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公映法轮功真相
在民众中激起千层浪
2002年3月5日晚8时左右，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络的
八个频道罕见地播出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
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播放时间长达四、五十分钟，且
中间没有间歇。长春市几十万有线电视用户经历了此事。此正
义之举在长春及北京高层引起极大震动。
3月5日晚8点多，长春市大部份有线电视用户的电视荧幕
突然出现有关法轮功的内容，开始时人们以为又是批判法轮功
的内容，所以都不以为然，但过了一会儿发现情况不对了──
怎么电视中播放的都是正面宣传法轮功的内容？！人们开始兴
奋起来。在两年多的邪恶宣传下，多少人很想听一听对法轮功
的另一种声音，可是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又抓又打又连坐，让
很多人感到畏惧。今天可不一样了，真相电视送上了门！
从节目中人们清晰看到了天安门“自焚女”刘春玲被打死
时从她脑后飞出的重物。在节目刚开播几分钟之后，大家就开
始互相打电话通报：“中央台正面报导法轮功，是要给法轮功
平反了吧！”很快几乎所有长春市民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第二天清早，无论是在公共汽车上、马路上还是在单位
里，人们议论纷纷。“原来自焚都是假的！”，“江泽民的面
目真狰狞”；有的说“原来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在学”；
有的说“该给法轮功平反了吧？！”还有的人讲述着从节目看
到的内容，也有的人为自已没看到而惋惜。
法轮功真相电视步入百万长春百姓的家庭，有力地突破了
江集团的信息封锁。法轮功真相水落石出之日，已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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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突然播出法
轮功真相电视片后，长春市有三名法轮功
学员被当地“610”绑架。江泽民对此 非
法下令“杀无 赦”。而吉林 省“610”和
长春市“610”正在决定判死刑和重刑的
法轮功学员名单，这些名单包括以前遭到
拘捕而仍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它各省
市也都有判死刑的名单。
春节前夕长春市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
接连几天大搜捕，当时下令：发现法轮功
人员贴标语、挂条幅，可以开枪打死。据
悉，春节 前，中 央“610 办公室”的头 目
刘金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的部署镇压法轮
功的会议时亲自下达了开枪令。
近来，法轮功学员被枪击的事件已不
断传出。2002 年2月16日，辽宁鞍山市 警
察在非法抓捕三位法轮功学员时，使用了
手枪，一警察连开了四枪并击中了一学员的腿部。而黑
龙江省密山市警察杜永山在大年初一凌晨，只因法轮功
学员姜洪禄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竟公然开枪将其腿打
断。
我们在此呼吁善良的您行动起来，帮助制止国家恐
怖主义分子江泽民借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血腥屠杀。

诺 查 丹 玛 斯 预 言的 新 译 解 ( 二 )
文/李诺
(接上期)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中最重要的一
首是《1999年，恐怖大王从天而降》：
1999年7月
为使安哥鲁莫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
说是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这 首 诗 的 第 一 行 就 令 人 注 意，
“1999年7月”是肯定的 时间。在《诸
世纪》中，其它的诗无论含有多么骇人
听闻的内容，也只是含混地指出大致的
日期和相对年数，唯独这首诗 指明了年
月，此预言的重要性和明确性 因此不言
而喻。 而诗中的“恐 怖大王”、“安
哥鲁 莫亚”、“玛 尔斯 将统 治天 下”
等，不知耗去多少研究者的心血，但无
人破译。
2000年 6月，李洪志先生在『预言
参考』一文中对此诗作了解释：“他讲
的一九九九年七月为使其王复活，恐怖

从天而 落，正是中共中央几个别有用心
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对大法与大法弟子
开始全面的邪恶镇压，抓人、打人、劳
教、判刑、毁书、利 用军、警、特 务、
外交及所有电台、电视台、报纸， 采用
流氓手 段铺天盖地的造谣迫害 ，大有天
塌之势，其邪恶程度覆盖了全世界。”
“关于‘届 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
下’一句，是说在一九九九年前后马克
思在统治世界。其实目前不只是共产党
社会搞马克思的一套，世界上的发达国
家搞的社会福利等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共产主义的东西。 ”
“最后一句‘说 是为让人们获得幸
福生活’ ，也是 共产党讲的要解放全人
类的说 法，和 西方社会用重税收，搞社
会福利等的所指……”
诺查丹玛斯 又在第 十章第74首诗
《大七数是什么意思？》写道：
大七数轮回完结之时
相互残杀发生了
它发生在这一千年开始不久
那时地下的死人将破墓而出

相互残杀的可 怕描述简直就是人间
地狱，令人不 寒而栗。联想到历史上迫
害正信者的可悲下场，而当前对法轮功
的迫害又是对正信的规模 最大和最邪恶
的一次。在此诗中，诺氏 是否在预言那
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的命运呢？
在第十章第79首诗《世纪未大异变
之后“神的时代”将来造访》中，诺查
丹玛斯描绘 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 好景
象：
古老的道路将被极好改善
他们奔赴类似曼斐斯的大地
海格立斯的圣墨丘利，百合花
大地、海洋、异国震撼
诗中预言的应该是所有的罪恶被销
毁之后，有善 念的人们得救而进入新纪
元的美好前景，新人类 重德行善，敬畏
神灵，繁荣昌盛。
写到这 里，不知是喜是悲。喜者，
磨 难 有 因，希 望 犹 存；悲 者，何 去 何
从，天道无情。天书《诸世纪》若能起
一点启示的作用，诺 氏的在天之灵也可
慰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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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辜入狱逾两载 坚修大法心不改
─法轮功学员林慎立在加拿大各界营救下获释
法轮功学员林慎立在加拿大各界营救下获释
48岁的林慎立在被监禁前是上海的一名会计师，43岁
的妻子李进宇是一位加拿大籍艺术家。98年，在上海的一
个公园炼功点上他们相识、相爱，并结下这幸福姻缘。
他们一家人因修炼法轮功受益良多。李进宇摆脱了长
期的疾病获得健康；林慎立80岁年迈的母亲返老还童，满
头白发长出了黑发；进宇的弟弟与弟媳濒临破裂的小家庭
因修炼法轮功而重归于好。林慎立和弟弟林鸣立(至今仍被
非法关押) 从小学习传统道家气功，长期研究东方各家各门
派的修炼方法，他们深知法轮功是高层次修炼方法，是千
古难遇的高德大法。在当今私欲横流、道德下滑的社会环
境中，他们全家人象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们一样，努力地
遵循“真、善、忍”的法理，追寻着返本归真之路。
1999年12月22日，新婚九个月的李进宇和林慎立来到
北京信访办表达心声，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当他们一说
出是法轮功学员，就失去了自由。李进宇在48小时内被驱
逐出境，林慎立则被关进拘留所，而后未经法庭审理就被
关进江苏大丰劳改营劳教两年。
在被强迫劳教的两年期间，林慎立的合法权益被剥
夺。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在长达两年中被禁止与自己的儿子
见面；新婚妻子的来信全被警察扣留。同时，林慎立精神
和肉体上均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被关押初期，每天被迫
坐在一张长约一尺，宽约6寸，高约一尺的小凳子上，被罪
犯看管着，不许说话，从早坐到晚，以致屁股上长泡，溃
烂，极其痛苦难受。在无法林慎立迫使放弃修炼法轮功的
情况下，狱方强迫他进行残酷的超负荷劳动，每天长达12
小时以上，周末和星期天都不能休息。由于超时超负荷劳
动，胸背出现了血泡；屁股上大面积溃烂，走路举步艰

林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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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慎立与妻子李进宇

难，吃饭、上厕所时难以下蹲；两手中指半截溃烂。林慎
立什么错事都没有做，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
善、忍，就被奴役每天劳动12小时以上。而新华社称这种
虐待为“人道主义关照”！
在林慎立被非法劳教的两年中，李进宇竭尽全力为丈
夫和千千万万个在中国遭到无端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方奔
走呼吁。而林慎立的安危也同样牵动着加拿大社会各界。
众多议员、各级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积极营
救，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加拿大国会议员艾文 考特勒向
中国政府极力呼吁并义务担任他的辩护人，国际特赦把他
称为“良心犯”并三次发起营救行动，无数的民众签名谴
责对他的非法迫害并呼吁中国立即将其释放。2002年2月25
日，无数善良人的美好愿望终于成真，在中国劳教所倍受
折磨的林慎立先生结束了两年的牢狱生活，来到加拿大与
妻子李进宇团聚。

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

2月26日，在加拿大国会山举行的记者招
待会上，林慎立发表了如下声明：
整整两年劳改营中的非人生活，我经
历了许多难以描述的艰难。作为一个人，
突然地失去做人的所有权力与自由，身处
罪犯之中，被强行灌输邪恶的思想，被断
绝与亲人朋友的联系，时刻都处在被逼迫
的状态，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这里会摧
残一个人的意志。但是，我走过来了。种
种迫害的手段都丝毫动摇不了我坚修法轮
大法的决心。因为几年的修炼过程使我深
刻地体验到这个事实：法轮大法是真理、
是正法，他不是理论，不是精神寄托，而
是完完全全的一种真实，法轮大法是不可
战胜的。
回顾走过的路，我认为我为法轮功和
平上访是做了一件最正最好的事。江氏集

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反中国宪法的、是
非法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信仰、上访
自由应该得到保证。目前，在中国千千万
万的法轮功学员比我遭受着更残酷的迫
害。
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感谢加拿大人民，
证实了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加拿大
人民和政府帮助我获得自由这一事实，体
现了世界上善良人民追求正义与真理的愿
望。为此，我从内心深深地感谢人们为停
止这场迫害而做出的努力。
我深信一个千古流传的道理，那就
是：邪不胜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生
命的本源是由“真、善、忍”而构成的。
善良是生命的本性。真理和正义是不可战
胜的。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九双鞋
2001年10月5 日，天安门广
场，在旗杆的南侧，一位50多岁
的女法轮功学员欲席地打坐，刚
刚坐下，警察就疯狂地冲过来抓
住她，并往车上推。
“先别抓我，让我把话说完
再抓”，这位女学员从随身携带
的包里拿出九双已破烂的鞋，
说：“你看到这九双鞋了吗？我
从四川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穿烂
了九双鞋来到北京，就为到天安
门广场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法
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空气在瞬间凝固，警察的心
被深深的震憾了，只说了一句
话：“你满了（圆满了），你走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