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真相请通过国外代理访问法轮大法网站  http://minghui.ca  http://zhengjian.org  http://fgmtv.org   

世界法轮大法电台频率  

北京时间早上6 7点15.67 15.68 15.69  

15.70 12.12 12.13 12.14 12.15  

13.575 13.58 13.585 13.59MHZ  

北京时间每晚10 11点9.35 9.37 9.38MHZ   

第  十  期       
2002.5.24 

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 衡量着一

切生命 善恶有报乃宇宙真理 为

了您生命的永远请来了解法轮功

真相 您也许还不会修炼 但请把

真善忍 记在心里 做个真正的

好人  

祝贺法轮大法洪传十周年 
十二面横幅飘扬古城西安  

5 月 21 日凌晨 西安市八座立交

桥及人行天桥上出现十二面 宽

0.4 米 长 5米的白底红字 祝贺

法轮大法洪传十周年 横幅 分布

于城东 城西 城南及城中 其中

一幅挂在城中北大街人行天桥

上 有力地震慑了邪恶 向世人展

现了大法弟子面对迫害坚强不屈

的精神  

参与屠杀 
 丁关根在美国被控告 

明慧网 中央社 5月 19 日电

据来自法轮功消息中心说 受法

轮功学员委托 世界反酷刑组织

于5月15日下午在檀香山市的美

国地方法院递交起诉书 控告大

陆当局宣传部长 六一○办公室

头目丁关根侵害法轮功学员 犯

下酷刑 屠杀等罪行  

消息中心指出 作为宣传部长 丁

对于以歪曲事实来诋毁法轮功创

始人和修炼者 散布谣言以误导

民众 使其盲从北京对法轮功的

迫害负有直接责任     据当地消

息来源证实 丁曾临时改变了去

檀香山市的航班以避免在美国停

留期间遭遇针对他的法律行动  

观自焚真相碟有感  
自焚原是一场戏 事发一分就开

机 最佳角度来拍摄 随身携带灭

火器 烧伤满身缠纱布 烧死怎会

遭重击 有的演员不争气 盘腿

结印差远去 诸多疑点费思量 要

知详情看碟去  

欺骗民众中国媒体犯罪不轻   

百姓须要 — 擦亮眼睛   

 

明慧网 (2002年5月15日讯) 
        近日在江泽民的授意下 全国性恐怖

组织中央610发出邪恶指令 指使各地从5
月12日开始到5月底动用全国各地的舆论

工具 对法轮功进行新一轮迫害 强迫全国

各地的工厂 机关 学校 部队等单位和部

门强行观看与收听610伪造的诬陷法轮功

的录像 录音和报刊 妄图以此为屠杀做舆

论准备——强迫人民接受610对法轮功的

妖魔化宣传   
    据内部人士透露 江泽民之所以授意

610 采取这一动作 一方面是为了达到

铲除 法轮功的目的 另一方面是为了转

移国内视线   

    江泽民日思夜想铲除法轮功已经三

年 从今年一月份以来他们已经绑架了成

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 现在他们想尽快杀

掉一些坚定的法轮功弟子 以达到铲除的

目的 同时 由于国内政治动荡 危机四伏

天灾人祸 民不聊生 下岗工人 农民 教

师示威及上访事件不断 为了转移国内视

线 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江泽民希望通过

继续加强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制造舆

论 以便尽快拿法轮功弟子开刀  

 文/力子  
明慧网 五月十三日是

世界法轮大法日 全世

界法轮功弟子都以自己的

方式庆祝这一神圣的节日

中国大陆以外的法轮功弟

子更是载歌载舞 喜气洋

洋   

    或问 中国大陆的法

轮功学员正在遭受残暴的

迫害 何喜可庆 载歌载

舞 岂不乖张   

    非也 大法洪传 我们

为天地苍生而庆 蔑视邪

恶 我们就是要载歌载舞   

    曾记否 江泽民下令镇

压法轮功时 如何不可一世

地叫嚣 我就不信共产党

战胜不了法轮功 然而

数周之前在德国

江泽民对法轮功

竟怕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怕

见黄衣服 怕见蓝衣服 怕

见立掌 甚 至怕见黄

种

人 胜

败优劣之势立见 其不可贺

乎   

曾记否 新华社的造谣宣传

曾使多少人对法轮功误解

甚至不清醒地参与迫害 法

轮功弟子为救度世人讲清

真相 其至真至善至忍之心

感动了多少人 法轮功的真

相录像甚至接二连三地播

放在江泽民控制的宣传网

络上 其勇敢赢得了多少

人的敬重 其不可贺乎   

    几十年暴政 中共对

谁不曾是予杀予夺 哪

一个让中共找上了不是阴

云惨淡 只能等待平反 而

今 江泽民集团所赖的暴力

与欺骗这两个看家本领在

和平的法轮功弟子面前竟

然毫无所施 其不令人钦佩

乎   

壮哉 法轮功  

        早晨 一个 法轮大法好 的小条幅挂

在一颗大树上 树下 几个老者在晨炼 一

辆标有公安字样的面包车骤然停下 从车

上下来两个 大沿帽 ● 大沿帽 看见

挂条幅的人了吗 ○ 老者 看见了  

●大沿帽 看见了 什么样的 ○  老者

没记住 ●大沿帽 (白了

一眼) 那当时为什么不报

告 ○  老者 对不起 没

这个义务 我儿子好几年不开支了 也没人

问一声     ●大沿帽又白了一眼 什么话没

说 上车了 小条幅依旧在晨风中飘扬着  

歌曲 站起来 词曲及演唱 澳洲 Kate Vereshaka 2001年曾去天安门和平请愿  

         在别人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站起来/他们还要在痛苦中忍受多久/我们才会起来制止这耻辱 /我们允许多少的黑

暗/存在于这世上/他们在监牢中/期待着有人帮助/他们已失去了自由 /痛苦和折磨超乎了想象/婴儿和孩童都在其中/他们

失去了生命/他们失去了生命 /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善/没有了真和忍/世界会是什么样 

明正义的
晨炼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