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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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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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捍卫着大法，慈悲善念救度着世人，其中也包
括着你。为此他们被打得皮开肉绽，折磨得死去
活来，被逼得流离失所，他们甚至失去了自己的
生命却依然无怨无悔。善良的同胞们，难道我们
面对他们的大善大忍不能有一点良知吗？ 一个
国家，一个社会，人民没有最基本的信仰权力，
真善忍有罪，假恶暴横行，它能够长治久安吗？
每个人身在其中，会有真正幸福的生活吗？当法
轮功受迫害时，其他中国人都漠不关心，没有人
主持正义，谁敢保证某一天类似的不公与残酷不
会落在您身上？到那时，您向谁呼救呢？  
问：我该怎么做？ 

如果您已经了解了真相，那就请你坚持自己
的善念，不要再不负责任地对法轮功心存怨恨，
同时不要再参与到批判法轮功的运动中去，我们
希望越来越多的好人真正地清醒过来，多了解法
轮大法，怀有“法轮大法好”这一念，把“真、
善、忍”深深记在心中，你就可以做新纪元的主
人，了解真相后请告诉您的孩子、父母、和亲朋，
也是在救度他们，这才是真正地为他们负责。国
家干部、公安人员利用便利的条件去帮助大法弟
子，会给自己积下无量福德。 

法轮功真相简编 

 
3

生的大事就是开始镇压以真善忍为修炼原
则的有上亿人习炼的法轮功。   

也许您还不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
志先生于今年 1月 22 日和 31日分别写了
以下两首诗，道出许多天机： 一首诗的题
目叫“劫”，这四句诗是这么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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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首叫
“淘”，这首诗是这么四句话：“天倾地
覆落沙尘，毒害凡世几亿人，慈悲救度知
多少，中原处处添新坟。”  

善恶有报是天理，它不会因人的意识
或是否相信而改变的。尽管近年大面积加
强绿化，沙尘暴反而突增，已经是对此理
的验证。迫害正信天理不容呀，迫害一天
不止，天灾人祸就会不断。沙尘暴也在慈
悲警示着恶人及被蒙骗者，不要再迫害大
法及学员，在更大的灾难来临之前，赶快
悬崖勒马。而善待大法弟子者、相信法轮
大法好者，这些天灾人祸都不会对你有实
质性的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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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人所敬仰的人群呢？这些人就是法轮
功学员。 

在当今这样天下混乱，而宇宙大法在
人间流传的社会（天象）气候下，法轮功
学员牺牲了他们的一切只为告诉您一个真
相。他们将成为未来人们的英雄，将永远
在未来的中国文化和世界历史中记载。我
只希望帮助提醒您，你也同样愿意在未来
人的记忆中留下积极的印象。你也一定听
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请别忘
了您的未来遵循同样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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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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有那么多的机会走进他们的世界，
了解他们，可还是未能良心发现。做出了
许多许多令人唾骂的坏事来，极大地伤害
了他们的身心。直到目前看到扑天盖地的
揭露国家公安机关恶毒残害法轮功学员的
事实真相材料后，我才开始对自己的过去
进行理性的思维，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做
的一切确实违背道义，是在执法犯法，所
犯下的罪过也是不可饶恕的。对此，我作
为一个国家的公安干部，如何也无法向党
和人民作出交待。我只能算个警察，而不
是人民的警察。人民的警察把人民的利益
看得高于一切，且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
惜。然而这一年来，我又做了些什么呢？
我头上的国徽沾上了多少法轮功学员的鲜
血？他们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多么可爱可
敬可亲的人啊！多少天来，我一直陷在极
其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无论如何也无法
原谅自己的罪过，懊悔自己为什么没能听
信良言相劝，一意孤行，不辨良莠，在利
益的蛊惑中膨胀着自己的兽性，变得不可
理喻。 

我总认为自己聪明过人，活得明白风
光，虽刚步入不惑之年，但事业有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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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它，我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人的。
带着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们的国土，
为了你们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这一副外
族的面孔和纯净的心能够唤起你们心中依
然存在的善良。请不要追随江泽民和他的
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这对你们真的不好。 

修炼的概念深深地扎根于你们中国的
文化，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抹掉了。
但是即使在那样一个灰暗的岁月里，法轮
功依然静静地流传下来了。许多年以后，
我们伟大的师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给了
中国人民。你们和我都为中国的文化而且
骄傲与自豪，这种自豪有着千万年的渊源，
与任何当今的执政党没有关系。 

法轮大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
和最最纯净的而璀璨的文化。今天的每一
个人都向往着人的自由和解放，然而这种
解放来自于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法轮功教
给了我们这一过程。这种解放叫做开悟。
没有必要去命令或付钱请别人来修炼。每
个人其实都向往自由和开悟，只不过不是
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 

这么纯净的东西自然会大受欢迎，也
自然会受到当权者的注意，然而法轮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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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创始人的无限敬仰之情，我感觉到他就
像传说中的上帝一样圣洁慈爱，并正在用
他的圣灵抚慰着我冰冷麻木的灵魂。 

我知道自己的罪孽太深，不能成为这
浩荡修炼大军中的一员，我更知道自己的
佛缘浅薄，不能成为李洪志大师的弟子，
但我的心已被法轮功的真善忍彻底融化
了，沉浸中，我分明听到来自遥远的深慈
的呼唤，并诠释了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音符。
此时此刻，我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我突然间明白了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有那么
高的道德修养，为什么会有无私无我，先
他后我的境界，了解了他们为什么前赴后
继，舍身忘我，执意到北京去，他们不是
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啊！！！如果我
们仍然执迷不悟，置他们的良苦用心于不
顾，反而无理智地打压他们，那我们的良
心何在？我们的人性何在？公理、天理又
何在？ 

道路是自己选择的，不要再欺骗自己，
不要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要再一错再错
下去了。天意难违，何必为一时虚荣，而
助纣为虐，冒天下之大不韪呢？！请相信，
终有一天，我会勇敢地把那些见不得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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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除教养院之外，各地民政局下属的收容
所、公安局下属的看守所、行政拘留所、戒毒
所、甚至专门收容妓女的收教所，也都被“6.10
办公室”命令用来关押、迫害、虐杀法轮功学
员。  

“610 办公室”明目张胆地执法犯法，危
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是纳粹盖世太保
一样的官办恐怖组织。所有的事实表明，江
罗邪恶集团实施的是法西斯暴政，江泽民就
是象纳粹一样“依法治国”的。 

 

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  

致所有的中国人： 
我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名西人法

轮功学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去打开一面写
着“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我们大部分人会在那儿打坐，一部分人会
举着横幅。 

我不反对中国政府，也不反对中国人
民。实际上，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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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千遍成真话 
厚着脸皮骗国人 
幸好还有前车鉴 
拿来说与世人听 
纳粹自己杀囚犯 
说是别人犯边境 
日寇自命武官死 
抗议中国害人命 
可叹广场被烧者 
不知自焚或他焚 

只有一条很明确 
血口咬定法轮功 
让人想起十年前 
故伎重演不眼生 
北京街头枪炮鸣 

爱国民众“暴徒”成 

君若有心重读报 
电视画面细细品 
再把历史来对照 
莫做昏昏健忘人 

 
儿外科医生： 

《人民日报》编谎栽赃法轮功不要太离谱 
  

文/儿外科医生 
  【明慧网】 【人民报消息】“思影想

说话，因气管切开装了插管，显得费力，但发
声仍然清晰。”摘自《救救我！──一名 12
岁儿童的悲惨遭遇》《人民日报》 (2001年
01月 31 日第二版)  

当我看《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心里很
难过。因为我原是小儿外科医生，由于职业上
的习惯很想知道小女孩的伤情如何。不仔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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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和警察抢劫得一贫如洗，许多人被迫流离
失所，被剥夺了工作和就业的机会。广大法轮
功学员除了被判刑、关进劳教所和洗脑班之
外，就是生活在动荡和极其贫困之中。  

3.“肉体上消灭”  
江罗邪恶集团口头上把“依法治国”喊得

比谁都响，背地里却向非法机构“610办公室”
发出许许多多凶狠和歹毒的命令，例如，只要
还炼法轮功，直接送劳教所和监狱，怎么折磨
法轮功学员都不过分，“打死算自杀”，“打死
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最近江氏又亲自下密
令，再次加大力度迫害法轮功，打死不通知家
属，以化名直接火化，让家属活不见人，死不
见尸。罗干控制的政法委直接给迫害法轮功的
警察分配死亡指标。江罗邪恶集团的屠杀已经
夺去了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到目前为止，已
经证实的至少有 369 名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而
死。  

四、“610 办公室”和纳粹盖世太保  
昔日德国纳粹有盖世太保，今天江罗邪恶

流氓集团有非法的“610办公室”。成立于 1999
年 6月 10日的“6.10办公室”是中共中央“处
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李岚清任组

法轮功真相简编 

 
11

奉劝《人民日报》以后想要编谎，如涉及
到专业上的问题，最后还是先请专家审一下
稿，免得使人一眼看穿，一个国家喉舌成了个
骗子，实在是有损泱泱大国的尊严。 

 
 

从证据的角度再论 
“自焚伪案”疑点 

 
【明慧网】“自焚伪案”发生后，被诬陷

者一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做着讲清真相的工
作──将事件中的疑点揭露出来，告诉世人；
而造假者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为圆谎大做文
章。虽然目前已有的真相资料已足以将事件的
真伪告知世人，但我还是想把我从录像中看到
的疑点谈出来作进一步补充。  

其实，从电视台播放的内容看，造谣者们
手中所掌握的录像资料肯定要比播出的内容
多的多。按一般规律推断，如果要在法律上证
明一件事情的真伪，应当尽可能提供出更多与
更完整的证据，它们应该把所有拍到的录像资
料都播放出来才能更有力地证明它们的观点，
而为什么人们只看到了一些断断续续的镜头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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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票“违法”，不许法轮功学员在旅馆住宿，
不准出租房子给法轮功学员住，不准接待上
访，不准受理上诉，不准监察部门监督，不准
律师辩护，不准群众检举执法人员违法，不准
人大政协代表反映人民心声，不准新闻媒体报
导事实真象，不准迫害情况对外泄露，不准访
问法轮功网站，不许说明被残酷迫害的事实，
不准法轮功学员结婚，不准法轮功学员上大
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了众多的“法律
条款”外，江氏还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密令。“610
办公室”根据如此众多的针对法轮功的“法律”
和密令肆意抓人，把法轮功学员投入劳教所
（江罗的集中营）进行残酷折磨，折磨死后通
知家属说是“自杀”。  

三、江罗集团和纳粹法西斯的惊人相似
之处  

当年德国纳粹有计划、有步骤地清理在德
国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犹太人。纳粹分子首先在
舆论上煽动人们对犹太人的恐怖和仇恨，然后
剥夺犹太人经济生存权力，没收犹太人的财
产，把犹太人的财产洗劫一空，然后把犹太人
赶到指定的贫民窟、集中营，最后进行集体屠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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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东的脸部特写镜头看，和在天安门自焚时的
照片大不相同了，但两颊的皮肤还是非常正
常，没有被烧伤。而一年后冒出来的王进东就
更不相同了，不但人不是同一个了，而且两颊、
眼部、额头都出现了二、三度的严重烧伤。  

- 王进东整个脸和额头都没有烧伤，非常
光滑！ 
- 躺在医院里的王进东就发生变化了，大部份
没有烧伤！ 
- 一年后冒出来的王进东怎么两颊、眼部出现
二、三度严重烧伤？  

当时有人给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病房打电
话问这几个人的病情，接电话的护士冲口而出
的话是：“没事，都好好的！”这是一句没有
经过中共调教前的回答。此话是真是假，大家
心里都有数。  

都好好的，怎么小思影会死了？至死都不
许家人探视，而且不许她的姥姥接受记者的电
话采访？还有，据王进东本人说，他是第一个
点燃火的，那么奇怪的是，为什么后点火的刘
春玲会烧死、陈果怎么会烧得没有了手、面目
全非，小思影烧得胳膊成了炭状、伤重而亡？
据当时的媒体透露，有的灭火器里喷出的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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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不会有多少人信了，所以橡皮图章弥补
了江氏缺乏个人权威的很大不足、给其建立了
貌似“合法”的基础。  

江氏制造“合法”外衣的做法是十分荒唐、
笨拙和低劣的，和当年德国纳粹的做法是何等
的相似！当年德国纳粹在国会纵火案之后，以
一套紧急命令代替了德国宪法，使德国宪法成
为废纸，然后制定多种损害和剥夺公民权益的
法律，尤其是一系列公然剥夺犹太人、吉普赛
人公民权和生存权的法规。正是以这些“法律”
的名义，德国纳粹堂而皇之地对犹太人、吉普
赛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  

江罗集团以违法手段炮造的“法律”本身
就违背宪法，并且剥夺了法轮功群众的所有合
法权益。在“一言堂”鼓噪出的“合法”外衣
下，江罗集团对信奉“真善忍”的无辜炼功群
众大打出手了。  

二、“合法”的罪恶  
虽然江罗集团用法律和政府的名义盗取

公众信任，给其迫害法轮功贴上“合法”的标
签，但是都掩盖不了其违背宪法、剥夺公民合
法权益的事实。一系列的诬陷宣传都充分表明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治迫害。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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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抢救生命的时间不如播新闻的时间重
要？）谁都会为之动容。但再想想，别说是火
烧了，您遇到过孩子烫伤没有？他会怎样的哭
喊？您能想象一个被烧伤的孩子会忍得住极
大的痛苦而不紧不慢地喊妈妈吗？  

另外，能在现场出现的人物(王进东、刘
春玲、刘思影)也太具有戏剧性。一个呼喊了
口号(而这口号根本就是莫名其妙，与法轮功
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死无对证；一个最大
限度地挑起了人们心中的仇恨（后也死无对
证）。  

如果要在法律上证明自焚案与法轮功有
关，那么所有疑点都要在法庭上予以澄清，也
要允许法轮功方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才能最终
拿出结论。当听不到被指责一方的声音的时
候，能说这样的报导是公正的吗？  

善良的中国百姓，当您有幸看到法轮功真
相资料的时候，能不用心想一想孰是孰非吗？ 
 

江泽民和纳粹一样“依法治国” 

文/龙眼 
【明慧网】江泽民在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