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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
人 神
经上有问题 否则 7 年来
为什么迅速的扩展到近亿
人炼功呢 这里边究竟有
什么神秘的力量吸引着他
们呢
第三个想不通的是 自
7.20 以后 他们不间断地到
北京去上访 去和平请愿
去天安门广场炼功 打横
幅 证实大法是正法 证实
师父的清白 却遭到的是被
野蛮的扣押 遣送地方处
置 被罚款 被劳教 被判
刑 被关押 被强行洗脑
甚至被送精神病院 甚至被
流氓性的虐杀 被迫害致
死 而上访人员依旧不断
高达数万人次以上 为什么
这些人不去 自焚 求得圆
满呢 后一个阶段还报道
有外国人来天安门炼功 请
愿 这又究竟是怎么回事
呢 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
群体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
他们既没有寺庙 又没有办
公室 现在国内更没有他们

集体炼功的场所 当权者不
断地给他们办所谓的 学
强令他们接受 不
习班
人为地让他们写
炼功
保证书 等 他们至死不
屈 不改变他们的信仰 一
些人被开除公职 被迫下
岗 有的流离失所 但仍旧
义务地为老百姓发资料 讲
真相 做标语 发真相光盘
等 凝聚力之强 是他最难
以理解的
第四个想不通的是 政
府长期抽调各部门中层领
导干部和各街道办事处 居
委会的人员不分昼夜办所
未被 转
谓的 转化班
化 的连家属 本单位领导
都受牵连 他们要监视他
出了 上访 的问题 大家
都有责任 都有职务 岗位
不保的危险 对于这么一些
默默承受 不怒 不怨的赤
手空拳的人民 政府为什么
要下这么大的人力 财力去
强制改变他们的信仰呢
难道他们不应该有自己信
仰的权利吗

重要的 王次仲就把篆体
籀体字变化成隶书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
后 认为王次仲改革文字
为统一大业立下了功勋
就请他到秦国来作官 但
王次仲拒绝了 秦始皇很
生气 又派了使者去传诏
让王次仲入秦 并对使者
我征服了各诸侯国
说
统一了天下 谁敢不臣服
我 王次仲不过是一个书
生 竟敢违抗天子的圣命
何等狂妄 这次你去召他
他如果再不来 就杀掉他
提他的头来见我 以正法
纪 让他这种人再不敢傲
慢抗上
使者到了山里见到王
次仲 宣示了秦始皇的诏
命 王次仲立刻变成一只
大鸟振翅飞去 使者又惊

又怕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
您这样做 叫我
哀求说
怎么回去向皇上交差啊
皇上非杀了我不可 请大
那大
仙可怜可怜我吧
鸟在空中盘旋了半天 故
意落下三根翎毛 使者只
好拿着这三支羽毛回去向
秦始皇复命 秦始皇向来
爱好修道求仙的事 听使
者说王次仲已经变成了神
仙 挺悔恨的 王次仲变大
鸟的地方叫 落翮山 在
老
现在的河北 古幽州
百姓一直在祭祀他
这段历史再次说明中
国古代的文字 文化是神
直接传给人的 中国古代
是半人半神的社会 而这
一切都是历史的安排
(资料来源:
仙传拾遗 )

党校副校长曾思考的几个问题
长春

恶警壮年暴毙

朝阳区清和派出所警察张立 38岁
2001年12月被调入该所 积极参与
迫害大法弟子 2002年3月 他伙同
五十多名警察 到大法弟子家强行
撬门抓人 大法弟子临危不乱 从五
楼跳下 在众多警察眼皮底下安然
脱险 结果张立等人恼羞成怒 将这
位大法弟子的丈夫 不修炼 和孩子
抓到派出所 并将其丈夫关进铁笼
子 无理拘留十五天 事后 张立多
次到这位大法弟子的亲属家及其孩
子所在的幼儿园追查其下落 并扬
我就不信我死前见不着她
言
结果事隔数日 他突发脑溢血死亡

辽宁

公安局长被逮捕

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刘汉东迫害大
法弟子 2002 年 5 月 刘在市国际
大酒店当场被捕 据内部人士透露
刘有嫖娼 吸毒 贩毒等违法犯罪行
为 目前 此案正在审理当中

四川

打手遭恶报

米易县公安局政保科 向金发 科
梁晋川 原公安局局长 迫害
长
大法修炼者 手段恶毒 逼迫大法修
炼者昼夜不能睡觉 罚站 用手铐悬
冬天用电风扇吹
吊 脚不着地
铐在房子外面受冻
现此两追随
江泽民的恶警已遭恶报警告 向金
发手摔断 梁晋川已瘫痪

黑龙江 炸雷震邪顽 恶
警心胆寒
2002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 济宁上空
突然乌云密布 雷声滚动 眼看着一
场暴雨将要来临 正当家家关门闭
窗之时 济宁市岱庄上空骤然一声
炸雷 震耳欲聋 事后从济宁看守所
传出的消息说 该炸雷正好击中看
守所南楼的一个楼角 当时把警察
震得面面相觑 口中念叨 这里肯
定有冤魂 法轮功的事看来快了
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警更是心
惊胆战 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了

□文/大法弟子
明慧网 他是我的好友
一位地方党校的副校长 是
一位入党多年 身居领导岗
位几十年的老同志 他平时
为人朴实厚道 廉洁奉公
有思想 有辨别能力 是深
受群众尊敬的好领导 他经
过一年多对法轮功全部书
籍的学习 观察 思考 最
后选择了修炼的路
……此前 他第一个想不
通的是 他熟悉的周围的炼
功人 也没有妨碍过众人
多数善良和气 乐于助人
从没见和邻居有什么争吵
通过修炼不但身体健康 对
人更谦虚了 可 7.20 以后
突然铺天盖地的报道了
1400 例 这与他所见到的是
不相符的
第二个想不通的是 假
如炼法轮功的人象喉舌媒
体所宣传的最后圆满的手
是 杀家
段是 自焚
这种违背人所能接受
人
的圆满方式 那么又有谁会
参加这样的功法呢 除非

神传文字
化鸟飞仙

□文/史清
明慧网 王次仲是古时
的神仙 那时正是周朝末
年战国时代 各国正互相
纷争征伐 策士们到处游
说 合纵连横 策略的时
候 王次仲正住在大夏小
夏山中 他认为当时通行
的篆体字 写起来很费事
而用处不广 而且人们很
因为慈悲 神给人以警示 难在短时期内学会使用篆
因为公正 恶人将在报应中无 字 现在天下这么纷乱 事
处躲 无处藏
情繁杂 文字的普及是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