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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恶警车祸惨死  
  于波 即墨华山派出所恶警 此人

恶毒迫害法轮大法学员 2000 年

大法学员上访 于波竟在众目睽睽

之下 用木块 棍子砸学员双腿与背

部 命令学员站起来 又对学员拳打

脚踢 打得还不过瘾 又脱下皮鞋打

学员的嘴脸部 当时学员正告他

迫害大法必遭恶报   

  于波不思悔改 依然我行我素 多

行不义必自毙 2002 年 5 月 于波

被车撞了 当场毙命 死相恐怖   

山东 治安委员车祸死亡  
  乳山市邢家村治安委员于立周自

从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以

来 积极参与 到修炼人家中搜书

监视学员 并雇佣地痞监视炼功人

出入 2002 年 3月酒后半夜回家途

中被摩托车撞死 第二天中午其家

人才发现他的尸体  

甘肃 公安五人车祸死亡  
  99年 7.22后 甘肃永昌县河西警

察朱五堡迫害法轮功学员 手段毒

辣 2001年 11月份 在河清公路上

恶警朱五堡乘坐的小车发生车祸

连小车司机总共 5 人全部被活活烧

死在车内 遭了恶报  

辽宁 不义之财不可得  
  葫芦岛市绥中县大王庙乡的张文

权 男 61 岁 经常诽谤大法

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 告诉他善恶

有报 他不听不信 2002 年 2月

他为了得奖金 就举报大法弟子 邻

居开玩笑说 “可别做那事啊 都说

迫害法轮功遭恶报 他 指大法弟

子 那要有事 你这就得没气 ”事

隔几天 他真的气不够用 到县医院

去检查 打了几天氧气 奖金没得

着 还花了一千多元医药费 回到家

八天后死亡  

黑龙江 迫害大法者惨死  
  杨春林 55 岁 2000 年初 其人

一直监视大法弟子 2000 年 7月

他举报大法弟子抓走 10人 冬月二

十三杨春林头伸进鸡架查看鸡时

顿觉得五脏六腑被人揪去 昏死在

地上 他媳妇将他弄回去 说完话已

奄奄一息 当晚送到县医院 照相

心脏模糊 都是血迹 看不着五脏

送往佳木斯市医院的途中死亡  

   江泽民 4 月出访德国虽

无机会在记者会上一展风

采 却在民间留下了许多脍

炙人口的故事 特

别是他独一无二的

癖好令德国人耳目

一新 以下是在德

国小城封井盖的故

事  

   德国戈斯拉报

2002年4月12日以

“中 国 热 正 在 蔓

延——今 天 江 来

了”为题目刊载了

一篇文章 描述到

德国戈斯拉市的当

天 该市民众怨声

载道 以下是此文的摘译片

段 商店改变营业时间 职

员推掉会谈 音乐会改期

市民热线电话超负荷运转

内城区的井盖被焊死 警察

要求大家星期五在戈斯拉

城外绕行 一切都按照中国

主席江泽民今天的参观计

划而定 (左图  一级戒备 

在江车队将经过的道路上

的井盖被焊死) 

 自焚案是一出戏欺骗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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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fen-
10012001-chn-56k.zip 

明慧网 足够证据表明

正是打着 民族主义 幌子

的江泽民自己在干着丧权

辱国 贻害中华的勾当   

    表面上 江泽民出卖有

争议国土的原因是 鉴于国

内外的强大危机 江泽民为

摆脱困境 所以通过不断地

出卖有争议的国土利益 求

得进入中亚 结好俄罗斯

获取石油和地缘结盟 但

是 我们看到江泽民的一系

列卖国行为还有更深刻的

原因 近两年在国内大规模

逆天背道地迫害法轮功善

良百姓和正义人士 使江泽

民在国内民心尽失 在国际

上声誉扫地 因此 江不惜

瞒天过海 背着十二亿中国

百姓 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

严和国家利益 神圣领土主

权 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作

赌注 拉拢他国与其 同

盟 以维护其邪恶的独裁

统治   

请看以下分析报道   

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

约 出卖 95个台湾  

   1999 年年底中国跟俄

国签订了 中俄全面勘分边

界条约 将东北地区一片

三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

在历史上有争议的 相当于

95 个台湾的中国疆土 拱

手让给了俄国 详情请见

观察网站西风栏目专家论

坛 这样重要的国家大事

国内的媒体几乎没有报道

因为江泽民不敢让中国人

民知道他这种 割土让权

的 睦邻政策 江泽民集

团很清楚 中共最善于利用

的工具 爱国主义和民族

激情 一旦失控时 就将如

洪水一般冲倒他的独裁统

治  

   条约 让中方得到了

图门江出海口的捕鱼权 它

的代价是   

  1. 用远大于珍宝岛面积

的 150 多个中国地区换回

了被俄国占领的珍宝岛  

  2. 彻底承认图门江出海

口属于俄国 封死了中国东

北的出海口   

  3. 出卖了唐努乌梁海地

区  

  4. 彻底废弃了 尼布楚条

约 出卖了 尼布楚条约

规定的中俄最后一块位于

满洲里北部的地区   

  5.承认了清政府与俄国

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6.承认因毛泽东识破苏

联阴谋而藉故未划的中俄

间三分之一的边界   

  7.出卖了毛泽东 周恩来

坚持的中俄领土谈判原则

承认了历届中共政府都拒

绝承认的中俄九项不平等

条约 以上的所有条约使

中国被俄国吞并的领土面

积达 588 万平方公里   

  8.中国对俄罗斯开放

100 公里边境领空 为俄国

进一步侵略蚕食中国大开

方便之门   

  9.中国可能对俄罗斯开

放了全部领海 俄罗斯舰队

可以进入中国任何海域   

 

中塔国界补充协定

江泽民拱手割让存在争

议的 27,000 平方公里

领土  

   据 BBC 报道 中吉边界

协议把两国边界有争议的

领土作三 七开 七份确定

给吉尔吉斯 三分还给中

国 大约 9万公顷  

江泽民出卖国家利益的事实 

近2年在国内大规模逆天背道地迫害法轮功善良百姓和正义人士 使江泽民在国内

民心尽失 在国际上声誉扫地 因此 江不惜瞒天过海 背着12亿中国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