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都为你呼吁呢  

   大法弟子洪宇 化名 是某高校教

师 教学 科研都很出色 为人正直无

私 大家都很敬重他 只因为坚持信仰

法轮大法 学校 610 不让他上课 还

扣发他的工资 不给他提职 很多明白

真相的同事说 洪宇早就应该是副教

授了 他的科研成果比那些教授都

强 不应该这样对待人家   

   一位退了休返聘到成人教育办公室

的老师见到洪宇 关切地问 怎么

样 挺好吧 XX党不应该这么做 有理

讲理嘛 以理服人哪 现在象你这样讲

课既有水平有又责任心的人没有几个

啦 都是些混混 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一个人有信仰还不好吗 我们都为你

呼吁呢 你愿不愿意到我这儿来上

课 我们欢迎你   

⊙小学生的对话 
   四名小学生在放学的路上 一个对

另一个 大法小弟子 说 你别学法

轮功了 咱国家不让学 你看我们三个

都不学 那位小弟子说 你说人多

学就对 那么多国家可都在学呀 就咱

一个国家反对 你说到底谁对 这位

同学小声说 你说的也是 以后咱谁

也别提这事了  

⊙英国老人 观察三年了…法轮

功将令世界信服 

伦敦  前不久 伦敦大法学员在首相

府前用炼功打坐的方式和平呼吁停止

迫害法轮功 西藏运动的抗议者也如常

相邻而处 稍后 一辆客车停下 下来

一车中使馆花钱雇来的中国人敲锣打

鼓 试图用嘈杂的声音淹没每一位示威

的人   

   在示威的群众中 西藏组处在法轮

功学员和那群嘈杂的中国人之间 一位

站在西藏支持者中间的年长的英国女

士对相邻的一名西人大法弟子说到

其实那些人干扰不了你们 他们是来

干扰我们的 因为只有我们一直在喊口

号 她又说到 我们非常喜欢站在

你们旁边 你们用最好的方式展示着你

们 宁静的打坐 加上高贵而优雅的功

法 你们法轮功很有尊严   

   谢谢 西人弟子回答 我们在

修善  

   你们确实很善良 但是经过这么

多年我们也曾有过的善在逐渐的消失

我真的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老人怅然

的说着   

   学员静静地听着 感到惋惜 这时老

人又说 还有一点有关对法轮功的看

法我想告诉你 法轮功将令世界信服   

   西人学员惊讶地听到她如此深入细

致的观察 回答到 “我这样想过 其

它学员可能也这样想过 可是你怎么也

这样想 ”老人眯了下眼睛 微笑着说

“已经有三年了 我们经常站在你们旁

边 每个有眼睛的人都会观察到这些 ” 

⊙大兴冤狱  

 三名青年才俊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北京 位于北京大兴县的团河劳教

所 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已臭名

昭著 近日获息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

科研骨干林澄涛与刘霄,大法弟子朱志

亮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硕士),

三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另 山西太原新店劳教所非法关押的

大法弟子孙宝国 研究生 吴志平 核

辐射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今年 5月被

恶警秘密带往于此 至今状况不明   

⊙博士生导师被劫持 

长春 吉林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吴

越平教授又重新被非法抓走并被关押

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 被迫承受着

暴力洗脑和市井无赖的欺凌 他所热

爱的教学 科研事业却成了铁窗外高

悬的孤月 遥不可及 这就是江氏集团

所标榜和鼓吹的“教育兴国” “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 文革中的人整人 全

民洗脑才是江氏政权的立国之策  

⊙掩耳盗铃  

澳洲 在堪培拉中领馆旁边的路上

大法弟子精心做了一个广告牌放在车

顶上 内容是天安门自焚真相疑点 过

往的游客都停住脚步观看 一天 广告

牌被偷了 当学员们报警时 警察说

什么人才会偷这些东西 不很明显

吗 这件事只能报到外交部了  

⊙       诗歌 一句真话 

一句真话一条命 一句真话家产空  

一句真话入冤狱 一句真话遭酷刑  

一句真话破谎言 一句真话救众生  

一句真话出您口 一念善恶定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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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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寻常的年代 

反常现象比比皆是 
*江淮年年枯梅 

北京下起梅雨* 

    自从法轮大法

以及数千万法轮大

法弟子被邪恶迫害

以来的三年中 天怒

人怨 异象纷呈 在

2000 2001 和 2002

三年间 天气中最有

规律性的梅雨年年

异常 2000年是极端

异常的短梅 2001年

许多地区甚至出现

了罕见的空梅 并造成几十年罕见的

大旱 在 2002 年的今年 江淮只有几场

局部性匆匆而过的激烈暴雨  

    六月底在北京却出现了长达两个

星期的连阴雨 很象江淮梅雨 在历史

上罕见    _ _ _ _ _ _*  横行霸道  * 

江泽民赴香港出席回归五周年典礼期

间 7月 1日 10 点左右 渝中区金沙

洲餐厅对面马路上 突现“虾子螃蟹

大游行”奇观 过往路人纷纷称奇  密

密麻麻的虾子螃蟹正旁若无人地横行

着爬向对面马路,队伍蔓延一公里长  

沙尘暴发生省市 

沙尘天气 

未波及区域 

 
 
 
 
 
 
 
 
5月23日上午

青岛上空出现罕

见的双日环天象

奇观  

中国壬午年 公元2002年

沙尘天气影响的省市 

四月止  

北京万寿路 自焚 伪案中的 

欺 世 谎 言 曝 光 
  2001 年 2 月 16 日 江泽民集团制造

了又一起所谓的 自焚 事件 发生在

北京市京西万寿路 官方公布的死者

身份证号码是 432401750805303 这个

号码用检测身份证的程序检测了一

下 是不存在的   

  另 死者籍贯为湖南省桃源县 住址

湖南省常德市 身份证号开头都应当

是 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