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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 安全局局长暴病身亡  

  格尔木市安全局局长曹栋于近日

暴病身亡 此人恶毒迫害大法弟子

凡发现格尔木市有真相材料 就操

纵恶警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将他们

知道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全部抓起

来 关押一个月 曹栋死前被诊断为

肝癌 胃癌 肺癌 痛苦程度可想而

知 这是现世现报的又一实例   

郑州 恶警作恶  殃及亲人  

  十八里河恶警 三大队队长贾美

丽是参与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的元凶

之一 报应已开始 且殃及亲人 其

妹双腿差点瘫痪 其子险些失明 其

本人也在大法弟子面前摔跤丢丑

如其不悟不知悔改 真正的灾难就

要降临到她的身上  

辽宁 诽谤佛法终遭报  

  葫芦岛市连山区钢屯镇钢南村李

长河 在 99 年镇政府举办的庆祝建

国五十周年的联欢会上编排诽谤大

法的小品 并上了地方电视新闻 蒙

蔽了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2002 年

5月 8日 他在去外地旅游途中突然

得病 5月 9日死亡   

甘肃 代学生签名,小学教师

成植物人 

  2001 年初 江泽民集团高压威逼

老百姓假造百万人签名 河西武威

地区某村一小学教师 因怕小学生

签不好名或拒绝签名而影响了他的

前程 就亲自把每个小学生的名

字写到了罪恶的万人榜上   

  2002 年元月上旬学生放寒假那

天 该教师骑摩托车从武威市回家

的路上和汽车相撞 当时就昏迷不

醒 送医院抢救花了四万多元也无

济于事 已完全变成了植物人   

成都 恶警车祸死亡  

  4 月 21 日晚 9 点 一辆警车与停

在路边的汽车相撞,恶警周兵 华严

乡派出所 有待核实 肚子和头都撞

上了 还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了 人才

三十多岁 听路上的行人说 这人对

只做好人的法轮大法学员心狠手

毒 查抄大法书籍最积极 这些专整

好人的人是天理难容的   

有功能者所见  
地狱中的江泽民 
明慧网 近日有功能的人

看到 江泽民的人皮还在世

上 被一些低灵和附体利用

着 支撑着 干着种种祸国

殃民之事 而其主元神却已

被打入地狱 正在层层灭尽

的痛苦中偿还迫害大法及

大法弟子所干的一切   

景象一 江泽民被绑在铁

柱上 小鬼不停地用鞭子抽

打他   

景象二 江泽民浑身钉满

了钉子 全身爬满了蛇及虫

子 他的手脚被牢牢地铐在

布满了钉子的铁床上 铁床

上有个洞对着江泽民的身

体 洞下面是燃烧的熊熊地

狱之火 发出蓝色的火焰

阎王还不时地令小鬼加柴

铁床上空高处有两条铁链

子拴着一巨石 在一上一下

不停地砸着江泽民 江泽民

浑身发抖 痛得死去活来

嗷嗷直叫   

景象三 江泽民被水泥粘

在压路机的辗子上 压路机

加足马力在不停地滚动 他

已被压成一张纸那么薄 阎

王令小鬼们用刀在他身上

乱割 乱砍 江在极度痛苦

中呻吟   

    可怜已有多少人生前

不识因果 恣意妄为 做恶

多端 死后任地狱之鬼摆

布 徒受万般苦刑  

(编者评 许多古书中有类

似文字 现代又有多少人可

解其中味 ) 

 徐 光  徐光在吴

国 常常在集市和街巷里施

展法术 种梨桔枣栗 马上

就可以吃到 而集市和店铺

里那些卖这些东西的都有

损耗 凡是他所说的洪水和

干旱等事都很灵验 他曾在

大将军孙綝门前经过 撩起

衣服往前

走 并且左

右唾弃不

已 有人问这是为什么 他

说 到处流血臭腥实在让

人受不了 孙綝听说后把

他杀了 砍了他的头却不出

血 等到孙綝废掉幼帝 改

立景帝 将要去拜陵墓 他

上了车 车就翻了 孙綝回

头一看 只见徐光站在松柏

树上伸手指挥 并且嘲笑

他 孙綝问左右侍从的人

都说没看见 孙綝很讨厌这

件事 不久 景帝杀了孙綝        
          译自 还冤记  

 文/一位学员家属  
明慧网 我母亲炼

功多年 全家受益不亦乐

乎 谁想竟遭到近 3年的迫

害 实在令人费解 作为家

属 旁观者我是心知肚明

我觉得法轮功太冤了 经过

一年多的时间观望 思考抉

择 我母亲最后决定去北京

履行公民的合法权利——

上访 以她修炼中身体的变

化来证实大法   

    母亲被抓半月后 我得

知下落 并前往看望 一去

便见有各单位的抽调人员

在充当看守 与她们交谈中

得知她们是单位不景气而

抽调出来的 思想觉悟高

的党员 并且她们不干就得

下岗 于是我当即就给她们

指出这是在干坏事 她们很

愕然 我就打比方给她们

听 如果因为要吃饭而去做

坏事的话 那和小偷 抢劫

犯有什么区别 再说工作

人员中有些人不知出于什

么心态 恶毒地殴打 整治

这群向善的好人 真不知他

们的同事和家人知道其行

径后如何看待他们 在我们

的社会里从古至今都是提

倡惩恶扬善的 而那些坏事

做到一定程度时 也就是恶

贯满盈时 那些坏人必遭惩

罚 难道谁投靠了大土匪就

可以作恶而不受惩罚 就可

以逃脱罪责吗 那么反过

来说如果有天理的话 那衡

量生命只有一个标准 善恶

必有报 在交谈中 这些

工作人员慢慢的明白了一

些道理 表示在 一言堂

的宣传中并不了解真相而

当了帮凶都不知道   

    随后 我又多次找派出

所的警察讨个说法 他们有

什么理由将我母亲关押 警

察从一开始说我无理取闹

不服气可以去告 到后来说

他们也是工具 为了这碗饭

没办法 国家 都没分清

正邪 下边怎么分得清 在

此过程中 我对他们讲 他

们的所作所为是和党纪国

法相违背的 一旦国家法制

走入正轨 他们的罪名是显

而易见的 跟他们谈了善恶

有报的道理及法轮功学员

为什么要发传单以及为什

么揭露邪恶   

    我又多次找到街道负

责人 找 610 办公室工作人

员谈 他们都告诉我现在不

是讲道理的时候 还说我母

亲上北京是受蒙蔽等 我一

再告诉他们我母亲是明明

白白去的 凭一个人做人的

良知去反映真实情况 一个

手无寸铁的老人怎样造的

了反 还告诉他们善恶必

报的道理 他们不信 于是

我问他们 一个人做坏事是

不是一定会受到惩罚 他

们没有否认 继而告诉他

们 当初打倒刘少奇 邓小

平 后来又接受邓小平领

导 走刘少奇道路等一系列

历史事实 他们没话说了

就说法轮功问题那只能由

历史做见证 这些人麻木自

私到这般地步 只知道愚

弄老百姓 欺骗自己 真是

害己害人   

我为母亲讨公道 我给众人讲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