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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4 月 第二十二期
記錄的批評。
投資控制海外傳媒：
據詹姆斯頓基金會
2001 年的報告顯示，多
數美國主要的中文媒體直接或間接受
控於中國政府。其中四種主要控制的
方式包括： 1）直接控制媒體； 2）使
用經濟紐帶影響和中國有商業往來的
獨立媒體； 3）購買播出時間和廣告
時段； 4）利用政府人員任職於獨立
媒體。

江氏集團動用大量國家財政資源迫害法輪功
2003 年 3 月 20 日，“追查迫害法
輪功國際組織”發表聲明，向社會及媒
體曝光江澤民集團動用大量國家財政
資源迫害法輪功的事實。
聲明指出：“江澤民對法輪功
的滅絕政策是：名譽上搞臭，經濟上
搞垮，肉體上消滅。目前，全國四分之
一的經濟資源被用於迫害法輪功，中
共如此做法，等於是把全國人民辛勤
勞動換來的血汗錢，反過來用於迫害
人民，給全國人民的生計造成巨大壓
力，給國家經濟發展將帶來嚴重後
果。
”
聲明中列舉了諸多例證：

一雙手只剩下了兩個大拇指

天安門警察的殘酷｜

四川省彭州市蒙陽鎮的一名兩歲兒
童，因其家人堅持修煉法輪功，於去年 5
月份左右，與父母和奶奶一起被當地官員
劫持到鎮政府。該兒童先是和母親被囚禁
在一間破屋中達 3 個多月，屋內放便桶，
蚊蟲叮咬，蛆蟲滿地；後因無錢交罰款，
一家四口又被綁架到彭州市看守所。
這名兩歲的兒童至今已被囚禁了 9
個多月。知情者形容，每天他都用小手拍
著監獄的門喊“放我出去”
，聞之催人淚
下。因為惡警想盡招數企圖強迫孩子的母
親放棄信仰，幼小的孩子已數次隨母坐
牢，因長期吃牢飯，面黃肌瘦。
2000 年 12 月 29 日上
午﹐在天安門派出所裏，有
一個警察抓住一位法輪功
男學員就往臉上、頭上打，
接著把他拉到了前屋裏。大
約半個小時左右，這位學員
被趕到後院。人們驚訝地發
現﹐他的手被砍斷了！一雙
手只剩下了兩個大拇指。兩
只手都用一個布套著，鮮血
已把布染成了深褐色，他的
臉被打得起了兩個紫包，嘴
裏流著血。天安門的警察能
夠兇狠到如此地步﹐這哪裏
還是警察，分明比土匪還兇
惡！

江氏集團對法輪功從不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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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員被迫害致死

中國經濟資源的四分之一被用
於迫害法輪功，這是對法輪功的迫害
之所以還能繼續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些資金來源是挪用國內外的
投資和人民辛勤勞動的血汗錢，連同
強加於法輪功學員、家屬和相關單位
的非法罰金。
巨額資金被用於公安、國
安、全國範圍的 610 犯罪組織和外交
等。比如：
2001 年 12 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
入 42 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
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
2001 年 7 月 4 日，澳大利亞廣播
公司報導接近一半被關押在勞教所中
的人員是法輪功學員。而為了容納日
益增多的請願學員，勞教所擴建工程

江澤民曾一次性撥發 40 億元人民幣
安裝大量的監視儀器監控法輪功學員
等。
大量各種類型的詆毀法輪功的
煽動仇恨的宣傳品被成批的出版商制
作，諸如書籍、各類小冊子、VCD 光盤、
宣傳畫。至少制作了兩部用於誹謗法
輪功的電影，在全國範圍內播出；一
中共經濟的所謂前景是假象
部長達 20 集的誹謗法輪功的電視連
根據香港《開放》與《爭鳴》雜
續劇正在投拍。
誌報導，中共大量高級官員攜公款外
造成國家建設資金大量外流。中共
向海外投入大量資金攻擊法輪 逃，
是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之後
功
大量中國特工被送往海外，用來 全世界排名第四位的資金外流國家。
監控、干擾、詆毀海外法輪功學員，收 舉例來說，2000 年中共外逃資金就達
480 億美元，竟多於同期海外向中共
集黑名單等。
各國使領館不僅有誣蔑法輪功 的總投資— 407 億美元。
勞動人民辛勤的血汗錢及各種
的网頁，至少有幾十種詆毀法輪功的
宣傳品，
煽動對法輪功的仇恨，在包括 投資不斷以不同形式被投入到這場惡
加拿大在內的至少十五個國家的使領 毒的迫害中，然而江澤民集團卻試圖
將這些投資信息隱藏起來。
館舉辦了詆毀法輪功的宣傳畫展。
在這場耗資巨大的、史無前例的
江澤民拱手將人民的血汗錢用
連綿不斷的詆毀宣傳和信息封 於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無償的經濟 對法輪功的迫害中，該組織特別提醒
鎖耗費了大量國家資金
援助以換得盟友，使他們在聯合國人 各國政府引起注意：投入中國的資金
據外電消息，2001 年 2 月 27 日， 權會議等場合投票反對針對中國人權 也正在被用於迫害法輪功。
動用了大量資金。比如：僅山西省陽
泉市勞教所搬遷工程總投資就達
1937 萬元。
用金錢刺激和鼓勵更大批的人
參與迫害法輪功。比如：一次性獎勵
迫害法輪功兇手馬三家勞教所所長蘇
某 5 萬元人民幣，副所長邵某 3 萬元人
民幣。很多地區，
每抓到法輪功學員獎
勵達數千乃至上萬元。
2001 年，來自中共公安部的內部
消息顯示：僅天安門一地，搜捕法輪
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高達 170 萬到
250 萬人民幣，
即每年達 6 億 2 千萬至
9 億 1 千萬。
從城市到邊遠的農村、地方警
察、公安局、以及“610”辦公室的官
員到處搜捕法輪功學員，江為其迫害
法輪功估計至少僱佣了數百萬人為其
效力，這些人的工資、獎金、加班費、
補貼等加一塊，這筆帳可達每年上千
億元人民幣。

在江氏集團審判美籍法輪功學員李祥春 命損壞。
之際﹐3 月份又傳出 38 名法輪功學員死難
修煉再生 迫害奪命
的消息﹐他們中間﹐沒有一人經過任何法
曾經領取二級殘疾證的絕症患者戢景昌，
律程序。
因修煉法輪功康復，卻在江氏的鎮壓法輪功的
一日四人遇害 遺體要出錢
運動中被迫害致死。
2002 年 10 月 24 日上午，山西省朔州市法
52 歲的戢景昌曾患有心臟變形、左心室勞
輪功學員楊艷英、張愛花、李美蘭及邢引弟 勞損、胃癌、腦血栓、耐藥性肺結核、90%血管
與其他數名法輪功學員到山西省政府張貼 畸形、健忘、腦供血不足、頑固性皮膚疾靜脈
真相資料，被警察非法抓捕。當日下午 4 屈張、不能走路等多種疾病及并發症，是醫院
點，即傳出 4 人被警察用電棍折磨致死的 判了死刑的人。98 年 3 月開始看《轉法輪》﹐
消息。另幾名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史素萍、 一個月後，竟能下樓走 1 小時到煉功點，5 月份
王明霞、王英香在酷刑折磨後，被非法判處 開始幹輕體力勞動，6 月份就能開三輪車拉貨
15 年徒刑。
維持生活了。戢景昌還主動退掉了南關區民政
楊艷英等 4 人被警察虐殺後，其中三人的 局每月發的 305 元特困補助。
家屬竟被逼拿出 8 千至 1 萬元人民幣，
才能
1999 年 7．20 以後，戢景昌全家人多次以
“買”到親人的遺體，另一人的家屬被勒索 親身經歷向各級政府部門說明修煉法輪功受
的數目不詳。
益的事實。戢景昌先後竟被北京、長春兩地的
聯防隊、駐北京辦、派出所、戒毒所、拘留所、
5 小時的行刑奪走 29 歲的年輕生命
公安局關押達 16 次。當局為逼迫戢景昌全家人
今年 3 月 11 日晚 9 時許，
衡陽市公安局國 放棄修煉，多次將他家的門砸壞，抓他的妻
安支隊隊長雷振中等 6、7 名警察砸門撬鎖 子﹐並用槍威脅他的兒子。
闖進陳湘睿的家，拳打腳踢地將他拖向警
嚴酷的迫害，導致戢景昌舊疾復發，臥床
車。
警察在將近 60 至 70 米長的道路上拼力 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妻兒被迫流離失所。即
拖打陳湘睿，路邊家家戶戶都開著門在看， 使這樣，警察還強行呆在他家裏，企圖抓他妻
觀者有數十人之多，都敢怒不敢言。一警察 子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令戢景昌身體急劇惡
邊拖邊叫：“今天回去打死你！”據現場 化，終於在 2002 年農歷七月十八日離開人世。
目擊者回憶：陳湘睿被警察拖進警車，面
這些被迫害致死的人們﹐僅僅因為健
朝下被按在座位底下，一警察並將 身﹑做好人﹐僅僅因為告訴民眾法輪功被迫
腳踩在陳湘睿的身上。
害的真相﹐就被奪去寶貴的生命。事實再次證
在衡陽市公安局裏，警察用電 實﹐江氏集團從鎮壓法輪功一開始﹐就沒有
棒、橡膠棍、鐵錘墊書本等刑具瘋狂 對法輪功講過任何法律。中國的法律系統只不
毆打陳湘睿，陳緊咬牙關不屈服，次 過是為它實施迫害的一個工具﹐為系統地關
日凌晨，陳湘睿終於氣息奄奄，瞳孔 押有信仰的人披上的一件合法的外衣。
開始散大。行兇的警察感到不妙，慌
據不完全統計，透過大陸層層信息封鎖，
忙將呼吸衰竭的陳湘睿送往醫院。 目前能確認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人數
在醫院進行搶救中﹐陳湘睿死亡。 已上升至 637 人。而據大陸公安內部統計，截
陳湘睿的屍檢結果顯示，陳的頭顱 止到 2002 年 10 月底經在勞教所等場所死亡的
骨骨折，顱內、腹腔大量出血，肋骨、 法輪功學員人數已達 1600 人。
鎖骨、腳背骨被打斷，腦中樞神經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