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枉法审判中的浩然正气 

广州 6月 10 日上午 市白云区法院

在不通知家人的情况下 秘密 庭审判

三位大法弟子 准备分别非法判他们三

年至七年以上徒刑 法庭外戒备森严

持枪把守 巡逻警察无数   

    法庭上 三位大法弟子正气浩然

坚决不配合邪恶 原荔湾区辅导员朱洛

新说 “法轮功无罪 我们也无罪 因

此你们所问的一切都不成立 历史和时

间将作证”  三位大法弟子都一致表示

要上诉 大法弟子不畏强权 不畏邪恶

的正气震慑了整个法庭 审判官 律师

们 还有那些陪审的便衣们都面面相

觑 无言以对 最后审判官只好宣布休

庭 不敢马上宣判  

⊙ 大学讲师被野蛮灌食  
成都 大法弟子 四川大学讲师房慧,

为了抵制迫害 从4月20日 始绝食抗

议 现在身体虚弱 生命垂危 邪恶之

徒野蛮地对她进行插管迫害 她胃壁被

插破 鲜血直流  

⊙ 一犯人临刑前的肺腑之言  

河北 郭现美 因犯杀人罪被关押在

河北省曲周县看守所内 在所内得闻大

法后 其后悔不已 说 我要是早得

法绝不会走到这一步 在所内 其经

常呼喊 法轮大法好 2001年4月份

临刑前警察问其还有什么说的没有时

郭现美坚定地说 法轮大法好 法轮

大法是正法  

 两岁孩子无依无靠  

广东 广东 610 恐怖组织加紧迫害

法轮大法弟子 逼迫各单位领导跟随它

们干坏事 广州大法弟子李巍 大法弟

子杨海东的妻子 被单位强行送到槎头

的广州市法治教育学校 变相的劳教

所 被强化洗脑 家里留下了一个两

岁的孩子 突然间找不到自己的爸爸妈

妈了  

⊙ 险遭北京恶警活埋的经历 

( 文/大法弟子) 我是湖南省人 女 34

岁 2000 年 7月 1 日我在天安门为法轮

功说句公道话被抓 警察当众揪住我的

头发在地上拖走 拳

打脚踢 打得我鼻青

脸肿 随后把我送到

大兴县一个派出所 在

那里干警们轮番对我盘

问 恫吓 不能休息 不能炼功 我一

炼功他们就把一桶桶水从我头顶往下

泼 浇透全身 这样持续到半夜时分

几个干警不由分说地把我押上汽车

出去很远的地方 一个名叫 大沙坑

的地方 据说那是枪毙人的地方 到

了那地方 有人下去挖坑 挖好后就恶

狠狠地把我推入坑中进行活埋 在埋的

过程中听到有人说 这件事 谁也不

准往外说 谁说了谁负责 也就是说

这些披着人民警察外衣的家伙也清楚

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灭绝人性的见不

得人的犯罪勾当 可他们还是干了 当

活埋到只剩下鼻嘴脸的时候 也是呼吸

很困难的时候 听到有人吭着 你想

不想死 我说 我不能死 我还要

护法 后来听到有人议论着 过一会

又把我从土中挖出来 拉回原派出所

但仍不准休息 继续盘问恫吓 待天亮

后又更换一班人员 使出更狠毒的一

招 放出警犬向我扑抓撕扯 使我精神

极度紧张紧张 我只是一个炼功做好人

的人 人民警察 何以对人民如此惨

毒 人性何在 法律何在  

⊙   新疆 6 月飞雪 

巴仑台遭遇 30 年不遇的雪灾 

    一场 30 年不遇的大雪竟然在 6月

份连续两天袭击了新疆和静县北部的

巴仑台山区 雪深最深处达到了 50 至

80 厘米  

⊙ 神州蝗祸 触目惊心 

      自廿五年前一场蝗虫大灾后 由今

年四月 始 蝗军再次集结 并以铺天

盖地之势而来 全国十四个省皆告急  

大法洪传时代 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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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比 天安门六四真相  

更令江泽民恐惧 

恶毒的欺诈 即将出版 

 明慧网  6 月 18 日讯     据看

中国报道 中共党内最高层一名官员 6

月 6 日在海外以英文出版了一本名为

恶毒的欺诈 译名 的纪实文件

暴露了江泽民如何及为什么要镇压法

轮功的真实而恶毒的内幕 详尽论述

过去三年中江是如何执行其独裁决定

的 这本书的出版商称此书由 江泽

民内阁中的一位共产党高官所写 并

保证作者的真实性 赞誉此书是 一

本胆大而及时的著作 这本 88页的文

件一一列举分析了江迫害法轮功的种

种手段和伎俩 包括劳教所里的真实

记录以及如何使用新闻媒体造假诬陷

法轮功 强奸民意等   

    作者在书中透露了一些包括法轮

功人士自己都不了解的信息 如 作者

称中共高层内部统计 过去三年中被

镇压致死的法轮功人数实际超过 7 千

人 远远高于法轮功网站公布的数字   

作者在书中称 我们在所有的中国

监狱里都有我们选定的内线为我们工

作 他们亲眼见证了江派的恐怖主

义 我们有许多图片证据 包括给法

轮功学员上的各种刑具 学员遍体鳞

伤躺在牢房地上的情形等 我们也有

警察私下讨论如何将牺牲者私用酷刑

致死 以及事后如何向死者家属编造

托词的对话录音 作者还称 当

时机成熟时——希望在 2008 年奥运会

前——所有的这些证据都将公之于

众   

    出版商称 恶毒的欺诈 一书的

中文版将在几个星期内面世  

    该书英文版免费下载 

      http://www.deep6-publishing.org/  

民谣 鹰犬叹 
明慧网 局长陈开源

手毒心更贪 犯罪他不

管 警匪连一片 时时伸

魔爪 暗暗榨黑钱 浮夸

夺名利 只为图表现 迫

害法轮功 恶毒胜从前

随便乱抓人 酷刑全用

遍 判刑又劳教 罚款再

洗脑 打死算自杀 无法

更无天 烧死称自焚 又

把百姓骗 浑身沾人血

只为己升官 打死李继

菊 凶手闫稳山 尸首暗

藏匿 全城来戒严 无辜

遭惨死 亲人不让见 殡

前拍遗照 打手上前夺

栽赃跳楼死 法医字不

签 用钱想堵口 贼官终

被免 世道如此黑 麻城

处处冤 恶人终有报 眨

眼到跟前 先报张家国

再报陈开源 自古当鹰

犬 哪个能保全 可叹行

恶者 罪恶永难还 奉劝

诸君子 到此仔细看 善

待修炼者 功德大无边!  

 

注 湖北麻城警察已经虐

杀五位大法弟子 大法女

弟子王华君 2001 年 4月

她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

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 公

安浇上汽油将她活活烧

死 反诬她“自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