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慧网 辽宁新宾这具有悠久历史的

古城 有上万的法轮大法修炼者 其中

有政府官员 司法干部 工农商学兵

下至三岁顽童 上至八十岁的老人 我

也是其中的一员 我原是一字不识的文

盲 是大法的神奇改变了我 读了 转

法轮 后 我神奇般地能认字和写字

了 在被拘留期间 我写下了这封粗浅

的信以表达我得法受益的心声   

人 世 间  

夫妻三十一年整 本人无能家贫寒 

二孩书都没念完 妻忍病痛把活干 

缝补浆洗做菜饭 家里地里忙不闲 

我俩脾气都不好 吵架干架成习惯 

绝望之中想服毒 自杀恶念都出现 

人生道路多苦难 净下心来去修炼 

修炼也有苦心酸 再苦再难心也甜 

师父传法来度咱 得法四年真修炼 

身体病痛全消掉 思想境界大改观 

过去我俩成怨家 如今互敬互谦让 

日日学法把书看 夜夜打坐肩并肩 

不求同生来人世 但愿一起修圆满 

修去欲望和执著 放弃人间福梦幻 

待到他日圆满时 师领弟子把家还 

师父给我慈悲心 我用慈悲待世人 

劝告亲人与世人 心中永存真善忍 

多发慈悲多善念 创造美好人世间  

            一大法修炼者 

更多真相请通过国外代理访问法轮大法网站  http://minghui.ca  http://zhengjian.org  http://fgmtv.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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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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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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  

世界各民族修炼法轮功者日众  

图为在香港的修炼者 

修炼之前不识字  修炼之后诗言志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我有一个大学时

的同学在北方黄土高坡的某

市政府部门当领导 他与同

任领导的爱人议论 新闻报

导反映炼法轮功的不少是有

文化 有地位 有本事的能

人 为什么中央镇压这么厉

害还坚持炼 一定有什么吸

引人的地方 最近他知道我

炼法轮功 就借一次出公差

机会绕道一千公里来到我所在的城市 十

多年未联络的他一见面就提问 转法轮

真是你们老师写的 电视上放的那些可

真吓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再

说 我现在对吃 对玩都不感兴趣 这次

就是为了见你出这趟差的   

    我给他放了师父在济南讲法第一讲

第二讲录相 给他看 转法轮 给他看

四.二五 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 真

相的光碟 我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身

体变好 心性提高的体会 在交谈中对他

提到的常人中的一些事 我以师父讲的佛

法对照谈我对这些事情的认识 让他通过

我的一言一行对修炼者与大法有个正面

的了解  

    二天后他临上飞机时对我说 咱老

百姓是最讲实惠的 法轮功不好谁能冒那

么大的危险炼 我告诉你 违背老百姓意

愿的事情 历史证明都不会长久 中央镇

压法轮功很快就会改变的 不得民心的事

不会长久的 我对他说 这回你明白

了 你可不能在工作中 会上会下骂我们

大法了 他答 讲真话 我从来没有

骂过 你知道我们那里是佛教圣地 老百

姓信佛  

明慧网 为什么海内外法

轮功学员都把江泽民称为邪

恶 大量资料表明 三年多

来 江泽民把对法轮功的迫

害当成国家头等大事 在对

法轮功历时三年的迫害中 江泽民通过

610恐怖组织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的一系

列指令 他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些所谓的

政策 已经三年 这些指令为各地不法

官员和警察所执行 非常具体地体现了江

泽民心目中的所谓 政策 的实际内涵   
1 名誉上搞臭 ──代表了江泽民心目 

   中 的 先进文化  

  2 经济上搞垮 ──代表了江 

  泽民心目中的 先进生产力  

  3 肉体上消灭 ──代表了江泽          

  民心目中的 中国人民的利益   

与此配套的所谓政策还有   

4 打死白死 打死算自杀 ──江泽民

心目中的 以德治国  

5 不查身源 直接火化 ──江泽民心

目中的 依法治国   

 江泽民的邪恶程度由此或可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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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的
政 策  
□文/守义  

美国人民的正义之声 
    纽约时间2002年7月24日晚7

时左右 美国国会全票通过 (共

420票)第188号提议 该决议要求

中国 江氏集团 停止迫害法轮

功修炼者 并敦促美国政府利用

一切适当的公开或私下场合对中

共当局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释放

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 停止对法

轮功学员进行残酷非人 侮辱人

格的折磨   

        感谢美国人民 各位议员先

生/女士们及美国政府给予逆境

中的全体法轮功学员大力支持  

蓬莱一大法女弟子含冤而死 

    山东蓬莱市大辛店镇龙山村

店大法弟子姜宜宾之妻李女士

2002 年 2 月初去北京上访 被北

京恶警毒打 迫害成植物人 然后

从北京空运到烟台 于2月中旬死

于蓬莱医院      

    该大法弟子是当地公认的好

人 她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在当地

引起很大震动 人们开始认清了

江泽民集团及其打手的凶残狠

毒 送殡时很多普通人都主动为

其送纸钱 而公安极力封锁消息

追查 搜捕参加葬礼的大法弟子  

    迄今为止 至少有 441 名

大法修炼者被迫害致死 情

形惨烈  

 三 言 两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