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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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出所所长进京探子
替妻子说出心里话
东北 某地公安派出所所长 自 1999
年 7.20 以来 一直以客
观公正的态度看待大
法 对大法抱有好感 并
且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大
法
2001 年国庆假日期
间 该所长去北京探望
读书的孩子时 在经过
天安门的汽车上喊出了 法轮大法
回到家后告诉妻子说 我替你
好
正法了

⊙ 正法时期的孩子们
德国 海德堡的大法之家有一个两岁
的德国小弟子 他星期日经常跟着父母
和姐姐们到风景点城堡公园去 大人们
炼功 给中国游客发资料 他就在旁边
玩儿 突然有一天 当他的父母给中国
游客讲真相时 他跑上去 大声用中文
法轮大法好 佛光普照
中国
喊
游客先是吃了一惊 然后发现居然一个
小外国洋娃娃也会用中文说大法好 他
们都觉得很有趣 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
了 而所有的炼功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
时候 在哪里学会这几句中文的

⊙ 河北某市大法弟子的正法壮举
河北 7 月 19 日 某市大法弟子心怀

最后一课

明慧网 阿丽是位中学英语教师 曾
任班主任 在迫害下 她离开了班主任
职务 但她时刻没忘自己是一名大
法弟子 曾经向校长讲真相 使全校
数百师生免答污蔑大法的试题
6 月 20 日 她曾任教的班级有最后一
堂英语课 也是该班最后一堂课 本
来这堂课是由别的老师来上 由于
有事改由阿丽去代上 正好此班
阿丽曾担任过班主任 所以全班
同学都了解她是大法弟子 是他
们心中最好的老师 上课时 全
班同学一致要求 老师 这是我
们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课 今天就别上课
阿丽说 好
了 您给我们讲故事吧
吧 那我就给你们讲一讲修炼的故事

强大正念 将“法轮大法是正法” “江
峨嵋山大为镇恶警的毒打
泽民导演自焚毒害世界人民 害人害
无法动摇我的正念
己”和“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学员”
等条幅标语分别挂在了公安局 派出
文/四川大法弟子
所 最长的有 16 米 份外醒目 此前
明慧网 5 月 23 日晚 8-9 时 峨嵋山
一大批真相光盘和相关资料也送进了 大为镇一伙警察在刘春友的带领下
千家万户 人们正在觉醒 正在看清江 闯入我家 对我家进行了非法搜查 他
泽民卑鄙无耻的恶霸嘴脸
们为查找真相资料 肆意翻箱倒柜 在
我的床上抄到一本 转法轮 和我抄写
台湾的青年学子 的正法口诀 以及讲清真相的资料 在
在许多大专院校 我家里恶警刘春友对我进行毒打 然
后又把我和我 7 岁的儿子带到派出所
中已相继成立法
进行逼供 追问这份资料的来源 我回
轮大法社 图为
他们无法在我口中
答 不知道
在台北世新大学
得到什么
的炼功场面
我坚决不配合邪恶 所以他们又
对我进行凶狠的毒打 当时我只觉得
⊙江苏高校
双耳象被打聋了一样 什么都听不见
强迫学生证明与法轮功无关
在我的心里只默念师父的正法口诀
近日 江苏部分高校强迫在校大学生开
我明白不管邪恶怎么猖狂 乌云是遮
证明表明自己与法轮功无关 请知情者
不住太阳的 邪恶势力只是利用这伙
予以揭露并制止
恶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迫害
⊙ 村民终于明白恶人就是这样嫁
在邪恶的迫害下 我没有低头 它
祸法轮功的
们更没有从我的手中得到什么 恶警
甘肃 武山县一村民信奉毛泽东 经 没有办法也只好说这是你的信仰 任
常烧香点蜡 叩拜毛泽东挂像 于 2000 何人都没有办法 只要你不反对 XX 党
年大年除夕之夜全家五口人 夫妻和三 就行 我说 你翻一翻大法的书中 哪
个孩子 服毒自杀 最小的孩子经抢救 一句是反对 XX 党的 江泽民一伙 只
幸存 基层将此事上报上级政府 上级 能代表他们一伙 他代表不了 XX 党
却将此事嫁祸法轮功 造谣说此一家人 他只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小人而已 他
因炼法轮功而自杀 村民才明白原来恶 妒忌心太大了 心眼太小了 几天后
他 们又 给我 签了 一份治 安拘 留通 知
人就是这样嫁祸法轮功的
⊙自辨 真相一两张 看看又何妨 单 我在通知单上签了 不同意 约
凌晨 3 点钟我带上我七岁的儿子离开
正邪不难辨 百姓眼最亮
了家 为了不让邪恶对我的迫害 我四
向世人讲清真相 讲江泽民一
处飘泊
全班六十多双眼睛同时盯上了墙
上的监视器 阿丽说 同学们不要怕 伙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的残酷迫害
世人啊 清醒吧 “人生的路自
老师走的是最正的路 做的是最正
的事 所以大家不要怕 接着她开 己走” 你的一念一出就定下了你的未
始讲起了释迦牟尼的修炼故事及历 来 江泽民一伙利用手中的权势 对警
史上的几个谜 有学生问 天安门自 察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 峨眉山市与
焚是怎么回事 她就给学生讲了自 大为派出所的公安都这么说 峨眉山
市的经济都不抓了 也要把法轮功压
焚案的疑点 警察背灭火器巡逻
喉管切开能唱歌 烧伤病人用 下去 多么邪恶啊 他们为什么敢这样
布包扎等等 同学们都惊叹不 说呢 是他们把“善有善报 恶有恶
报”的天理给忘了 才敢这么说 才敢
已
这么干 我们把这些天理真相讲给他
最后快下课了 同学们一 们 他们都不相信 所以他们才敢对大
致要求 老师送我们一句话 法弟子大打出手 但是“拳脚难使人
同学们 你们明天就要 心动” 证实大法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
吧 阿丽说
毕业了 但是你们要永远记住送给你们 的责任 我们所做的事伟大而神圣
的这句话 真善忍好 法轮大法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