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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凤凰卫视参与迫害法

轮功的人员遭到报应  
   近日 中共在海外的喉舌-凤凰

卫视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遭

到报应 其中总裁刘长乐遭双规 新

闻大陆组的三名女记者或死或遭重

创 资讯台记者钱志红被绑架 中文

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 杨

澜工作室 的主持人杨澜遭痛揭老

底  

四川 恶警遇车祸一死两伤  
   乐山市中区公安分局国安大队

是主要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机构

2002 年 4 月上旬 该大队三名公安

又送一大法女学员到资中楠木寺劳

教 于返回途中遭车祸 造成一死两

伤 其中 大队教导员杨光耀 男

47 岁 当场死亡 丁洋 男 30 多

岁 脚断 且吓得魂飞魄散 躺在医

院里一直神智不清 李娟 女 20

多岁 手断 内伤 对这些人的下场

一些内部人都已明白遭到恶报 因

为大法弟子早告诫过他们   

湖北 董事长暴毙 
  宜都市通用机械厂原副董事长李

承任职期间 对大法及大法弟子极

端仇恨 是迫害本厂大法弟子的急

先锋 因迫害大法卖力 被提拔为机

械厂董事长 谁知在 2002 年正月十

五厂里举办的宴会上 大家在跳舞

中到他的座位上叫他跳舞时 突然

发现李承暴毙身亡 倒在桌子上 李

承生前身强体壮 他的暴毙是他迫

害大法的必然结果  

黑龙江 不信报应书记脑出血  

  大庆物探公司某二级单位书记李

云峰仇视大法 口出恶语 扬言 不

信善恶有报是天理 抓一个贴真相

的罚一万元钱 恐吓大法弟子及大

法弟子家属 助纣为虐到了极点 近

日遭报 得脑出血住进了医院   

河北 副市长成植物人 

 石家庄原副市长张二辰 为保自己

乌纱帽 99年 7.20期间亲自动手粗

暴地揪抓法轮功学员 张二辰因贪

污被抓后 一夜之间成为植物人  

□文/静观  
明慧网  

读者来信: 法轮功学员的

和平抗争 对镇压行为的不

配合 恰恰是不搞政治的表

现 不论你是不是修炼的

人 只要你配合了江泽民的

这场运动 你参与了表态

你参与了江泽民的什么百

万签名 你写了悔过书 你

执行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

打压政策 甚至你保持沉

默 你就是有意无意地在为

江泽民的政治运动推波助

澜 你就是认认真真或者糊

里糊涂地在搞政治 而那些

坚 决

不 配

合这场邪恶镇压的法轮功

学员 是真正看透世间名

利 真心修佛修道的人 他

们真正跳出了少数谋权者

的政治旋涡 对他们哪里还

有什么政治可言  

 文字打手 

在高中教材中诬蔑大法  

   中学高中教材 经济与

政治基础 第十章中有贵州

张贵知炮制的诬蔑攻击大

法的黑文章 该教材是 2001

年 6 月出版的 其中主编

石海燕 责任主审 王浦劬

胡钧 钱晟 审稿 刘伟

荆霞 

石家庄火车站派出所干

警利欲熏心 要钱不要命  

   据悉 石家庄市火车站

派出所干警一些利欲熏心

的干警在江罗集团巨额奖

金的诱惑下 抓捕一名大法

弟子 奖励 一万元 借

工作之便 大肆非法抓捕善

良的大法弟子 有的已抓捕

了数名大法弟子 把自己推

向了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   

   在此正告相关干警 作

为执法者应保善良 维正

义 镇邪恶 切莫沦为江罗

集团之鹰犬 金钱之奴隶

保护和善待大法弟子 将为

自己和家人创造一个美好

的未来 否则 迫害大法必

下无生之门 悔之晚矣   

责任单位 石家庄站前派出

所 石家庄北站派出所 

稳定梦  
酒池肉林欲永恒  

纣醉狐乱周武平  

始皇坑儒二世灭  

杨广殃民大唐兴  

江魔倾国弄恐怖  

如坐针毡呼稳定  

欺压良善害大法  

天怒人怨归无生  

三言两语 配合江泽民的镇压才是参与政治 

请君入瓮 
唐朝秋官侍郎周兴同来俊臣共同

审理案件 来俊臣另外奉旨随时

可以审判周兴 周兴不知道这件事 等到他们两个人

一同吃饭时 俊臣对周兴说 “现在有些囚犯不承认罪

行 你看怎么办呢 ” 周兴说 “这好办 拿来一口大

瓮 在四面烧上炭火烤 让犯人进入瓮里 什么事敢

不说 ”然后就找了一口大瓮 用火围上瓮 俊臣起来

对周兴说 “宫内有人状告老兄 我奉命调查 请兄进

到这个瓮里吧 ”周兴又惊惶又害怕连忙磕头 把罪行

全都招认了 后来判死刑 流放到岭南 被他所破败

的人家 流放岭南的很多 周兴最终被仇家所杀 传

曰 “多行无礼必然要牵扯自己 ”可信啊  

美国瑞利市长宣布 真善忍周  

褒  奖 
    鉴于 法轮大法是一项自我提高的功法 其动

作和法理体系起源于中国古老的文化 强调同化

宇宙原则 真 善 忍 可使身心健康获得深层

的改善 并且  

鉴于 法轮大法包括四套简单动功和一套打坐炼

习 功法免费教授 并已获证实具有美妙的身心益

处 并且  

    鉴于 李洪志先生作为法轮大法的创始人 为

造福他人而无私 孜孜不倦地奉献 教导了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来自不同社会背景 种族和文化的上

亿人民 架起了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并且  

    鉴于 法轮大法学员忠实于李洪志先生的教

导 在最严酷的环境下表现出大善大忍 已经打动

了每一位善良人的心   

    鉴此 我 北卡州瑞利市的市长查尔斯.米科

特此宣布 2002 年 5 月 12 日至 19 日为瑞利市的 

真善忍周  并向致力于社区非暴力与和平事业

的法轮功学员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本人于 2002年 5月 7日在本文件上签字并加

盖北卡州瑞利市公章 以此为证   

                                                 签字 查尔斯.米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