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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人 请珍惜
传阅这份来之不易
的真象资料 再莫
被谎言所欺骗

孩子们给法轮功喊冤

⊙正义的领导抵制 610

大陆各地时常可见
法轮大法横幅招展

大陆 在报栏前有一群十来岁孩子
用胶水抹在几张纸条上 然后贴在报栏
世
上 我看到上面是 法轮大法好
界需要真善忍
这时来了一位管理人
干什么
五六个孩子们
员大声说
轰地从人群中跑了
我有意跟着他们 找到一个看似领头
的孩子我问他
你是炼法轮功的
孩子说
我不是 但是我认为
吗
法轮大法好 我就知道法轮功被坏人冤
枉了 我看电视是造谣 我告诉我的同
学们 你们看电视上 哪有杀人犯还敢
在公安面前跷着二郎腿 一看就是假
的 我的同学开始被骗了 现在都被我
说服了 我们几个商量一下 就出来给
法轮功喊冤 我们自己做的这些标语
专门在报栏处贴
我被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 多么纯真
的孩子们呀 我们要尽全力铲除迫害
大法的邪恶 免得更多的孩子们受到邪
恶的伤害

610 的出现完全打乱了中国法制建
江 xx
设的进程 99 年 7 月以后 法轮功学员
为了人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被禁止上访 在法庭上不能自己请辩护
明慧网 江泽民刚死 判官问他
律师 听起来不可思义 可 610 就真
你是想上天堂还是想下地狱
老
的敢这么做 江泽民利用手中权力 发
一听就知道里面有猫腻
江是什么人
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的基本特征之
答道
我想先了解一下
一就是法律的虚无 权力代替一切
判官开始给他放录象 先是天堂
⊙怪事一则 禁看 西游记
乖乖 个个象雷锋 吃窝头 啃咸菜
一日 长林子劳教所某队正在看电视 早早起来抢着去打扫厕所 干起活来
忽然副所长石昌敬 没日没夜 好不容易有空闲 也都用来
连续剧 西游记
不期而至 下令停止观看 此举真是令 学马列主义了
人啼笑皆非 难道石氏看到 西游记
然后是地狱 乖乖 吃的是山珍海
中那么多妖邪被除掉 起了兔死狐悲之 味 喝的是琼浆玉液 到处是赌场青
感吗
在那里的男
楼 个个是妻妾成群
⊙歌 谣
人比老江当 皇帝 还快活
法轮功 救民众
去地狱 我
老江 义无反顾
来炼功 除病痛
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做好人 道德升
到了地狱里一看 乖乖 满目尽是
江泽民慌了
佛恩浩荡人称颂
刀山 火海 油锅
怎么跟刚才放的录象不一样呀
人民不满意 人民警察
唔 刚才忘了告诉你
判官不
某小区一夜之间墙上写了多条 法
紧不慢地说 那段录象是新华社 人
轮大法好 的字 引来众多居民观看
民日报 CCTV 联合摄制的
议论 这时警车来了 警察也不知道怎
原载某论坛
么办 想到用水冲 于是向居民要盆水
冲 小区无一人提供水 要了半天滴水
自己想一想为什么?
没有 只好灰溜溜到别处取水去了
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亿人炼
功 为什么只有在中国被打成X教
无视国法 恶警当街殴打良民
吉林 5 月中旬以来 农安县恶警们在 只有在中国才出现自杀 精神病患
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绑架大法弟子 者 自焚这样的事
七 八人次 一边抓一边打 它们无视
做真相材料的钱
公民的基本权利 无视国法 为所欲为

某省会城市 4 月 某单位一位有正
义感的局长 自觉抵制江泽民邪恶集团
迫害法轮功学员 当 610 恐怖分子来
到单位 企图将该单位一大法学员 男
带去洗脑班时 这位局长理直气壮地对
⊙千棵铁树开花
610 恐怖分子说 你们要抓的这个
广东 据新华网报道 从化市温泉旅
人在单位表现很好 是全单位唯一的优
游区近日竟有上千棵苏铁普遍开花 蔚
秀尖子 你们要把他搞到 学习班 学
为壮观 其中温泉宾馆的翠溪有多棵雄
说完
什么呢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
性苏铁树出现双棒雄花 十分罕见
便干自己的工作去了 不再理会它们
铁树开花 常喻难见的自然现象 自
几个恐怖分子一时哑口无言 觉得自讨
古有 铁树千年
没趣 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恐怖分子走
开花 之说 铁树
后 这位局长又亲自吩咐门卫 严加把
开花 改朝换代
守 不准 公安 随便窜到单位抓人
这次不但铁树开
政治怪胎“610”等待历史审判
花 而且是千个
610 办公室 由李岚清任组长 丁关 铁树同时开花 此景观震动民间
根和政法委的罗干任副组长 直接向江
泽民负责 直接指挥控制着各级的党政
机关及公安 检察 法院 劳改 劳教
部门 国安部门 以及宣传机构 新闻
媒体 是从中央到地方展开的一个组织
严密 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部

自焚案原是一出戏欺骗民众
网上免费下载 11 分钟录像分析

<<是自焚还是骗局>>
http://media.minghui.org/media/
fgm/2001/09/zifen-doubts-new/zifen10012001-chn-56k.zip

明慧网 一个功友的妹妹不修炼 看
到姐姐经过修炼大法后从身体到心性
的转变 了解到大法弟子为了唤醒世
人不顾自己被抓 被打 被劳教 被判
刑直至失去了生命 她被感动地流下
了泪水 她自愿从自己的生活费中节
省下 200 元 支持大法弟子印一些资
料 救度更多的被谎言蒙蔽的世人
还有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自愿从
自己的生活费中节省 100 元交给大法
弟子做真相材料救度世人
一位大法弟子修炼前丈夫被人活
活打死 她自己由于痛苦 哭的眼睛差
点失明 身体多病 母子俩相依为命
修炼后 身体恢复了健康 不再吃药
了 用节省下来的钱救度世人 她愿那
些善良的人别被谎言欺骗 早日醒悟
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