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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

的張生范

是需拄拐

行走的殘

疾人，原

為黑龍江

省雙城市

二輕局下

屬單位下

崗職工。

據 鄰 居

說，張生

范是個溫

和耿直的

人，自修

煉法輪大

法以來，

為不給單

位和政府

增加負擔

做家教糊

口。

兩年

前法輪功

被江澤民

政府取締

後，他拄著拐進京上訪，後

被押送回雙城看守所關押。

據悉，在看守所裏不許他使

用拐，他只能靠著牆單腿上

廁所。直到三個月後，生活

並不寬裕的哥哥湊了兩千元

罰金才放了他。

據鄰居們說，他經常被

街道、派出所的人騷擾，九

個月裏，抓了四次，慢慢

地，學生不再來上課了，最

後這一次，給學生教課的長

條椅也被打爛了……

2001年6月9日早上7點

鐘，張生范還沒起床，從紅

旗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

一進張家屋就去拉張生范，

張生范緊緊抓住他曾給學生

教課的長條椅，長條椅的靠

背木板都被拽掉了，還是拉

不走人，最後警察是連人帶

椅子一起撕拉著出去。

當時張家的窗外有二三

十人圍觀，看見幾個警察把

張生范扔進車裏，張生范往

外掙扎，又被一腳踹回車

內，他的頭被插進麵包車的

長椅下面，脖子窩著，身子

扁扁的……警察就像摔弄一

隻鳥雀一般對待這個殘疾

人。直到車開了，還能看到

車裏的幾個人瘋狂地揮舞著

拳頭。據悉，警車在雙城看

守所停下時，人們看到的是

他癱軟的身體被抬下去……

四天後，也就是12日 9

點 50 分，張生范被送到急

救中心。大夫說，來之前已

經死了。

編者按﹕　

我們以悲痛的心情提供

以下迫害真相和照片，希望

正義善良之士了解真相，幫

助制止鎮壓。一位法輪功女

學員在北京街道黏貼法輪功

真相傳單時，竟被一個巡邏

的惡警截住，加以毒打和強

姦，並聲稱“她是法輪功，

是現行反革命，打死白

打！＂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

學員的迫害實已到了無法無

天，令人髮指的地步。世人

應該看到的是，這些罪惡不

僅僅是那個警察個人素質低

劣的產物，而是江澤民、羅

幹一伙宣揚、鼓勵和教唆暴

力、仇恨、迫害的直接產

物。江澤民、羅幹鎮壓法輪

功的兩年，就是中華民族的

社會道德和法律體系大規模

遭到蹂躪和強姦的兩年！

以下是這位大陸女學員

６月１３日的筆述的事實經

過：

2001年 5月 14日晚上9

點多鐘，我一個人沿大北窯

至永安裏護城河黏貼法輪功

真相傳單時，被一個巡邏的

惡警（他當時穿著便衣）

截住了，他聲稱自己是警

察，說著亮了一下他的工作

證，要帶我去派出所。我給

他講法輪大法的真實情況，

他根本不聽，反而說：

“上邊有令，抓住法輪功的

人，往死裏打！”其實這

個警察是個十足的流氓，他

借搜身之際，竟邪惡地摸我

的下身。我不從惡警，掙脫

著往馬路上跑，惡警隨後騎

自行車追上來，沒頭沒臉地

用膠皮棍狠狠地亂打。我沒

有還手，只是給他講：

“法輪功叫人重德向善，我

們都不是壞人……”，他

卻打得更瘋狂了。我強忍著

劇痛，勸他，“你不要這

樣對待煉法輪功的人，我們

講‘真、善、忍’，這是

宇宙的理，你作惡是要報應

的。”惡警善惡不分，耀

武揚威地說：“上面講

了，抓住法輪功不能放過，

（我今天）要麼（把你）

打死扔護城河裏，要麼送派

出所！”我一直沒有仇

恨，總是勸善。面對這個流

氓惡棍，我想逃出魔掌，但

是一直沒有成功。

這個惡警30多歲，1米

6 5 左右，很有力氣，他殘

暴地打了我一個多小時，把

我打得奄奄一息。這期間也

有十幾個路人過來圍觀，這

個惡警就叫嚷：“她是法

輪功，是現行反革命，打死

白打！”路人沒有一個敢

停留，急急忙忙地躲開了。

張生范的家人在 13 日

上午 8 點才被告知他過世的

消息。地方當局不允許家人

看望遺體，不允許家人請法

醫……現在家人仍不知張生

范的遺體在何處。

“小六子，他是一個好

人啊﹗他多可憐呀！”張

家的一街坊老大媽抹著眼淚

對紅旗派出所來調查的人

說。小六子是張生范的小

名。鄰居提起也都默默落

淚。

這一切只是因為張生范

是一名法輪功修煉者。

我丈夫王嚳 1984 患乙

型肝炎， 1998 年肝硬化去

世，本屬正常死亡，卻被江

澤民犯罪集團列為一千四百

例之一，胡說甚麼白髮人送

黑髮人，煉法輪功煉的。

我丈夫王嚳是某機關公

務員，他去世的原因是：

1 、在工作中說真話受排

擠；2 、工作中叫人騙了一

把，自己拿錢給補上；3 、

因為他哥哥在1995年8月25

1400例的背後

日去世，死於肝癌，時年

50歲，弟弟在1997年 5月 9

日死於肝病，時年 46 歲，

因為他們兄弟都有肝病，所

以對他壓力很大。

1998年 8月，不知記者

採訪的誰，在報上登出來了

說白髮人送黑髮人，栽贓陷

害法輪功。我丈夫純屬正常

死亡，根本不是煉法輪功煉

的，他本人從未煉過法輪

功。

北京警察當街毒打

並強姦法輪功女學員

這是該女學員八天後所拍的

照片。渾身紫青傷痕仍慘不

忍睹﹐門牙被打落兩顆。

我曾聽警察說，“江

澤民有令，打死煉法輪功的

人白打，算自殺。”我當

時還不敢相信。從我今天的

情況來看，這竟是殘酷的事

實，真是比黑社會還黑！

最後我被打倒在地難以

爬起，門牙被打掉了兩顆，

頭部多處被擊傷，渾身腫脹

發紫，骨頭像散了架一樣，

但這個惡警竟然獸性大發，

又朝我右耳及太陽穴處猛擊

一棍，將我打昏，在我昏迷

的時候，這個禽獸不如的惡

徒竟然將我拖到橋下，撕開

我的褲子，將我強姦。而後

更全無人性地把膠皮棍猛勁

插入我的陰道裏，他卻騎到

我身上。等我緩過點勁，能

喊出聲的時候，我竭力地呼

喊 ： “ 救 人 哪 ！ 抓 流

氓！”這個惡徒卻仍有恃

無恐。直到我聲明要去派出

所告他，他才慌了，丟下我

騎車逃跑了。在江澤民的縱

容下，這些惡警已經喪盡天

良。”

注﹕該事件內容均經過法輪大

法信息中心電話查證。

大媽，對不起！我

遭現世現報了！
一位大娘因為去北京天

安門證實法輪大法好，而被

非法關押於北京懷柔看守

所。一惡警為了逼問出她的

地址和姓名，殘忍地用電棍

電這位大娘的手，但是這名

大娘仍善意地向他洪法，但

惡警怎麼也不聽。

結果，這個警察第二天

剛剛上班就趕到昨天被他用

電棍電手的大娘跟前賠禮道

歉：“大媽，我錯了，真

不該用電棍電您的手，我昨

天回家遭現世現報了！我回

家後，我家的狗不知怎麼

了，使勁猛咬我的手，而且

狗咬的地方全都是昨天我用

電棍電您手的地方！大娘我

錯了！”

幫兇者戒
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陽明

公安分局大慶派出所管片民

警李亞軍， 39 歲。李亞軍

對法輪功學員大打出手，並

用穿著皮鞋的腳全力地踢他

們，嘴裏不但罵李洪志先

生，還叫：“我打你的學

員 ， 看 你 能 把 我 怎 麼

樣﹖﹗”歇斯底里發作完

了不久，李就全身癱瘓了。

李亞軍住進醫院五個多月

後，在雖然拖著半個身子出

院了，但走起路來還不如 3

歲小孩。  然而﹐被他打過

的法輪功學員並不記恨他，

多次去看他，告訴他：

“你今天的下場，你看看

《 轉 法 輪 》 啥 都 明 白

啦。”李亞軍表情痛苦地

說：“我知道我錯啦，但

我不能煉法輪功，我要煉法

輪功，單位就不能給我報銷

藥 費 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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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肝硬化去世　從未煉過法輪功!

難道都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