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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所长车祸身亡

7 月份 位于合肥市三孝口光
明新村小区内的居民纷纷在谈论负
责该辖区的金寨路派出所所长于日
前出车祸身亡的消息 有的居民说
“千万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 这就
是恶有恶报的例子啊 ”据悉 该所
长曾迫害过多名大法弟子

河北

诽谤佛法者殃及家人

阜平县教育局周某 48 岁 业
余喜好参加扭秧歌 跳老年舞等活
动 由于受江泽民一言堂造谣宣传
蒙蔽 在自己显示心的作用下 2001
年 9 月又学起了打快板 当众诬蔑
法轮大法 没几天 其儿子 21 岁
骑摩托车在行至县桥东街时 突然
浑身不适 踉踉跄跄地跑到附近医
院 不长时间就离开了人世

甘肃

政保队长害人反害己

武威市凉州区政保大队长陈锋
钢追随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大法及大
法学员犯下了不少罪恶 此人去年
大病一场 仍不知悔改 反倒变本加
厉 继续行恶 今年三月初将两名发
真相材料的大法弟子在没任何法律
依据的情况下非法判刑三年 五月
份陈锋钢再次绑架在家的大法弟子
并强行勒索现金 最近陈锋钢再次
得怪病 据知情者说 他整天不说
话 表情麻木 行走坐卧需别人搀
扶 真是害人反害己

启示录 第十三章讲 这个兽十分
猖狂 满嘴说的都是冒犯上帝的话 还善
于制造奇迹和欺骗哄骗人们 江泽民制
造的 人权最好时期 以及 世界
投资最大最佳市场 效应虽然都是
浮华虚假之色 但在人间能暂时迷
惑东西方那么多国家首脑和商业
界 不妨可以称作 奇迹 吧 而
江一伙制造的用于诽谤法轮功的
种种谎言更是不仅在中国 也在全
世界范围行骗得逞几多时日
在 旧约全书 中的丹氏
(Daniel) 预言中讲了这个兽的许
多特征 兽行 自私自利 独裁
无法无天 吹牛 欺诈 狡猾 堕
落 疯狂 卑鄙 荒淫 象魔鬼一
样 总而言之 非常可憎 是个十
恶不赦之人 再看看邪恶之首江氏的所
作所为 极端自私 独断蛮横 刚愎自用
以权代法 狠毒 爱出风头 骄奢淫逸 (乱
搞堕落的两性关系 买中国空军一号专
机 建大剧院) 失去理智时的样子和魔
鬼没什么区别 江氏的行为和丹氏对怪
兽的预言也很符合

酷刑折磨而死 所以
最后的战斗 不
象人间的战争 而更象早期耶稣及其信
徒被罗马帝国迫害的情况
看看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 江氏
对亿万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实就会
看到什么是“最后的战斗”了 何况
目前能够揭露出来的 还仅仅是突
破江家严密信息封锁之后传递出来
的局部消息 江氏出于个人的自私
与嫉妒 以权代法利用一切舆论工
具漫天造谣 栽赃 陷害法轮功 把
“真善忍”作为自己的头号敌人 不
遗余力 动用中国一切资源镇压法
轮功 用尽古今中外各种酷刑 迫害
广大法轮功学员 这多象当年罗马
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情况 只是现在
范围更大 更广 江氏的手段更狡
猾 狠毒和邪恶 有心有识之士不妨
自行广泛引证 详细推敲一下为什
么说“江氏对真善忍的大规模镇压是真
正的最后的战斗”

圣经 启示录 预言的
大事件已在发生之中

安徽

关于 怪兽

关于

最后的战斗

在 启示录 和 圣经 其它预言中
讲 在上帝大审判之前 正邪之间有一场
空前的所谓 最后的战斗 ( The Final
Battle ) 人们一直非常关心此事 而
且通常认为 这个 最后的战斗 是围绕
中东地区和多国参加的大规模毁灭性的
军事冲突 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启示录 第二章二十三段明确指
出 神寻找人的心灵和精神 在 启示录
黑龙江 犯罪所长车祸身亡 第十三章一段讲 这个七头十角的兽每
大庆石化总厂公安处化祥派出 一个头上都有亵渎神的名号 第十三章
38 岁 自江 五 六段讲 这个兽用嘴攻击和亵渎神
所所长吴金友 男
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 该犯便积 用现代的语言讲 即是这个兽用各种新
极参与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 它所 闻媒体制造谎言 污蔑 诽谤等攻击和亵
渎神 在 旧约全书 的丹氏
管辖的派出所被上级评为
(Daniel) 预言中也讲到 兽
迫害法轮功的所谓的先进
用嘴不停地亵渎神 这些在告
单位 “先进”成了“先进
最后的战
诉今天的人们
地狱” 2002 年 7 月 14 日
斗 并不是人们熟悉的军事冲
犯下重罪的吴金友 驾驶一
而是一场争取人们心灵归
突
辆高级吉普车行使在卧龙
属的正邪大战
公路二罐区时 与一车辆相
启示录 第十三章七段
撞 该犯被撞得血肉模糊
还讲到 除了污陷和亵渎神
脑浆迸裂 死相极为悲惨
之外 兽也疯狂地迫害信徒
上图 被大赦国际评为人权恶棍的江泽民 们 一些被关进监狱 一些被

兽的印记
启示录 第十三章十四至十六段中
讲到 这个兽欺骗世人使得被欺骗的人
们戴上了兽的印记 第十六章二段中讲
到 当第一位天使把盛神愤怒的碗倒在
地上时 那些有兽印记和崇拜兽的人身
上长恶毒的疮 第十四章九至十一段中
讲到 所有崇拜兽和戴上了兽的印记的
人都在上帝最后的审判中 喝上帝愤怒
的酒 在地狱里的烈火中永远被烧烤 所
以 崇拜兽和戴上了兽的印记的人 将处
于万劫不复之地 永远在地狱中沉沦 那
么对于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说 充份认识
兽的本质和兽的印记 避之如瘟疫 对于
每个人的未来来说就非常重要
上面我们看到 江泽民即是 启示
录 预言中的怪兽 崇拜兽就是追随江泽
民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 兽的印记当然
来自邪恶之首江泽民 那么什么是 兽
的印记 呢 上面已经说明 江氏用极其
邪恶 残暴和流氓手段迫害 真善忍 才
是真正的 最后的战斗 在这场正邪大
战中 人如果受到了江氏的蒙骗 接受了
江氏的谎言 从而产生对宇宙大法 真
善忍 不好的思想 那么这个人将处于极
其危险之中 因为这些不好的思想就是
兽的印记 在即将到来的法正人间之
时 所有思想中装有对法轮大法不好的
思想的人都要喝 神愤怒的酒
(本文为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