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真相请通过 国外代理 访问法轮大法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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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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 讲真话是不容易的 一方面是来自外部的压力
一方面是明哲保身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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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炼法轮功的 法轮功教
人按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 更好的人 有什 好人
这时教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 西人弟子来中国证实大法
么不好
了 全班 70 多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小
李 她继续说 如果老师执意要讲 我将
罢课以示抗议 说完毅然地走出课堂 这
时 同班的另一大法弟子小郑也站起来
我完全同意小李同学的话 如果老师要
说完 也走出教室
讲 我也罢课
作为政治工具的 老师 气得已是浑
身发抖 课堂上一阵交头接耳后 一名同学
21 岁 美 国 大 学 生 埃 尔 斯 莫
老师你一
写了一张纸条递到老师手上
Ellsomre 4月14日在天安门广
定要表态 这件事决不能让任何人传出
该同学是市内某部长之子 讲话在 场高举 法轮大法好 横幅 并用
去
此时班长也站起来了 中文高喊 法轮大法好
班上很有 份量
老师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他
50亿元百姓血汗钱
把老师叫到走廊内 同样告诉他 不要将此
修建洗脑中心
事传出去 如果传出去 这两位大法弟子将
现在中国的经济正面临大幅
被开除学籍 取消高考资格 政治老师回
滑坡 失业率不断增加 面对这一
到课堂已不再发抖 但还是愤愤不平 太
情况 江泽民当局没有采取补救
不象话了 我一定狠狠地批评她俩 今天这
措施 反而不断拨款修建洗脑中
件事谁也不许向外说 今天的课不上了
心 雇佣邪恶之徒 大肆迫害法轮
大家自己看书吧
说着走出了教室
功弟子 据官方内部消息仅今年
值得一提的是 两名大法弟子由于正
一年江泽民集团就拨下 50 个亿作
念很纯 至今“安然无恙”
为迫害法轮功的资金

面临高考的中学生在政治课上维护真善忍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某重点高中三年级一文科班的
大法弟子小李经常将真相材料及光盘等给
周围的同学看 同学们渐渐地了解了大法
被迫害的真相 小李本身学习成绩较突出
和同学相处非常融洽 颇受同学们好评 一
天政治老师要讲污蔑大法的内容 被小李
提前知道了 她决定在课堂上护法
第二天上课了 政治老师一开始就说
今天我们讲法轮功
小李没举手就
老师一
站了起来 老师 我有话要说
看是她 先是一惊 然后就明白了她要讲什
么 因为她曾向该老师洪过法 讲过真相
并告诉他不能在课堂上污蔑大法 这时 老
小李义正词严
师对小李高喊 你坐下
你先
地说 我有话说 我不能坐下
我不能坐
相持了一会儿 老
坐下
师没有办法 只好让小李发言 小李开始说
同学们 你们听到的法轮功不好
起来
是不是从一个途径听到的 比方说从报纸
电台 电视等中看到或听到的 如果别人说
不好 我们也跟着说不好 那么我们的 自
我 上哪儿去了 如果真的想知道法轮功
好不好 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法轮功的书 接
触一下炼法轮功的人 看看他们到底是一
群什么样的人呢 法轮功的书我都看过

在冰岛不受欢迎的人
6 月 14 日江泽民在冰岛访问期间 人
口有限的雷克雅维克举行了近三千人 原
定一千人 的大规模示威 抗议到访的江泽
民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害 连日来 冰岛
传媒电台 电视台 报纸都在介绍法轮功
讲述在中国发生的镇压惨剧 现在冰岛几
乎无人不知法轮功 当然也几乎无人不知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残暴镇压
由于冰岛政府的禁令 此次江泽民滞
留冰岛期间不但无法回避法轮功学员和平
抗议 更需时时面对冰岛民众的示威 江泽
民在冰岛成了过街老鼠 而法轮功学员则
受到冰岛民众象英雄般的拥护和厚待 冰
岛群众争相向法轮功学员学炼功法
江已提前一天离开冰岛

营救中国国家杰出工程设计金
奖获得者何立志
加拿大 加拿大国际特赦在其网页
(http://www.amnesty.ca/) 显著位置呼吁
释放因信仰而被江泽民政府监禁者何立志
(法轮功学员 加拿大永久居民) 要求中国
政府无条件释放他
何 立 志 现 年 38
岁 建设部执业资格
注册中心的高级工程
师 他曾获得过十多
项国家及部级奖励 2000 年 12 月何立志被
北京海淀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零六个月
迄今为止 通过民间途径能够详细核实
的已有42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被
非法关押人数超过10万人 千古奇冤

国 外 收 获
近日偶遇刚从国外出差回来
的 A 先生 谈及在出差国的一城市
公园中看了该国学员举办的揭露
邪恶 讲真相图片展 其对国内大
法弟子被迫害 多人被打死 打
残 关押 女学员被强奸等惨烈状
况大表震惊 同时也是半信半疑
在我的证实下他幡然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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