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 使史学家感到惊讶的是 尼禄

统治的最初几年竟是罗马历史上最繁荣

兴旺的年代中的一部份 从童年时代起

尼禄就表现出艺术才能 他从事绘画 雕

塑 尤其对音乐很感兴趣 很有天资 他

能讲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 他的诗写

得非常流畅 人们甚至以为是诗人替他

写的 他雇佣了罗马最好的歌手教他唱

歌 并常常在街上 在皇宫花园里露天剧

场邀请平民听他弹琴演唱 在节日里 他

举办有奖演出并亲自参加 这一切都博

得人们的好感   

    [注 江泽民的艺术细胞显然远远比

不上尼禄 但他的表现欲却远远超出尼

禄 七十多岁的他居然在出访冰岛时不

经询问便硬要给主人献唱 假如尼禄活

到七十岁的话恐怕也做不到 ]  

    但是好景不长 尼禄的罪恶本性很

快膨胀起来 他开始挥

霍浪费 用惊人的赌注

打赌 外出野游时由

1000 辆华丽的马车列

队护送 国库空虚时

他把人民的私人财产

充公 他曾杀死北非和

西班牙几十个土地主

掠夺他们的财产 他还

废除了早年制定的减

税法以及对老人和穷

人的补助法 霸占寺庙

财产 贬值货币 很快

他激起了人民的反对   

    [注 江泽民花费

一亿美元为自己买专机 专机内的布置

极为豪华 他花费百姓的血汗钱到处出

游作秀 他让自己的儿子下海经商 大发

横财 还提拔他为科学院副院长 他借口

反腐败杀死政敌 却包庇自己的大贪官

亲信 工人下岗 农民苦于苛捐杂税 民

不聊生 ]  

    公元 64年 7月 18日夜晚 罗马城发

生了大火 整整烧了一个星期 城中 14

个区有三个全部烧光 七个严重毁坏 火

灾之后 尼禄大兴土木 为自己建造了金

碧辉煌的宫殿 人们对他更加反对了 公

开说他放火是为了自己建造皇宫 面对

这种指责 尼禄选中了基督徒来承担责

任 先是指控他们纵火 后来又指控他们

仇视人类 因为当时这些基督徒大都

是穷人 奴隶和异乡人 迫害他们最容

易 但是尼禄残酷屠杀基督徒

的行为最终引起罗马人民的反

对   

    [注 江泽民和他的亲信罗

干在天安门炮制自焚惨案 栽赃陷害法

轮功 ]  

    这时尼禄对周围的人不断产生怀

疑 他认定有一个阴谋集团在反对他 在

极度疯狂和恐惧中 他宣布全国进入戒

严状态 整个罗马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

中 只要他提出一个人的名字 就可以把

他处死 许多元老院议员 名人和卫队官

员都被处死了 一些人被斩首 一些人被

勒令自杀 还有些人被切开动脉血管 甚

至他的教师和顾问森尼卡也被砍下了双

手   

    [注 江泽民也处于极度恐惧中 他

扬言要把所有的所谓 不稳定因素 扼

杀在萌芽状态 近日还散布说党内有阴

谋集团 天安门文件 使他吓得要死

当然 他最害怕的是和平善良却坚强不

屈的法轮功 ]  

    尼禄的恐怖统治 疯

狂屠杀和对基督徒的残酷

迫害 激起了元老院的反

对 人民大众的奋起反抗

尼禄的雕像被污毁 咒骂

他的语句涂写在墙上 最

后 罗马军队起来造反 北

非和西班牙的军队也暴

动 各路军队向罗马挺进

地方官员纷纷宣布背叛尼

禄 军队和百姓围住王宫

要和尼禄算帐   

    面对四面楚歌和众叛

亲离的危境 尼禄要求宫

廷卫队帮他逃走 也遭到

拒绝 他写了一封信 要求人民宽恕他

但他不敢走出宫廷交给人民 最后他在

半夜穿了一件斗篷 带着四个仆人骑马

落荒而逃 逃到罗马郊外一个叫法恩的

家奴房子里 他坐在地下室里 让仆人在

房子后面为他挖掘一个坟墓 这时一个

信使送来通知 元老院宣布尼禄为人民

公敌 并判处鞭笞死刑   

    绝望的尼禄望着两把锋利的匕首

没有勇气自杀 他要求一个随从先自杀

给他作示范 但谁也不服从他 天快亮

时 远处突然传来人喊马叫声 他藏匿的

地方被发现了 尼禄把一只匕首放在一

个随从的手里 然后抓住这只手向自己

的喉咙刺进 他大叫一声 倒在血泊里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注 江泽民的下场会比尼禄好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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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做恶升官后死于车祸  

    恶警张国良 音 原是鹰潭铁路

公安头目 自 99 年以来 为捞取政

治资本 积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 致

使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劳教 该

犯 2001 年因迫害大法弟子有 功

被调至南昌市当局长 2002 年终遭

恶报 于 6月下旬死于车祸  

成都 恶报警人 

    崇州市蜀州家具城鸿立汽修厂

旁有一个副食店老太婆 她经常撕

大法不干胶等标语 2002 年春节

4个人围着烤火 加油时火一下窜起

来烧坏了她的脸 其他三人却安然

无恙 她花了一千多元才治好伤 后

来学员劝告她不要阻碍大法学员讲

真相 那是在干大坏事 其家人也

说 你去干坏事干啥 贴在那也

没惹你 以后她有所悔悟 再也不

撕了  

黑龙江 610 头目遭恶报  

    林甸县 610 办公室组织一伙人

到四川学习犯罪经验 途中翻车

610办主任当场死亡 其余人员都有

不同程度的伤残 注 610 办公室

是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机构   

河北 公安局副局长遭恶报   

        边九中 唐山市玉田县公安局

副局长 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 他对

大法弟子就一个字——“狠” 边九

中上任没几个月就得了怪病 全身

瘫痪 生不如死    

吉林 看守所副所长遭恶报  

    德惠市看守所副所长谢云波曾

经当着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面

将大法师父的相片扔在脚下踩踏

他非但不听大法弟子的善意劝阻

还无知 得意地说 等你们法正过

来的时候 我早就下地狱了   

       2002年5月下旬 谢某在德惠市

的十道街一楼房内与一小姐寻欢

时 因兴奋过度导致心脏病突发当

场死亡 两天后被家人发现 身上仅

盖一条毛巾被  

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  

迫害大法者必为贪官污吏  

从尼禄看江泽民  
虚荣残暴 陷害无辜 下场可耻 

上图 冰岛最大的权威报纸

Morgunbladid 6 月 15 日在头

版头条刊登了冰岛总统 14 日晚

在珍珠餐厅宴请江泽民时 江在

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 站起来

唱歌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