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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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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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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绿党亚洲委员会主席指出  

暴政体制行将崩溃 
 “…目前江泽民当局居然对应该

被看作最和平 最祥和 最无害的

中国法轮功修炼者所实行暴政和

血洗 这显示这一政权已经到了

快覆灭的时候了 它的覆灭行将

到来 江泽民只是其最后的见证

或更确切地说最后一个真正活着

的活跃的演员了 大家等不了多

久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 可能再有

几年 不幸的是还会有众多被迫

害致死 众多被酷刑折磨的 但是

我想 我们坚定地相信 绿党坚

信 这个体制崩溃的那一天不远

了  

副教授被精神病院野蛮摧残 
    安徽省第四人民医院 是一个

精神病院 从第四层开始一直到

第九层 每层都非法关着坚定修

炼的大法弟子 他们每天饱受精

神摧残 整天被关在铁笼子里 终

日不见阳光 不许亲友探视 有位

男同修被折磨得在平常情况下双

腿不停地抖动 连知情的世人都

说 这是迫害   
  安徽建工学院副教授吴晓华就

关在此处快有 10 个月了  

胡锦涛同学 张孟业教授 
再次被 610 恐怖组织绑架 

 童言无欺 我认为法轮功是正的 
明慧网 甘肃省有许多很贫穷的山区 江

泽民对法轮功的造谣同样通过各种途径毒

害着这里善良的人们 一天 孩子他姨来我

家 说她的儿子胆子太大了 我问怎么回

事 原来她大儿子在小学五年级读书 在一

次课堂上 老师按照电视上看到的讲法轮

功如何如何 她的儿子当时心里一震 不

对啊 老师一定会煽我耳光 但我非说不

可 当时他举手要求发言 老师允许后

他说 我认为法轮功是正的   

    老师一愣 为什么 他鼓足勇气

说 我姨夫没炼功前 经常打我姨 我表

兄 我表姐 在家里大吵大闹 炼了法轮功

后 不打人 不骂人 对人和好 帮助穷人

所以我认为法轮功是正的   

    老师没有为难他 说 你有你的理

由 坐下吧 全班同学都用鼓励的眼光望

着他 那是被他挽救的众生所表达的感激

呀   

    而可敬的孩子却还没有炼过法轮功

他母亲也没炼过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世界童话 皇帝的

新装 吗 江泽民给自己做了 新装 想作

为他丑恶形像的唯一的一块遮羞布 不幸

被那个天真的孩子一把揭下了 可是他

什么也没穿呀   

    全世界善良的人们 童言无欺呀 想

一想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一切吧  

明慧网 2002年5月27日  
    目前被劫持在北京团

河劳教所的协和医科大学

大法弟子林澄涛 由于不放

弃 真 善 忍 的信仰

近期被团河劳教所酷刑折

磨致精神失常 已失去正常

生活能力  

    林澄涛于 2001 年 9 月

在北京某学员住处被公安

绑架 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

半 在调遣处 由于拒绝写

“保证书” 他被恶警罚站

一站就是多少天 进入团河

劳教所后 他拒绝配合恶警

的命令 恶警体罚他蹲着

一蹲就是一整夜 白天叛徒

们轮番给他做洗脑 最终也

没能动摇他的正念 在一次

队里的筒道点名时 林澄涛

不惧邪恶 大声喊出震撼心

灵的声音 “法轮大法是正

法 ”后来 他由于此事被

关禁闭而送到集训队 团河

的集训队是恶警酷刑迫害

大法弟子的隐蔽场所 毫无

人性的恶警为了逼迫他背

叛信仰 对这位瘦弱的青年

知识分子进行了包括多根 3

万伏电棍长时间电击等各

种残无人道的酷刑 使林澄

涛被折磨致精神失常 同时

劳教所为了掩盖其罪行 一

方面尽量封锁关于此事的

消息 另一方面恶警在所内

宣称他是在“装相” 迫害

并没有就此停止   

    另外 林澄涛的妻子张

小洁 北京一中优秀音乐教

师 于去年被绑架到洗脑

班 由于两期洗脑班 30天

后仍然坚定 真善忍 信

仰 被送入北京女子劳教

所 目前他们 2岁多的小孩

一直没有父母照料 一个好

端端的幸福家庭变成了这

个样子 究竟是谁在做丧

尽天良的事 善良的人们

心中自会明辨   

    在劳教所接触过林澄

涛的功友都知道 他为人正

派 和蔼可亲 讲起话来思

维清晰 有理有据 他一讲

话总给人一股正的力量 他

被迫害致此的消息使我们

感到震惊 一个对国家有过

杰出贡献的优秀科技人才

一个好端端的青年 只因为

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而被迫

害成了精神失常 天理难容

啊  

    呼吁厦门大学和协和

医科大学海内外校友 世界

人权组织 协和医科大学国

际合作单位 协和医科大学

国际名誉与客座教授及世

界上所有正义 善良的人

们 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

制止江泽民政府对林澄涛

及其他所有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其实帮助法轮功

就是在伸张社会正义和维

护道德良知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他/她会同时是一个有正义

感和具有道德良心的典范

才能真正成为为社会负责

的科学家  

暴政猛于虎 高级知识分子惨遭迫害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员林澄涛被北京团河劳教所折磨致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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