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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欠下新血债：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至 2月 14日 ，被迫害致死的法

轮功学员已高达 147人。 

     我们长春市的法轮大法学员一行 4 人，于阴历 12 月 27
下午被公安局警察提审逼迫我说出姓名，我不说，一名警察说：

“你们知不知道天安门法轮功自焚烧身之事？”我们说：“不

知道”。另一名警察赶紧说：“先别说这事。” 众所周知，

天安门“法轮功学员”自焚事件发生在阴历 12 月 29 下午，北

京的警察阴历 12 月 27 日怎么预先就都知道天安门汽油烧身

之事呢？--这真是：自焚事件还未发生，警察一语先泄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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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安门广场发生自焚惨剧，令人十分

悲伤；然而，中共当局竟然利用这一事件，

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修炼者展开文化大革

命式的疯狂镇压，利用群众的善良和对法

轮功的不了解，挑起这些群众对法轮功的

仇恨，转移社会矛盾焦点，转嫁危机，推卸

自己的历史责任，更是令人无比愤慨。  

    这一切的背后是江泽民一伙开始向全

国人民，向那些善良的民众开刀了。  

    任何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清

楚地了解法轮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不杀

生、不自杀，为社会负责，为他人负责。达

到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崇高境界。修炼法

轮大法，使人更加理智，更加清醒，决不允

许进入那种惚兮恍兮、神神叨叨的状态。 

    江泽民目前唯一能欺骗和利用的只剩

下那些还不太了解法轮大法的普通中国老

百姓了。 

    善良的同胞啊，请你认真思考下面的

问题：  

    1、法轮大法在全世界 40 多个国家洪

传，修炼者有亿万之众，为什么从来没有听

说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学员有这样异乎

寻常的举动，而偏偏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却

总是有类似这样的悲剧事件发生？  

    2、从目前中国的舆论导向来看，江泽民是真正

关心爱护那些可怜的受伤者，还是在利用他们达到

诬蔑法轮功，引起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呢？  

    3、作为一个政府，应不应该首先对这样的悲剧

负责？江泽民是否有讲过一句内疚、自责的话吗？  

    4、你对法轮功的了解，是通过看江泽民的宣

传、看别人，还是真正自己看过法轮功的书籍而得

出的结论呢？  

    5、当你心中充满仇恨时，你觉得这对你是好事

吗？是谁把这仇恨装进你的心中的？文革时，红卫

兵和很多对情况缺乏全面了解和独立思考的人上

了舆论宣传的当，干出很多伤害同胞、甚至杀人害

命的事来。当多年后真相大白时，他们内心里产生

的是更深更永久的恐慌和痛楚，然而悔之晚矣。  

   善良的同胞啊，请你相信这样的真理：邪不压

正，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所有的谎言、假象都将

被一个个地揭穿。  

天安门“自焚” 警察两天前就知道 

    天安门自焚事件吵得老百姓议论纷纷，我想弄个

究竟。找到多年在新华社工作过的老朋友才如梦初醒。  

     他说：“现在看新闻有个诀窍，你得倒着看，真

的是假，假的是真。”  

    “工人卧轨、农民暴动，不是新华社不知道。这

种消息绝对不能让老百姓知道。中国新闻是受党监控

的，得听指挥，谁的文章不掺水分，立即会遇到麻烦。” 

    “法轮功是让江泽民最头疼的事，压不住，抓不

完。早就安排转移视线：象杀父母啦，吃人肉啦，剖腹

找法轮啦，都没引起轰动。这次自焚倒是轰起来了。但

你把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录相放两遍，冷静地看看，你会

发现不过是制造轰动戏。而且在国外遇到了麻烦，特别

是美国政府反应强烈，国外媒体也不相信，提出很多疑

点，时间越长越会引发负面反应。中国是国际人权组织

的签字国，不准国际人权组织等第三方调查有困难，能

否挡得住还是个问题。国内从上层到基层对法轮功的

态度也不一致，高潮一过，从内部会引起反弹。只能速

战速决。” 

    “为了管住法轮功学员，这个春节让各级人员日夜加班，

搞得精疲力竭。加班的街道干部厌战了、警察疲塌了、新闻老

记也躲避了，各级干部都提心吊胆不抓怕下岗，抓了怕沾包。

把根本不是敌人的人当敌人打，超过文革打击面的百倍，上面

催的越紧，底下的人越心虚。谁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别看电视怎么宣传，电台内部都不信。电视台工作人员

的家属、亲友、有几个家里没有炼功的，谁都知道炼功的是好

人。只是迫于压力不说就是了。到平反那一天一切的理都将倒

过来，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荷兰外交大臣 
最后一刻怒撤访华计划  
世界日报二月六日香港讯，荷兰政府声称受到北京压力，要

求该国外长稍后访港期间不要与法轮功组织成员会面，结果

外长范．阿尔森昨「一怒之下」决定无限期推迟访问中国行

程。这一决定得到荷兰全体议员的支持。荷兰所有的电台，

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以头版头条报导法轮功，支持大臣这一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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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梅，

28 岁，安徽

合肥人。96

年得法。通

过修炼原先

体弱气喘等

毛病都不治

而愈。心境也变得开朗起来。

因坚修大法于 2000年 6 月被

抓进肥东看守所，后抓至合

肥女子劳教所。关押期间被

残酷迫害，被打致内脏破裂，

昏迷不醒，送合肥 105医院不

治身亡。  

        公安编造谎言，通知家

属说李梅跳楼身亡。2月1日
下午家属被通知去探视尸体

时，不准带照相机及摄影

机。家属发现尸体还有余

温，质问610办公室的人为

什么活生生的人你们不抢救，却把

她送到殡仪馆。家人发现李梅脸浮

肿，七窍流血，脖子被白纱布缠

着，脖子以下被被子盖住。后脑勺

都是血，整个背部都有出血点，腿

部畸形。法医只念死亡证书，没有

说明死因。唯恐真相外泄，被发现

迫害证据，安徽省副省长在现场强

调一定要火化。火化时，大批公安

守住火葬场不许任何人进入，各级

政府向家属施压不准对外泄露“机

密”。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

政策指引下，恐怕世上又要多一个

被以“自杀”结论送终的人了。 

里关着包括他在内的十八个犯人，大

多是杀人强奸和毒品罪犯。牢房里没

有床，吃、喝、拉、洗都在里面。  

他在关押中被迫参加转化班、写悔过

书，并还要交一万元人民币。但他以

绝食相抗争。他也看到其他法轮功学

员被殴打，看到他们身上的伤痕。  

    张昆仑说：“去年十二月开始，

他们改变方式，不再打我，而改为洗

脑。他们二十四小时监视我，寸步不

离。我感到这种精神折磨远胜肉体折

磨。”  

 

加拿大各界鼎力加拿大各界鼎力加拿大各界鼎力加拿大各界鼎力
声援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声援法轮功声援法轮功  
    二月八日在渥太华国会议会大

厦，三十余名重量级加拿大国会议

员、渥太华市议员、侨界首领、人权

组织负责人等参加了由法轮功学员

举办的欢迎张昆仑教授安全返回的

午餐会。 张昆仑教授首先致词答谢所

有帮助营救他的善良的加拿大人民。

张教授去年 11 月因修炼法轮功而在

中国被判处 3年劳教，后因加拿大政

府和媒体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努力而在日前被提前释放。 

    著名法律教授、自由党国会议员

考特勒先生演讲时谴责江泽民政府

对张教授的非法劳教和迫害，并指出

他的提早释放是加拿大各界人士共

同努力的结果。 

    前内阁部长、现“人权与民主”

组织的主席阿满德、和加拿大国际特

赦秘书长尼维先生也到会并谴责中

国迫害法轮功。 五位国会议员纷纷在

餐会上发言呼吁中国停止迫害法轮

功。 

    另据世界日报报道，法 轮大法

学会律师格拉提先生已公开要求联

邦及安省政府就中国驻加领事官员

在加拿大国土上对修炼法轮功的加

拿大公民进行威胁、恐吓和煽动仇恨

等违法行为加以详细调查，并保留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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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来，越来越多的大法
弟子纷纷公开表示：在种种胁迫
和酷刑下写的“悔过书”作废，修
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坚持上
访行使公民的权力也没有错。很
多学员还克服重重关卡将“严正
声明“送到明慧网发表。广大法
轮功学员坚持真理、不畏强暴，正
在积极运用智慧，在善良人们的
帮助下，更有效地讲明法轮功真
相，揭露江泽民争权斗利、为了转
移矛盾不惜陷害数千万和平百姓
的祸国殃民行径。以下为加拿大
籍华裔法轮功学员张昆仑的严正
声明： 

    我叫张昆仑，一九九六年二月得

法。从那时起一直坚定修炼，只因为向

世人说明法轮大法真相，从 2000年 7

月到 2001 年元月 10日六个月期间被

捕，被拘留，被劳教等三次。在劳教所

里因受到邪恶势力的精神控制，强迫

洗脑，在一时神智不清、不辨真相的情

况下，说了些邪恶势力想让我说的话，

并被拍了录像等。这都不是我真心要

做的，一想到此事总是痛苦万分，所以

在此严正声明，这一切都要做废。  

我是真修大法弟子，没有人能使我脱

离大法。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日 
 

张昆仑狱中受虐记张昆仑狱中受虐记张昆仑狱中受虐记张昆仑狱中受虐记    
    在渥太华举行的记者会上，加籍

华裔法轮功学员张昆仑讲述了他在中

国因修练法轮功而被捕入狱，接受劳

教的经过── 

    “他们（中国公安）两次抄家，拿

走法轮功书籍，监听电话”他说，“一

名姓张的警官还声称：‘只要你是法

轮功，我们可以对你做一切而不必负

任何责任。如果你被打死了，我们就告

诉外界你是自杀’。然后，他们用电棍

拷打我。”张昆仑表示，他的手臂、腿

和身体多处被电击伤，左腿受伤不轻，

无法良好行走，花了三个月养伤。  

    张昆仑说，在二十平方米的牢房

“我是真修弟子， 
没有人能使我脱离大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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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律的权力。 

     另悉，由大多伦多市八十多个

团社组织起来的 [法轮功之友] 正

式成立，这些人士们佩服法轮功学

员的道德及勇气，以及学员们在强

权高压下所表现出的平和与理性。 

“法轮功之友”旨在唤醒世人的关

注，在道义上给予法轮功学员以正

义的支持，为共同推进人类的和平

而努力。  

    法轮功在加拿大得到了主流

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最近，仅

安大略省有 9 个城市及地区宣布 1
月22日至28日为“法轮大法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