒙
骗公安和警察为其卖命。我们从一些零星报导中，
也可以看出来一些情况。经初步统计，从 2001 年
5 月 1 日到 2002 年 3 月 7 日不到一年的时间中，
法轮大法明慧网(www.minghui.org) 报导了至少
850 个善恶有报的，姓名住址及工作单位俱全，
其中迫害法轮功最凶残的东北三省，以及河北、
山东等情况最多。以下再举数例其他省份恶报的
例子，以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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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副省长、省人大
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校长郑培民，是江泽
民集团在湖南迫害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急先
锋，于 2002 年 3 月 11 日在大陆全国人大会议期
间暴死在北京城。  

另据一位人大代表在小组发言中透露，平均
每天有 1.3 名警察死于非命，大部分都是由于积
极参与迫害法轮大法而造成的。  

辽宁省铁岭县横道乡派出所张恶警，经常污
蔑大法，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打手。后突然身患绝
症，痛苦而死。死亡时尸身其它部位尚完好，只
有嘴部溃烂，惨不忍睹。他经常嘴里污蔑大法，
结果报应到嘴上。  

黑龙江省宝清县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韩广庆，
两年来在迫害大法弟子中，曾遭车祸致骨折，仍
不知改悔，继续迫害大法弟子，结果在 2002 年春
节前突然暴病而亡。  

北京恶人刘柏祥，自 1999 年至 2001 年长期
被江泽民集团利用来监视、打击、迫害大法弟子，
充当邪恶势力的工具。大法弟子多次对刘讲明真
相，劝其不要相信邪恶的诬陷宣传，不要愤恨大

事实证明善恶有报是天理 

 
14

市被非法关押的近50名大法弟子全部无条件释放。  

2、好样儿的经理！一大法学员是商场营业员，一
天公安对经理说要找该学员，经理回答：“你找她干什
么？她可是我们商场最好的人。”公安说不出话来，悻
悻而去。交柜台租金的时候到了，只收大法学员一半
租金，有人找到经理也想减租，经理理直气壮地说：“你
怎么能跟她比？她是炼法轮功的，你敢炼我也给你
减！”  

3、“今晚就放你走！”一位大法弟子对看守他的警
察讲真相，警察说：“我看了不少你们的真相材料，讲
得很有道理。你们都是好人哪。”又说：“我今晚就放
你走。”“你放我走？你怎么办？”警察说：“我自有办
法。不瞒你说，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你们有功能，能脱
手铐，有好几个人从这里跑了，局长都知道，只好不
了了之。上次我就放了一个，他也没说什么。”“谢谢
你的好心，你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警察打开手铐，
亲自送到门口，目送他而去。  

4、拒绝“嘉奖”。2001年４月长春市公安局为给
下属单位头头打气，用给个人立功嘉奖手段鼓励他们
加大力度迫害大法，每个单位给一个立功名额，嘉奖
1-3个名额，当时就有七个派出所所长和科长拒绝。某
一所长讲：“法轮功是政治事件，早晚要平反，将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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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 
——写给中国大陆所有参与残酷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公检法人员 
【明慧网】自 99 年 7 月 20 日江泽民一伙一

意孤行，驱使广大公安干警残酷迫害法轮大法学
员以来，打压逐步升级，已导致几十名大法学员
被折磨致死，伤者无数，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
破人亡。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公、检、法人员都在
各自的岗位上充当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为了眼
前的利益，有的人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性，还有的
人麻木不仁，不管对与错，愚昧地执行上级命令。
可是在内心深处你们可曾意识到，你们迫害的是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道德高尚的大法学员，你
们用那些难以用笔墨形容的世间酷刑对待这些善
良的人们，你们的手上蘸满了他们的鲜血，你们
正在以执法者的身份践踏着法律的尊严，执法犯
法。 

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恶人当道，颠倒黑白
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难道没有给人们
留下任何教训吗。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把一个中国
搅的天翻地覆，好人蒙冤，甚至多少国家领导人
被残酷迫害致死，可这些参与迫害好人的公、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