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们没有权开除好人 法律也
不容许这样做   
南方 某政府部门看清了江氏对法轮

大法及其修炼者的迫害 既违天道 又逆

民心 而不再听其摆布 更不愿参与行

恶 而是主动保护法轮大法修炼者 前不

久 当“610”恐怖分子令该单位出资5000
元 并派陪教人员劫持大法弟子参加洗

脑班时 单位领导以会计上没有此项支

付权 也没有人手为由推掉了 “610”恐
怖分子无奈强令必须开除法轮功修炼者

时 单位领导义正辞严道 “法轮功 学

员 是我们单位的优秀职工 我们没有权

开除好人 法律也不容许这样做 ”如此

有力地保护了大法弟子   

不法之徒发不义之财 

河北  定州市不法之徒自

99年7月以来不断以办洗脑班的名义勒

索炼功群众的钱财 炼功人被绑架至洗

脑班后往往需要家属交高额的罚金才得

以赎出 最近这些不法之徒在抓人时叫

嚣“我们就是又没钱了……”他们甚至

连正在哺乳期的妇女也不放过 由于这

种假借办洗脑班进行的掠夺频繁发生

当地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已经濒临破

产 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谴

责这一发生在 21 世纪的犯罪行为  

与民为敌 江氏流窜至重庆期间  
邪恶鹰犬大肆绑架  

重庆 据悉 在重庆市直辖五周年之

际 江泽民流窜到重庆 重庆警方如临大

敌 5月 21 日晚开始在市的各区县秘密

绑架大法弟子 抄家 仅江北区就有十几

位大法弟子被非法从家中绑架  

  劳动局局长再遭绑架  

辽宁 锦州市古塔区劳动局原局长李

玲 女 在 1999 年因进京上访反映法轮

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而被抓 被打 被判

刑 1 年半 在辽宁沈阳大北监狱期间倍

受折磨 包括被强行使用破坏中枢神经

药物 出狱后 李玲被迫害成了阵发性

精神失常 在家人和同修的呵护下 身体

状况完全康复 重新走入了修炼行列 为

了让世人知道江泽民

一伙政治流氓是如何

蒙骗群众的 她经常向

世人介绍大法的真实

情况   

    2002年 5月28日

因讲述被非法关押期

间的情况 被强行绑

架 抬入警车 据悉

李玲不配合邪恶 现已

绝食绝水 13 天 至 6月

10 日  

⊙无人性的酷刑 

黑龙江 齐齐哈尔市

富拉尔基区大法弟子

徐加玉 被邪恶之徒抓

走后 受尽酷刑折磨

先是上大挂上了三天

接下来又被毒打了六天 各种刑具全都

用遍 在抗拒酷刑而绝食时 又被灌粪

汤 并被非法判刑五年  

⊙大陆异象  上天警示世人 

毛虫堆积如山 火车被迫停驶 

黑龙江 月 日 齐齐哈尔铁路分局

管内嫩林线的松树林至翠峰间 公

里至 公里线路及路基上爬满了毛

虫 最厚处达 . 米 时 分

次列车运行至该区段后 由于

毛虫太多碾轧打滑被迫停行 附近施工

人员赶到后用铁锹清路才使列车驶出毛

虫害区 虫害还使当日的 次旅

客列车晚点  

⊙一条红纱巾的故事 

  一位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和她的亲友

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游玩想拍几张结婚纪

念照 新娘子打扮一番 刚从书包里取出

大红纱巾 戴到头上 万万没想到突然冒

出了几个便衣 一拥而上抢走了红纱巾

又将包翻了个乱七八糟 新娘子及其亲

友以为是遇上土匪强盗了 很气愤地与

对方打骂起来 便衣们这时才醒过味来

真打错人了 因为被抓的大法弟子从来

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 他们便向新

娘子解释道 他们要抓的是法轮功 刚才

把红纱巾误以为是大法横幅了 新娘子

及亲友对此事十分气愤 说 “刚才就算

是炼法轮功的拉横幅 你们也不能如此

穷凶极恶 简直是一帮土匪强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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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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静下心时请想想 
    朋友 你想过吗 为什么在大陆 99

年以来你找不到一本可以正面了解法

轮功的书 广播电视报纸上听不到一

声法轮功人员正面的诉说 然而江泽

民集团却不断地报导着谣言    

    朋友 你想过吗 为什么国内的网

站和网吧严密控制有关法轮功真相的

网讯 甚至不惜制定破坏宪法的所谓

的法律法规来防范 为什么江氏集团

那么害怕老百姓知道真相 既然 群

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为什么不让老百

姓自己去选择判断   

    朋友 你想过吗 为什么三年来

江泽民和国家有关官员所到之国 到

处都有人在义正词严地质问 为什么

要迫害法轮功 为什么全世界到处

都有各种肤色 各个种族的人士在堂

堂正正地修炼着法轮功 而在国内老

百姓出去静静地把两臂在头前抱圆就

会被抓   

    爱国呀 我们比任何一个人都更

深爱着这片生我们 养我们的国土 可

是爱国可不等于爱独裁者啊 江泽民

是一个双手沾满了善良百姓的鲜血的

罪犯 它即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天理

的严惩   

    鲁迅先生在 始终微笑着的和蔼

的刘和珍君 被枪杀之后 用满怀悲愤

的笔写下了那时统治者的罪恶 惨

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 流言尤使我耳

不忍闻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

声息的缘由了 70 多年过去了 难道

我们的民族又回到了 衰亡 的边缘

了吗 为什么国内这么多 打不还

手 骂不还口 无私无我 先他后

我 的人群在遭受这样空前的迫害中

人们明知这些人 都是善良的 却仍

要用 没办法 国家要这样搞 甚至

于 上边让这么整 来搪塞自己的责

任呢 在这三年之中 多少修炼法轮

功的善良群众在监狱里 劳教所里 看

守所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在烈日炎

炎 寒风刺骨中被迫做着苦工 创造的

财富却被公安系统掠夺而用于对善良

的人们犯罪 而且更要忍受 洗脑

的折磨 又有多少刚烈不屈的灵魂在

饱受折磨之后 离开了人间 撇下那哭

告无门的亲人 可是这一切的罪恶

是谁制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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