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 大型商场播放真相光盘 
五月初的一天 一大法学员将真相光盘

放在该商场的三楼电器柜台上 一员工

发现光盘后 就在电视里播放 才知道

是法轮功真相电视片 这一下可轰动了

整个商场 渴望了解真相的人们争相观

看 真相光盘也从商场三楼播放到一

楼 小小真相光盘深入人心 唤醒了许

多深受江泽民集团谎言蒙蔽 毒害的世

人 明白真相的善良人们都很高兴 纷

纷说 瞧 人家法轮功说得多有道

理 中央电视台只会胡编乱造 蒙骗

人 咱今后说啥也不信它那一套   
   在大法弟子们舍生忘死的讲清真相

中 越来越多智慧的人们会分清正邪

反对这场邪恶迫害   

⊙ 湖南 公交车成为流动宣传车 
5 月 1 日清晨 在湖南长沙 岳阳 早上

乘公交车的人们发现 在车门和车身上

赫然多了几个用印油拓印的醒目红字

不时有人念到 法轮大法好 城市的

公交车穿行在大街小巷 俨然已成为

法轮大法 的流动义务宣传车 而且

早起的乘客还能在车上拾到珍贵的礼

物 法轮大法真相资料 或者光盘

虽然这些字后来被邪恶涂擦掉 但是这

些字极大地震慑了邪恶  

湖北 博士生 武警大法弟子

走出“洗脑班  震惊邪恶  

一名武警大法弟子从“封闭班”出走 引

起武警队伍中邪恶之徒的一片恐慌 目

前正全力搜捕 该名大法弟子为武警医

院一名医生 为武汉大学98级心血管专

业博士研究生 曾于2000年因讲清真相

被非法劳教一年 释放后于2002年4月
29日再次被绑架去“封闭学习”(洗脑班)
该大法弟子不配合迫害而出走  

河南 女大学生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 一

位不知姓名的女大学生法轮功学员 被

迫害致精神失常 为了掩盖它们的迫害

罪行 恶警把她单独秘密关押  

广东 公安 政法委敛财  

凸显政匪一家  

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 茂名市政

法委将大法学员长期关在政法学校洗

脑班 且每人每天收费 25 元 有的公安

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 上门收钱时每天

25 元又变成 30 多元 多余部份自己要

了 茂名地区生活水平低 收入低 25

元可作一般人家一家几口的生活费 有

的学员家里穷 交不出钱 恶警就到学

员家里搬东西 把家里稍值钱的电器强

行搬走 还有的恶警直接向家属榨取钱

财 说 不给钱就送劳教 有的家属

交了几千块钱 亲人还是被强送劳教  

⊙ 国际主流媒体报导 奥委会被

敦促对中国在奥运会前的镇压计划

采取行动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暗示说 中国侵

犯人权的行径仍可能会导致其丧失奥

运会的举办权  

吉林 栽赃陷害市民怨声载道  
松原市不法官员将 东三家子粮库失

火 七小学失火 长白线长白

铁路段被破坏 都栽赃到法轮功身上

胡说什么 500 童男童女 水里下

毒 等等 弄得不明真相的家长都自己

接送孩子 不让孩子喝水给买水喝 在

公交车上有个人在讲 现在社会腐败都

不管 什么不好事都往法轮功身上安  

⊙ 大陆 记者直言 千万不要相

信中央台  

在饭桌上 记者对朋友说  有人说我

们是职业骗子 其实我们更像是传销网

络中的职业线人 老百姓是我们的下

线 江泽民核心是我们的上线 骗钱

骗灵魂 都是上线说了算  

江西 无人性的超强劳动迫害  

九江市看守所强制大法弟子每天劳动

20 小时以上 睡眠只有 3小时  

广东 某大学强令出国人员作保证  
某大学不久前传达上级文件 说法轮功

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越来越“活

跃” 对大陆的“渗透”很历害 要求

党员干部们加强学习抵制“渗透” 云

云 某大学在国外有不少校友是炼法轮

功的 有的还被中央谎言喉舌“点名批

判”过 因此该大学近期出国人员都被

忧心忡忡的校领导叫去谈话 担心他们

出去后“受影响” 有的还被要求作出

“不接触法轮功”的保证 一些出国教

师对此不解 反感 如此草木皆兵 这

个 XX 党怎么变得如此弱不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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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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H 社简讯   小 逻 辑 

认清清华 北大的 X教本质 
明慧网 新谎 (XH) 社简

讯- 日前 一清华大学学生

到北京动物园用硫酸喂熊

他把硫酸装进饮料瓶里 扔

给熊吃 两头黑熊立刻口吐

白沫 倒在地上 来回翻滚

口中发出 嗷嗷 的惨叫

同时 水泥地上冒起一股股

白烟 该清华大学痴迷学生的犯罪行

为再一次证明了清华大学连动物都不

放过的残忍 X教性质 证明党和政府依

法取缔清华 X教的正确和及时   

    心慌 (XH) 社又讯- 十年前 就读

于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一名北京大学毕

业生开枪杀害了自己的导师和一位大

陆同学 之后自杀 这次惨案在美国引

起强烈震动 极大地损害了祖国形象

同时又一次证明北京大学杀人如麻的

X教本质 证明党和政府依法取缔北大

X教完全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瞎话 (XH) 社另讯 过去几年来

清华 北大发生数起在校顽固分子自

杀事件 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这些

自杀事件充份暴露了清华 北大以课

堂 课本 图书馆等设施实施严密的精

神控制 导致痴迷者为追求分数和毕

业而自杀的 X教本质 是对人权的极大

侵犯 以降灾民同志为黑心的党中殃

依法取缔了清华 北大 X教 极大地保

护了我国人民的人权 维护了法律尊

严 下面请看中伤电视台焦点谎谈节

目和愚民日报匿名评论员的述评  

声   明 
我是一名小学生 有一次 老师非让我

们写 法轮功不好 因为我知道法轮

功好 心想 我写还是不写 这时我心

里很怕 老师就让我们写在那横格纸

上 我写了后 觉得自己对不起 法轮

功 对不起李老师 我知道自己做了

傻事 不是我发自内心写的 我声明作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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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前盼清明

清明来临人还迷  

等待世人快清醒

除尽邪恶永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