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化市南关村徐某 以卖煤气
为生 2000 年以来 他自己录制了
反对大法的口号用拉煤气罐车上放
音乐的喇叭每天在大街上四处播
放 近期 他竟被狗活活咬死

黑龙江 610 头目遭恶报

大法洪传时代

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
了 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
任 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
国家机器的根基 所以邓
小平提出了 向前看 的原则 一笔
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
后 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
布 因公殉职 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
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对他们震动
很大 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
仔细考虑一番 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
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国务院 中
央军委发出 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
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
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
通知
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
局 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
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 那
些手上有 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 鲜
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脱惩罚 据说军
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 把一批
这 种 军 人 押 解 到 云南秘 密 处 决 也 以
因公殉职 通知家属
孙维世之死 摘抄

7
1

河北 污蔑大法遭恶报

公安警员

栖霞市的徐敬友 50 岁 曾在海军
服役 水性很好 退役后在公安部门
工作 法轮功遭迫害以来 本来已退
休的他又被反聘 在迫害法轮功中
他积极卖命 今年 6 月和家人在海
边游泳时被淹死 当时家人就在他
身边却毫无察觉 等发现他时 人早
已死了 此事在当地被传为怪事

北京秘密枪决

山东 犯罪警察溺水身亡

明慧网 编者按 我们转载这篇
节选 是为了让那些迫害法轮功弟
子的不法警察们知道 为当权者做
打手绝没有好下场 迫害无辜者一
定会受到天理的严厉惩罚 大法弟
子遵循真善忍 绝不会以法律之外
的暴力手段报复任何人 但迫害大
法弟子的邪恶之徒绝对不会逃脱
恶有恶报的下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
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王震
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 为惨死
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
在追查之前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
日 军管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
赶紧自杀了 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
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内部清查 非常明确只
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 三种
唐达献告诉我 北京公检法系统抓
人
了十七个典型 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
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 对他们内部审讯
并秘密枪决 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 并没有经过
公开的法律程序 只是 知法犯法 家法
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
制裁

清算文革血债

第16期

宝泉岭 610 办公室副主任曹尔
强 原本是个体户 用钱买了这么个
官 在任期间很邪恶 曾多次破坏大
法 抓捕多名大法弟子
最近曹尔强伙同其他几人去依
兰检查情况 返回途中翻车 曹尔强
当场身亡 另两人重伤 当地的人都
明慧网 辽宁锦州 610
三 玩弄权术 独断专
——
堵死自生路
说曹尔强破坏大法遭报了
恐怖分子李协江自从
行 数不清的大法弟子经
他批复送看守所 教养院
河南 公安局副局长在可耻 1999 年 7.20 以来 直接 锦州 610 恐怖分子
参与迫害大法弟子 是江
甚至监狱
中死亡
李协江的犯罪记录
四
肆意搜刮大法弟
XX
政治流氓集团的得力
漯河市源汇区原公安分局副局
子的钱财 随着一批批大法弟子被非法
长屈双杰 自 99 年 7 月 22 日镇压法 打手 从李协江三年来的犯罪行为来看
拘留或被非法送入洗脑班 他们有了一
轮功以来 他利用职权对法轮功学 他已堪称锦州地区 610 的首犯
一 他攻击法轮功 诽谤 谩骂大法师 次次大发横财的好机会 每次都以罚款
员大肆迫害 丧心病狂 想从中捞取
政治资本 对上访被抓的学员一律 父 仅此一项事实 他就已无知地将自己 的名义 却没有留下任何收据 字条
向大法弟子家属要钱财 少则数千元 多
非法重判 经他手被非法劳教判刑 定位在宇宙历史的耻辱柱上
则数万元 中饱私囊
的大法学员有几十人 结果该歹徒
二 迫害大法弟子 滥用酷刑 使用手
五 抗拒劝善 变本加厉 大法弟子
在派出所任所长期间贪污东窗事 段极为残忍 卑劣 下流 仅举几例 剥
向其讲真相
出于对一切生命的慈悲
发 先是流窜逃跑 后被单位双规 光女大法弟子的衣服 让她们坐电椅 并
随后身患绝症 2001 年死亡 落得 用电棍触击身体 同时 他们用监视器窥 告诉他 “善恶必报” 的因果关系 但众多
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却没唤回他些许的
个可耻的下场
视大法弟子被折磨时的悲惨情景 无度
良知 反而变本加厉地实施迫害 说自
漯河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 地发泄私愤
己不怕下地狱
的一个姓戴的局长 由于利用权力
丧心病狂的迫害大法弟子 现此局
长也遭恶报 自己的独生孙子被马
路边的广告牌掉下来砸死
漯河民众都说 “这两个人都是
报应 害人害己 ”

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
迫害大法者必为贪官污吏

谎言+暴力 能维持多久

天灾+人祸 怎可当作是偶然

河南郑州 7 月 20 日前又开始一轮对大法
弟子的迫害 7 月 19 日 雷雨大风交加
一阵冰雹从天而降 郑州市伤亡多人 周
边县有不同的重灾 农民的庄稼 冰雹过
后一扫而光 城市的电线杆被刮倒在地
大树被连根拔起 电视没有了信号 电话

和手机打不通 汽车被砸坏 道路被淹没
市金水河畔竖立着高 5 米的巨大石像 被
雷雨大风击倒 掉进了河中 当地老人都
说我活了 60 多岁都没见过下这么大的冰
雹 天是怎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