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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慧网报道，根据明慧网报
道的恶报案例整理统计，一九九
九年七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
因为参与迫害，广东省遭恶报 670
人，祸及家人 72 人，恶报中死亡
182 人，恶报最多的部门为公安系
统为 152 人，恶报中死亡最多的部
门也是公安系统为 63 人，祸及家
人最多的部门还是公安系统为 29
人，祸及家人中死亡最多的部门也
是公安系统为 18 人。

广东省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凸
显两个特点，一是广东遭恶报的高
层多，在此仅举几人。广东省是中
国大陆重要省份之一，历届省委书
记都是政治局委员，是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遭恶报
的高层也特别多。比如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
德江。（后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二
零零五年十一月四日率团参加二零
零五年中国广东 - 澳大利亚经济技
术贸易合作交流会的张德江，十一
月七日被法轮功学员谢焱以身体伤
害罪、非法监禁罪告上澳大利亚纽
省高等法院，高院受理案件。传票
送达张德江。张德江被控告的消息
以及法轮功真相长城的内容引起了
参加此次会议中外代表的震动，也
震惊中南海。

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
（后任中共邪党政治局常委），卖
力执行首恶江某某的迫害政策，二
零零四年七月二日在访问法国期
间，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同谋”
罪名起诉。

黄华华，男，曾任中共邪党广
州市委书记、广东省省长，是广东
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者。因迫
害法轮功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在加拿
大以酷刑罪被起诉，同时在美国以
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被
起诉。二零一零年八月黄华华访

台，又被控告。
王华元，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

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纪委
书记，二零一零年遭恶报被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

任学锋，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兼广州市委书记。二零一九年十一
月三日官方称，中共重庆市委副书
记任学锋“因病医治无效”死亡，
年五十四岁。又有重庆消息称，任
学锋曾经堕楼，送医院抢救，也有
传言任学锋“自杀身亡”。

朱明国，原广东省政协主席，
跨三省市任十五年政法委书记，任
职期间至少有六十二名法轮功学员
被迫害致死。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
十八日被调查，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被判死缓。

陈绍基，原广东省政法委书 
记。陈绍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 
主要责任人。陈绍基曾任广东省政协
主席、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
记、省公安厅厅长等要职，自一九九
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氏集团迫 
害法轮功以来，特别是前几年作为 
广东省政法系统的首要负责人，令 
广东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处在严重的 
迫害之中。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日 
前判处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

二是广东省遭恶报公安系统有
四个最多，凸显了做恶必须偿还，
谁做恶谁遭报的天理。在此仅举几
个遭恶报的案例 ：

梁国聚，广东省公安厅厅长， 
二零零二年三月——二零零七年五月
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 
厅厅长。梁在任期间操控广东省公 
检法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极 
其残酷，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 
法判刑、劳教，至少十二名法轮功 
学员被迫害致死，广东省是全国迫 
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梁国 
聚也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 
织”纳入首批通告的中共官员名单之
中。二零一四年六月七日，梁国聚遭

恶报死于不治之症，时年六十六岁。
郑少东，公安部长助理、原广

东省公安厅副厅长、刑侦局长，迫
害法轮功、维权人士不遗余力，从
中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作恶多
端，罪及家人。其妻子陈某于二零
零六年八月中旬因抑郁症从住处十
七楼跳下，自杀身亡。真是一人作
恶，要累及家人。

马伟灵，广东省公安厅原六一
零办公室副主任，二零一六年五月
二十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处以
罚金一百万元。

国政，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
任。广东省公安厅是中共邪恶政治
流氓集团的帮凶，广东邪恶势力的
黑窝，助纣为虐。然而，天理昭
昭，善恶有报。政治打手姚国政于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日左右，交通
意外，车祸医治无效毙命。

何靖，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何靖从一名县级市公安局局长，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短短四年中，
一跃升入广州市白云区公安分局局
长，仅仅两年又升任广州市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一个重要的
原因是他紧紧追随江泽民，主抓迫
害法轮功。何靖被判处无期徒刑。

祁晓林，广州国保的第一把 
手，任广州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 
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等职，
出手狠辣，使得广州在迫害法轮功 
和迫害异议人士的严厉程度上仅次 
于北京。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祁 
晓林突然自缢身亡，年五十五岁。

王广平，广州市公安局国保支
队副支队长，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
神秘倒地猝死。王广平于二零零一
年至二零零六年曾任广州市公安局

“六一零”办副主任，这个五十四岁
的“六一零”办副主任恰巧是在六
月十日猝死的。

邱伟，深圳恶警，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十日凌晨，驾车从深圳关内
返回龙华，于下半夜两三点钟，在

福龙路上遇到一伙人，将其截停，
并从车中拖出来暴打，将其头部、
臀部等多处用刀砍伤。邱伟当场昏
迷，被救后，直到十二月十三日才
醒过来，而他身上的财物，别人分
文未取。

广东省各级政法委、六一零、
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部门遭
恶报的人也特别多，这里不再一一 
列举。

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一年来，
凡是迫害特别严重的地区，都是那
里的主要负责人积极跟随中共江泽
民集团特别紧，执行江泽民迫害政
策特别坚决。广东省的张德江、李
长春等人即是如此，其它省市亦是
如此。如果没有这些忠实追随者，
迫害就难以发动起来，也造不成严
重后果。

其次是有一批类似政法委、六
一零、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
法局等忠实执行机构和在这些机构
中充当打手的各级官员。广东省遭
恶报的 670 人中，公安局 152 人，
司法局、监狱 150 人，县级以上政
府 100 人，政法委、六一零 82 人，
法院 13 人，检察院 8 人，乡镇政
府 61 人，教育系统 54 人，普通世
人 40 人，其它 9 人，其中类属“官
衙”的人数合计为 571 人。这些数
据说明这场迫害是由各级官员发起
的，实施迫害与造成残酷后果也是
由这些“官衙”中的大手们一手造
成的。这些恶人及凶手们遭到恶
报，是罪有应得，是在兑现天理！

奉劝那些至今仍在追随中共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们，不要再继续
作恶，广东省恶人们遭恶报的实例
是在惊醒所有仍在做恶的人，天网
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做恶都得
偿还，这是天理！目前，剿灭中共
的大局正在世界形成，中共解体灭
亡的日子就要到来，别再为中共卖
命做它的陪葬品了，悔过自新才是
人间正道！◎

悔过自新才是人间正道
——广东省遭恶报的实例在惊醒所有作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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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大陆媒体《中国日报》报导称，美
国执法人员近期多次突击检查中国航运
企业人员的共产党员身分。截至十一月
十一日，中方有 21 艘轮船在美国港口停
靠时遭美方突击检查 ；九月以来，中方航
空公司有 16 架次赴美航班机组人员被盘
查，有时询问长达数小时，被反复追问
共产党党员身分与入党的原因。

今年十月二日，美国公民及移民服
务局（USCIS）公布最新措施，禁止中国
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申请美国绿
卡和移民。中共声称有 9200 万党员，预
计受此新政策影响的中国人高达 2.7 亿。
此一禁令波及了中共党国官商、官二
代、商二代、小粉红与共青团成员等，
也代表了严格执行联邦移民法的要求 ：
中共党员如欲申请移民，美国将拒绝入
境，即使人已在美国，可能无法通过绿
卡申请。

美国移民局的新政策表示，共产党
员和其成员所秉持的观念，与申请效忠
美国的誓言不符合，包括承诺“支持和捍
卫美国的宪法与法律”。七月份有美媒
称，白宫考虑推出针对中共党员与家属
的签证禁令，阻止这些人访问美国，并
可能驱逐已经居住在美国的中共党员，
或禁止中共党员的子女就读美国的大
学。如果美国推出如上禁令，影响范围
相当大。如何退出中共、避免被美国制
裁与连累家人，成为很多中国人切身的
课题与抉择。

今年七月，美国财政部以涉及侵犯
人权为由，制裁了包括中共新疆党委书
记陈全国在内的四个中共官员，禁止其
入境并冻结了他们的资产。

九月九日，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
政府已经吊销了 1000 多个中国公民的签
证，这是为了紧缩和中共军方有关联的
中国学生、研究人员入境美国，所采取
的措施。至今，美方已经逮捕六名涉嫌
签证欺诈或盗窃美国技术的中共军方研
究人员，包括隐瞒军方身分者。同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 • 沃尔夫
（Chad Wolf）表示，美国正在阻止部分中
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获得赴美签证，也
针对离境的中国研究员进行检查，以防
止他们窃取美国敏感的高科技研究成果。

中共伪政权充满了斗争、仇恨、谎
言和恐惧，惯以“一言堂”钳制思想，严
控人民言论。它掌握整部国家机器，持
续运用其组织系统，绑架了 14 亿中国人
民。很多人当年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
共产党，并不是真心诚意想参加，但无
论出于主动或被动，只要是参加过共产
党的组织，就在灵魂深处被打上了邪恶
的魔鬼烙印。

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
表主题为“共产中国和自由世界的未来”
的演讲，呼吁世界联合抗共，并揭穿了中
共声称它代表 14 亿人民这一谎言。蓬佩
奥承诺，美国不会再任由中共政权绑架中
国人民 ；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的与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的独裁 
暴政。

从美中贸易战开始，整个国际局势
的图像已渐渐清晰的呈现出来。当前就
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消灭中共是全人
类彰显正义的需要。退党是弃暗投明的
明智之举，表明了不再给中共当替罪
羊，避免日后成为它的陪葬品。

善恶在一瞬间抉择，命运也在那一
刻扭转。退出中共与相关组织，就是救
赎自身的灵魂，使生命远离罪恶 ；在共产
党解体灭亡时，已退党的人不再与共产
党承担责任 ；远离中共，就能远离灾难。

数个月以来，要求在“全球退党服务
中心”办理《退党（团、队）证书》的海
外华人已经明显增多。他们都想在“天灭
中共”、清算其党徒时，以《退党证书》做
为自身清白、免受牵连的见证。

希望所有的华人朋友，抓紧时间退
出中共（党、团、队）。那些还彷徨不定
或仍在“观风向”的人，应该及时清醒，
尽速与红魔划清界线，许下自己美好的
未来。切身大事，莫如退党急 ；保住生
机，就在一念间。◎

扭转命运 
就在一念之间 文 / 石铭

自美国大选以来，围绕
大选正在美国上演着一场正
与邪、善与恶的殊死较量。
这场人间大戏虽然表面上发
生在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
之间，内幕却牵扯到了许多
国家，几乎整个世界都在面
临着正与邪、善与恶的选择。

因为人们看到了一个不
容忽视的现实 ：共产邪灵因
素在人间渗透得已经非常严
重，特别在目前这场美国大
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魔鬼
正在统治着美国以及我们的
世界，人类已经处在极度的
危险之中，如不尽快的彻底
的抵制和清除共产邪灵因素
的渗透，人类将面临灭顶之
灾！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大纪元在【特稿】《正邪
相争 大选分左右 人民选未
来》中说 ：“泱泱大国，舞弊
乱象，令人匪夷所思，不但
重创了自由世界引以为傲的
宪政民主、践踏了人类文明
和道德底线，更预兆着美国
面临危急的未来 ：左派代理
人倘若真的‘窃取’了美国大
选，美国和世界将被邪恶社
会主义侵蚀并拖入深渊。”

今天我们看到 ：台湾大
选、香港局势、中共病毒蔓
延、美国大选，背后处处无
不闪烁着共产邪灵的鬼影。

川普总统在大选中已经
预警 ：拜登若当选，中共将
拥有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2020 美国大选不是两
党之争，不是川普和拜登之
争，而是传统价值与社会主
义之争，“是正邪大战，是神
魔之争”。

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
11 月 13 日给众议院议长和参

议院议长发出一封公开信，
指他已颁布一项（总统）行
政命令，宣布美国进入紧急
状态（National Emergency），
以遏制来自中共的威胁。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今
年 11 月发表的题为《美国的
承诺》的演讲中，他称中共
是“当今世界上自由的头号威
胁”，“我们展示了中共的本
质。它是专制的、残暴的，
是与人类尊严和自由背道而
驰的。”

俗话说邪不压正，正义
必将战胜邪恶，这是历史的
规律，也是宇宙的真理。

这次美国大选也在惊醒
着人类，魔鬼正在统治着我
们的世界 !《魔鬼在统治着我
们的世界》一书中说 ：“撒旦
对人的诱惑并不是只发生在
伊甸园中，今天它仍然以人
类意想不到的方式诱惑、恐
吓和毁灭着人。以神的标准
衡量，魔鬼已经占领了我们
的世界，这个过程就是人类
受到诱惑和胁迫而不断背离
神的过程。这个魔鬼就是共
产主义邪灵。”

美国大选将以一次深刻
的教训留给美国人，留给这
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这也
许就是神的慈悲吧，让人记
住这次教训，保持人的良知
与正念，放弃恶念与邪念。
今天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每
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选择的
考题，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还是随着邪恶推波助澜、助
纣为虐，这决定着你的留下
还是淘汰。

从美国大选让我们看到
了清除共产邪灵因素的紧
迫性，清除中共邪灵，确保
世界的安全，是人类的当 
务之急！◎

美国大选 
在告诉人们什么？

轮回纪实 ：通灵宝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