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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持续 20 年的人权灾难 

始于暴君的嫉恨 

 

▲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

前党魁江泽民祸国殃民，发动

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其罪行必将被清算。 

20年前的 7月 20日，中共

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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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迫害。这场对数以千万计

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

的迫害被视为当代中国及人类

历史上最大的人权灾难。 

江泽民强烈的妒嫉心和巩

固权力的私欲是发动这场迫害

的主要原因，加之中共的无神

论和邪恶本性，根本容不得民

众对“真、善、忍”的信仰，

这双重因素导致了一场持续 20

年仍未停止的人权迫害。 

江泽民的妒嫉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

则的佛家修炼功法，由李洪志

大师于 1992年 5月从中国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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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祛病健身及提升道德的奇

效，深受群众欢迎，在中国大

陆迅速传播。李洪志大师不仅

受到全国各地学员的敬重和拥

戴，而且获得了官方的褒奖和

肯定。大陆多家媒体曾报导过

民众修炼法轮功的热潮，李洪

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连续

几年名列北京和全国畅销书。

不少西方人为了学功和聆听李

洪志大师讲法，特地前往中国。 

1995 年，江泽民开始了

“三讲”运动。尽管中央使劲

宣扬，全国从上到下却没有几

个人认真学习他的理论。而与

之形成对比的是，江泽民随处

都能看到《转法轮》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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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知道炼法轮功的人越来越

多，经常有人向他描述李洪志

大师的事迹和风采，这些都令

他妒火中烧。 

1998 年，江泽民在一次洪

灾期间外出视察，在一处大堤

看到一群人在埋头苦干。江很

得意，对随行的人说：这些人

一定是共产党员。不料，经过

询问，原来他们都是炼法轮功

的。江泽民听到答复后，阴着

脸掉头走开了。 

据中共公安部内部调查统

计，至 1999 年初，在中国大陆

有 7000 万～1 亿人修炼法轮功。

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中共当时

的 6000万党员的人数，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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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耿耿于怀，喊出了“法轮

功与我党争夺群众”，妒嫉渐

渐转为敌意。 

一意孤行 发动迫害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提

到：1999年 4月 25 日上万名法

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第二天，

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讨对万人上

访的处理意见，罗干和贾庆林

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除江

泽民以外，6 名常委有的不表态，

有的表示反对打压法轮功。 

朱镕基说：“法轮功的学

员以中老年人居多，妇女居多，

他们最大愿望无非就是健身而

已。一位法轮功学员说‘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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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对生病又不报销医药

费，而法轮功可以强身健体，

有何不好？再说现在下岗工人

那么多，法轮功可以增进道德

品质，群众从不闹事，比先进

模范还先进模范，这么好的活

动，政府为什么不支持？’所

以我觉得，说这些人有政治企

图，讲不过去。另外，我们不

能再用搞运动的方式解决思想

问题，这样不利于经济建设这

个大前提，更不利于国家对外

开放的形象。” 

江泽民一下子站起来，指

着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

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

这时，罗干问：“那总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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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江泽民挥着双手叫

喊：“灭掉！灭掉！坚决灭掉！”

他声嘶力竭地说：“法轮功在

和我们争夺群众，我们一定要

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上

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

来认识这个问题。一查到底，

决不姑息！” 

1999 年 7月 20日，江泽民

打着“中央”的名义下达十三

号文件，全面取缔法轮功，声

称“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

争”。随后，江泽民操控宣传

机器，对法轮功展开全面“文

革”式造谣和大批判，在全国

焚毁法轮功书籍，抓人、打人，

开设强制“转化”洗脑班，迫

害不断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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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首都独立日游行 

法轮功团体壮观感人 
【明慧网】7 月 4日是美国

独立日。数十万名来自美国和

世界各地的民众在华盛顿特区

的国家广场庆祝美国第 243 个

生日。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

团体是 116 个入选参加今年美

国首都独立日游行的团体之一，

200 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游

行，很多观众说，法轮功游行

队伍最壮观感人。 

图 1：天国乐团连续 14 年

入选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宪

法大道举行的美国独立日游行。

天国乐团全部是由法轮功学员

组成的，大多为华裔，也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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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年龄跨度从 10多岁到 80

岁，他们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和

行业，有医生、媒体记者、工

程师、公司主管和学生等。 

图 2：法轮功学员的精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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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参加游行的 9 个花车中最

为亮眼，“法轮大法好”、“真、

善、忍”镶嵌在花车两侧，车

头以蓝天白云和飞天仙女装饰，

车尾装饰一朵盛开的莲花，几

位青年法轮功学员在花车上展

示功法，身着仙女服的女孩与

道路两边欢呼的民众挥手互动。

今年 17岁的徐鑫洋身穿绿色仙

女服，在花车上坐在莲花上打

坐。她的爸爸徐大为因坚持对

“真、善、忍”的信仰，在大

陆被中共迫害致死。

◇ 

几十年的怨恨一日消 

【明慧网】我弟

妹今年 51岁，她很聪慧，但从

小命很苦。几岁的时候母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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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去世了。她在家里是老大，

下边还有一个比她小一岁多的

妹妹和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小弟

弟。而她的父亲是一位伐木工

人，长期生活在山里面，一年

四季她们很难见到父亲的面。

当她母亲去世后不久，她父亲

又续弦了，就更难见到父亲了。

她们姐弟仨只好跟外婆生活在

一起。 

正因如此，弟妹从小很懂

事，读书也很认真，她希望通

过努力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早日挣钱减轻外婆的一些负担，

所以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

在外婆的疼爱下，她们仨姐弟

生活得也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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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她 15 岁那年的夏天，很

久没见的父亲突然从山里回来，

让她辍学到山里去当伐木工人。

那一刻，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

很大的伤害，她的人生规划和

蓝图梦全碎了，她恨透了她的

父亲，她没有能力去抗争，心

里只有恨。  

到了山里，她的父亲让单

位领导给她办入职手续，当那

些招工人员让她填入职表时，

她突然壮着胆子问招工的人员

说：你们是要招童工吗？我今

年才 15岁。招工人员一听，谁

也不敢这样做，最后把她父亲

给批评了一番，这事就这么黄

了。为此，她的父亲也因怨她

不懂事而随便找了一辆运木材

的货车，将她带回成都转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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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一百多里路，由她自己

想办法回去。 

回去后，学校早已开学大

半个月，她想上学，可是没有

哪所学校收她，最后通过多方

努力，才勉强在离家很远的一

所郊区学校就读，因这一折腾，

高中也就没法再上了。就这件

事，她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原

谅她的父亲。 

1998 年 5 月弟妹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折

磨她几十年的家族遗传性的癫

痫病症消失了，从此没有发作

过。她时常想起父亲，她知道，

要遵循法轮功“真善忍”的原

则，她应该原谅父亲，可是心

里老是过不去，多年积攒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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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怨恨始终不能释怀。但

法轮功师父在《转法轮》（法

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书

中提到：“在各种环境中都得

对别人好，与人为善，何况你

的亲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

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

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

慈善之心，是慈悲。”她想，

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那就必

须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那天弟妹终于放下了那颗

深深的怨恨之心，去看望老父

亲。从此，她不但主动看望关

心他那病魔缠身的老父亲，还

常常把她父亲接到她的家里照

顾。法轮大法化解了弟妹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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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深深的怨恨，这让她老父

亲倍感欣慰，幸福满满。◇ 

河北省永清县法轮功学员韩 

振巨生前遭迫害新细节 

 

 

【明慧网】河 

北省永清县法轮功 

学员韩振巨于 2004 

年 5月 15日在开平 

劳教所被迫害致死。 

韩振巨是永清 

县三圣口乡四道横 

村人，因坚持法轮大法“真、

善、忍”信仰，生前遭到多次

▲韩振巨2004

年 5 月 11 日

写的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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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架及残酷迫害。2003 年 3 月

23 日早上，韩振巨又被永清县

公安局政保一科张振清等警察

从家中绑架，直接劫持到位于

唐山市开平区的劳教所迫害。 

2004 年 5月 14日，开平劳

教所电话通知家属说韩振巨病

危，催促家属速去。而家属赶

到后，劳教所却不许家属立即

见人。直到第二天 5 月 15 日早

上才告知家属说韩振巨已去世。

家人去看时，韩振巨的遗体早

已被放置在医院太平间。家人

发现韩振巨后背大面积青紫，

显然是被迫害致死。但劳教所

欺骗家属说是突发心脏病。可

韩振巨从未患过心脏病。因为

开平劳教所封锁消息，掩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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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韩振巨被迫害致死的具体

情况仍待调查。 

日前，一份由韩振巨生前

亲手写的信件，历经辗转带出。

从该信件得知，韩振巨在 2004

年 5月 11日曾向驻劳教所的检

察院机构反映自己遭迫害的情

况，叙述自己在 2004 年 5 月 9

日遭到狱警李义的辱骂及掐脖

子的伤害。 

从字面看韩振巨的笔迹从

容稳健，叙述事件条理流畅，

并没有提及自己的背部受到伤

害，显示韩振巨在写信的当下

头脑清晰，健康状况属正常。

而 4天后，韩振巨却遽然去世，

遗体背上留下严重伤势。 

对此很多人会发出疑问：

韩振巨发出举报信后到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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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从 5月 11日至 5月 15

日的 4 天里，开平劳教所对韩

振巨到底做了什么？5 月 14 日

劳教所为什么不许家属见韩振

巨？这些问题，以及其中的罪

恶，我们不会放弃追究。 

据明慧网记录，被开平劳

教所直接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

员至少有 7 人，他们是：张志

彬、王秀华、王明铎、邳景辉、

裴翠荣、崔玉兰、韩振巨。◇ 

拿国务院文件上访 

大连孤寡老太遭检察院传唤 

【明慧网】

大连瓦房店市

75 岁的孤寡老

太太宋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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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20日拿国务院文件

去北京上访，被遣返，6 月 20

日遭瓦房店检察院的传唤。老

人 7 月 1 日去检察院，被告知

下一步就涉及到法院了。呼吁

国际社会及国内善良的人们都

来关注此事。 

大连瓦房店法轮功学员宋

彩萍，今年 75岁，曾经因修炼

法轮功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监

狱里，险些被迫害致死，也多

次遭到瓦房店市警察的骚扰、

跟踪、绑架。 

她得知：国家已于 2011年

3 月 1 日由柳斌杰签署的新闻

出版总署令第五十号文件，其

中第九十九条和第一百条，废

除了江泽民 1999年 7月打压法

轮功时发布的“禁止法轮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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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出版”的命令。说明法轮功

等书籍从此解禁。拥有法轮功

书籍、资料等合理合法，受法

律保护。 

于是饱经多年魔难的宋彩

萍，带上这份国家自己签发的

文件（如图），于今年 5 月到

北京为法轮功申冤讨公道。但

信访部门没有按国家法规行事，

却把宋彩萍绑架、非法搜身，

并遣返回当地。当地警方以宋

彩萍身上带有两张印有“法轮

大法好”的五元钱人民币为由，

把她构陷到检察院，并说下一

步就涉及到法院了。其间当地

司法人员对那份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的第五十号文件却只字不

提，装作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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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彩萍说：公检法部门都

在参与迫害我这个遵纪守法的

公民。◇ 

前 车 之 鉴  

车奎，在重庆市长寿区任

渡舟派出所所长期间，积极追

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导致渡

舟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

劳教、判刑，他还与八颗镇派

出所李姓所长合谋，把法轮功

学员黄泽勋的户口注销了。 

没多久，李姓所长被撤职，

随后在去晏家精神病医院（当

时法轮功学员黄正兰被非法关

在这里）回来的路上，开车醉

驾，撞死了一个老人，逃逸途



珍文寄语  
2019年7月12日  中国版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4 

中，被晏家群众齐心协力抓住，

后判 5年刑。 

渡舟法轮功学员以李姓所

长的例子劝善、告诫车奎，车

奎却说：“我就是要跟（迫害

元凶）江泽民走，坚决打击法

轮功，决不手软。不是说我要

遭报吗？我现在过的好好的，

官也升了，工资也涨了。” 

谁知不出 10 天，车奎在水

务局局长任上，

才一个多月，被

以涉黑罪逮捕，

判刑 10 年半。

在监狱里，车奎又得了癌症，

还不能保外就医。◇ 

 

截至 2019 年 7 月中，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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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

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36

亿。 

一位大学女教授的回忆 

返老还童不是梦 
在中国大陆有这样一位大学

女教授，一身疾病加上更年期，使

她身心疲惫，几乎走到死亡的边缘。

可当她走入法轮功修炼以后，奇迹

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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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大陆一所大学的

教授，执教几十年，学生遍及

全国。因为我教的是外语专业，

很多学生毕业后又走出国门发

展，去了许多国家，我也算是

桃李满天下吧，这一点我甚感

欣慰。 

修炼法轮功身心收益 

1995 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

那一年已经 50 岁了。修炼不仅

改变了身体，使我获得了意想

不到的健康，也打开了我的智

慧，给了我超常的能力。1995

年到 2015年，20 年如一日，我

一直健康地活跃在大学课堂上。

退休以后学校仍然返聘我，让

我给考研班、补习英语四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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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等多个班次全天候上课，就

是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

没有休息日。如此高强度的授

课量，年轻同事都受不了，经

常发现她们讲着讲着嗓子就哑

了，各种疾病都上来了，而我

这么多年从没有哑过嗓子，70

多岁了声音依然还是那么洪亮，

从没有误过一次课。 

1999 年 7月 20日以后，中

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曾有人问

我：“你一个大学教授，怎么

会相信法轮功呢？”我坦然地

回答说：“是因为法轮功好。

法轮功给我祛病，使我活得明

明白白，还教我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做好人，这有错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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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回想起这 20 多年走过

的路，我都感慨万分，如果不是

因为修炼法轮功，我不可能像现

在这样健康地活着，也许活不到

现在。 

衰老、身心疲惫的过去 
1995 年之前我满身都是病，

得过的病不下一二十种，像神

经衰弱、神经官能症、植物性

神经功能紊乱、美尼尔氏综合

症、肠炎、痢疾、肠结核、胃

下垂、便秘、肠梗阻、关节炎、

腰肌损伤、贫血、高血压（是

难治的神经性高血压）等等，

这其中有些慢性病是常年折磨

着我，真是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因长期吃药，头发一把一把地

掉，整个人又黑又瘦，一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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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憔悴不堪。那时我还 50 岁

不到，头发少得可怜，完全是

一个又衰又弱的老太太。 

而让我备受打击的，还不

仅仅是病。我 50岁之前例假就

停了，更年期综合症随之而来，

这标志着女人的衰老，使我感

到恐怖，因为我最怕因衰老会

被丈夫冷落或遗弃。而怕什么

来什么，丈夫真的因此而离家

下海了，撇下一个体弱、孤独

的我，让我更加苦闷，病情也

越来越严重了。 

后来我又患上癌症前期的

妇科病，朋友同事都来探望、

安慰，不约而同地露出了无奈

的同情，我知道我已经走在黄

泉路上。望着冷冷的死神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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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可怜的孩子们，心中充满

了无限的悲哀和绝望。 

返老还童不是梦 
1995 年 8 月 8 日，这一天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朋友的引

荐下，我开始学炼法轮功。第

二天清晨炼完功后，我突然感

到肚子痛，赶快去上厕所。从

厕所出来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

松、舒适，这让我又惊又喜。

从那以后，多年来令我痛苦不

堪的便秘消失了。 

有一次炼静功打坐时我意

外地发现，一直让我自卑的“罗

圈腿”不那么弯了，赶紧站起

来试试看，果然两条腿的膝盖

很自然地碰到了一起，“我的

腿变直了！”我心里一阵狂喜，



珍文寄语  
2019年7月12日  中国版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4 

几乎想大声喊！如果不是因为

眼睁睁地看着眼前的事实，这

种奇迹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 

修炼后不久，我的身体就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精神越来

越好，总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

劲儿。头发也渐渐地多起来。

我平时不用化妆品，却发现皮

肤变得白白净净的，皱纹也很

少了。 

最让我兴奋的是，我真的

又来了例假。那一天我高兴得

像小孩子似的——我开始返老

还童了！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的事，可是却在我身上发生了。

从此我告别了衰老，告别了更

年期。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

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不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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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谁能改变生老病死的规律

呢？而修炼法轮大法却能做到。 

到如今 20多年过去了，在

此期间我没有吃过一粒药，没

有去过医院，身体却非常健康。

我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

还做出了更多更大的贡献，可

是这样一个于国于民有百利而

无一害的功法，中共却对其进

行残酷的迫害，孰正孰邪不是

一目了然了吗！◇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

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

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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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翻墙软件电脑版下载：https://git.io/fgp 

安卓版翻墙 APP 下载：https://git.io/fgma 

 

自焚的。所有法轮功书籍和音

像资料都可以通过翻墙软件从

法轮大法网站（falundafa.org）

上免费、安全下载。 

 

 

http://www.minghui.org/
https://git.io/fgp
https://git.io/fg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