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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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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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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街出现大法真相条幅  
  3 月 30 日 北京东长安街国贸

桥附近出现十米竖幅 江泽民导

演天安门自焚毒害全国人民 有

力地震慑了邪恶  

团长的母亲毅然进京上访  
  东北某省大法弟子张大娘是位

军属老大娘 (团长的母亲) 修炼

法轮大法以后深感大法神奇 自

身受益难以言表 为了维护大法

张大娘冲破家庭阻力 坚定地走

上了进京正法之路  

        狮子山劳教所 
食物中放海洛因 

  湖北狮子山劳教所对大法弟子

恶毒迫害 最灭绝人性的是恶警

们指使犯人竟然在大法弟子的食

物中放毒药 大法弟子吃后就觉

得身体一会儿痛 一会儿冷 看什

么都飘飘的 歹徒们还在给大法

弟子的方便面中放毒药 海洛

因 这里经常有上面的官员来视

察工作 有的大法弟子不畏淫威

只要来了官员就冲出来喊冤 邪

恶之徒对他又恨又怕 每次官员

来之前都找借口百般折磨他 恶

徒胡文杰说 “一个劳教所死一

个人是正常的 打死了开个自杀

证明就完了 沙洋劳教所一年有

死三个人的指标 ” 

 孩子的作文 我的愿望 
明慧网 注 我的愿望 一文是我的孩

子写的一篇作文 老师看后愕然 校长找到

我 说这样写不太合适 我向校长讲真相

后 索要此文回家后细读 甚感欣慰 若你

看见此文也能生起正念 这正是我们父子

及千千万万善良的大法弟子的共同愿望

觉醒吧 世人 多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您就是

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被谎言所欺骗岂不是

最羞耻的事  

    我有愿望吗 也许有 又该从何说起

呢……  

    今年春天 沙尘暴刮得很厉害 先是下

了好几天黄土 接着就没日没夜地刮风扬

沙 长沙以北整日尘土飞扬 萧瑟的风声

不禁使我时常想起阴冷的秋季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 我正走在回家的

路上 我不时地受到西北风袭击 实在抬不

起头来 于是我走到一个棚子旁 停下脚

步 避避风 抬头看看道路两旁被吹得歪歪

斜斜的柳树 它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像是

在向风暴发布求情信号 乞求停止 我不禁

感叹 树也像人一样软弱 并不是所有

的树都那样脆弱 一位老大爷否定地说   

我惊异地回头 仔细地看他 那位老大爷头

发银白 满面红光 他笑着指向附近那一排

杨树说 你看 它们难道是软弱的吗

我定睛看去 这些杨树约二 三米高 茎干

粗壮 树叶被摇的 哗啦啦响 他们却像一

个个守卫在风中的战士 巍然不动 笔直地

矗立在风中 比起他们 柳树显得弱不禁

风 她们摇摇摆摆一个个像病和吐血的林

黛玉   

  不 不是 我坚定的回答  

  是啊 老人接过我的话头 他们高

大 强壮 威武不屈 勇于面对严寒酷暑

像聪慧的智者俯视一切  

  说得太好了 我啧啧称赞  

 你有这种战胜风暴的愿望和信心吗   

有 我想都没想坚定地回答 但是 如

果所有的人都有那就更好了 我心里想   

   由杨树和风暴 不禁使我联想起现在的

三年内耗和众多为真理不屈不挠和平抗争

的普通百姓 三年了 劳民伤财的 内耗

始终未曾停止 已有一千多名无辜生命惨

死于酷刑下 而这些亿万名善良百姓不屈

不挠 他们不曾畏惧 恐慌 用大善大忍的

胸怀包容一切 用自己的言行去唤醒世人

的正义良知 三年了 全世界许多人民都觉

醒了 他们了解到了事实真相 并勇敢地站

到正义一边 在当初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无

所适从 也曾沦为随风倒的柳树 但现在我

不会再那样了 是他们这些大善大忍 大勇

的人唤醒了我及许多人的良知 如果当初

他们没有战胜风暴的信心和愿望 又怎能

扭转这一切呢 现在正需要我们所有旁人

有这样的信心与愿望 我愿意像他们一样

不屈从于邪恶 用自己纯真的心化解很多

人的仇恨 挽救麻木的人群 让人们明白真

相 让风暴早日停止 这是我唯一的远大愿

望 大概并不是渺茫不可及的   

    愿国家早日和平安定   

    风小了 白杨依旧傲然挺立   

    老大爷和祥地笑着 我抬起头正面迎

着西风上了路  

世界各民族修炼法轮功者日众 

图为华盛顿的西人小弟子 

    草木歌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草木干槁兮起飞蝗 河枯水污兮鱼何往 黄沙满

眼兮人迷茫 奸权窃国兮害忠良  

众生众生兮何迷离 正邪不分兮家难归 名利官禄兮身外

物 覆巢之下兮卵安存  

     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  
    面对国内那么严峻的环境 大法的真修弟子仍然不屈

不挠地把真相告诉世人 原因有二 一是认为法难得 真

修弟子绝不会放弃祟高的信仰 二是要告诉世人 真

善 忍 好和 善恶有报 的天理 从而救度世人     

  大法弟子 吉林大学

教师沈建丽被当地公

安迫害致死 其丈夫

技校教师郑伟东因做

真相资料被捕 现仍在

关押中 四岁的女儿目

前由友人照顾   

      迄今为止 至少有

419名大法修炼者被邪

恶政权迫害致死 情形

惨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