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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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大陆 邻居孩子上四年级 我向她讲
真相 她说 老师在班上讲看见墙上有
大法的东西就都撕掉 看着孩子天真地
认准了学校老师的理 实在让我吃惊又
痛心 江氏真狠毒 连无知孩子也不放
过 孩子单纯 老师讲什么 他们就信什
么 这一段时期 大法的标语多是小孩撕
掉的 几个孩子合伙将放在别人门上的
真相资料烧毁 许多孩子在墙上乱写骂
大法的话 无知中做坏事
这不是你们老师的
我对孩子说
命令 是邪恶的江泽民的命令 法轮大法
好 要记住啊 是江泽民一伙在电视上
造谣 说假话 炼功的都是好人 不说谎
话 不打人 不骂人 不做坏事 你要做
个好孩子 今后可千万别撕大法标语 那
样对你不好 因为真相是救人的 你说做
哦
孩子明白
好人 救人有错吗
了很多 但又不完全明白 点点头 转身
走了
在谎言欺骗下 学校错误引导 把孩
子当成了破坏大法的工具 波及全国 呼
吁各界善良人士一起制止江泽民的犯罪
行径 救救孩子吧

⊙一副对联的故事
北方 某市大法弟子春节期间在自家
门上贴了一副对联 竟然因此被当地警
察非法抓捕 该弟子被抓到戒毒所关
押 在此期间一直绝食抗争 后被释
放 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看到对
邪恶 指的是谁啊 就是指
联后说
的我们啊 下面是大法弟子贴的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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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 我曾经是一个 刑事犯 被
关押在看守所 我曾经抱怨是跟着
吃锅烙 进来的 感觉很冤枉 可是
与那些 法轮功 比起来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能在春节前回家 每当我回忆
起那些 法轮功 不由得让我对他们
产生敬意
刚开始 由于政府的舆论宣传使
我对他们怀有敌意 以为他们不顾妻
子儿女父母兄弟之情到处跑 搞政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我对他们的印
象改变了 原来他们在家里都是好丈
夫 好妻子 好父母 好儿女 他们能
够 忍受 一切 迫害 的宽大 胸怀 令我 折
服 他们每做一件事情都以 真善忍
为标准 遇事找自己哪里没做对 不符
合炼功人标准的所为 应立刻改正 他
们中有教师 干部 律师 博士等等
他们的思想境界都很高 给我印象最深
的是入冬以来 号里被褥少 只要谁有
困难他们都会让出自己的来帮助别人
而他们就穿着棉袄睡在光板上 按他们
说这是 先他后我 无私无我
可是这样的好人却被关押 被劳
教 被判刑 这是怎么了 同胞们 我
还要告述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法
轮功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还向咱们讲
真相 是在救我们 我理解宇宙有成住
坏 这个坏就是生命变坏了 而变坏了
就要消毁 法轮大法就是来救度变坏
的人 可是在政府的谎言下人们仇视
他 仇视这造就宇宙一切的法轮大法
多可怕呀 我是幸运的 知道了真相
谢谢这些 法轮功 我希望那些向我
以 前一 样被 蒙蔽 的世人 也能 早日 清
醒
一个大陆的百姓 2002 年 1 月 28 日
此人在被关押期间接触到狱中的大
法弟子知道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 大
法弟子的高尚品德使他感动 因他心
中树立了对大法的正念 又一个生命
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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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非法开除令
自长春有线电视网播
放大法真相的第二天 中宣
部紧急下令给地方所有广
播电视单位 必须将各单位
内工作的大法弟子全部开
除 并严加布署企图阻止类
似的行动 邪恶怕被曝光
已变成了脆弱的惊弓之鸟
书签欣赏

⊙好坏 ——人自知

偶遇一位多年来未见 已退休的省
特级高中语文教师 老先生 50 年代毕业
于南开大学 生性耿直 谈及迫害法轮功
一事 老先生一针见血 “那江泽民不就
是出于妒忌嘛 法轮功我是没炼 不过
转法轮 九十年代初评为十大畅销书
之一的事我可知道 为此我还专门看了
转法轮
那书里没有任何政治色彩
就是讲修炼 不管是谁读了那本书 都只
会更有益于社会 所以信的人才多吗
法轮功真了不起 你们老师真了不
起 一部书 一部法风行世界 那江流氓
它能不难受吗 当政这么多年 啥也没
整出来 面子上实在过不去 现在好不容
易弄出个什么‘三讲’ ‘三个代表’
唉 可惨了 订价 7 元的 三个代表
很多书店打一折就卖 ”

⊙劳教所警匪一家 流氓称天下
湖北 沙洋劳教所 很多警察早已成
为迫害大法学员的 凶手 他们为了达
到让学员妥协的目的 利用一帮流氓残
酷地折磨学员 连他们自己都说 那里就
坏人迫害善良的百姓
是流氓的天下
真是天理不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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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回忆起那些 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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