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勞教所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種種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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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

大陸傳真

北京的勞教所和
洗腦班用長時間罰
站 ﹑ 罰 坐 ﹑ 罰
“飛”﹑罰蹲﹑罰
跑﹑銬在床上躺臥﹑
電擊﹑灌食等來折磨
法輪功學員﹐企圖摧
垮法輪功學員的意
志﹐強迫他們放棄修
煉真善忍的信仰。惡
警所用的一切體罰手
段都超越人的承受力
極限﹐無論是哪一種
折磨﹐都使得被罰者
極度痛苦。
在令人髮指的電
擊中﹐惡警違反安全
使用電棍規定﹐經常
使用 10 根或更多電
棍同時施暴﹐甚至專
門電擊頭﹑胸和其它
敏感部位﹐而且電擊
時間很長。
而在灌食中故意
反復抽送皮管﹐使絕
食者極其疼痛﹐同時
噁心﹑嘔吐﹑劇烈咳
嗽﹐上消化道出血。
惡警還經常野蠻的非
法直接灌食﹐這種方
式﹐很容易將水﹑食
物灌入氣管﹐造成肺部嚴重

損傷﹐甚至出現生命危險。許
多法輪功學員就是這樣被活
活灌死的。2000 年 2 月 11 日
山東 29 歲的工程師劉緒國在
山東省濟寧某勞教所﹐因強
迫插管造成的肺部損傷去世。
2000 年 5 月 17 日 44 歲的法輪
功學員梅玉蘭﹐在北京市朝
陽看守所經一名在押犯人粗
暴灌食濃鹽水和豆奶後﹐經
歷五天難忍的頭痛﹑吐血等
折磨﹐於 23 日去世。
受到長時間體罰﹑剝奪
睡眠﹑打罵恐嚇等精神迫害
的法輪功學員常會頭髮變
白﹑體重嚴重減輕﹑肢體腫
痛﹑功能受損﹑精神抑鬱﹑
記憶力減退等。更主要的是﹐
酷刑留下的傷痛還可能隨著
時間漸漸癒合﹐但思想和精
神酷刑留下的烙印卻常常能
傷害人一生。(有刪節)
注﹕作者因堅持修煉法
輪功曾被關押在北京團河勞
教所一年以上﹐親身經歷了
在江集團“打死白打﹐打死
算自殺”指令下對法輪功學員
的非人折磨和強制洗腦。
文：趙明（愛爾蘭）﹑陳
剛（美國）

中國公安內部就訴江案下發文件
中國公安內部最近針對國際上各國法輪功學員起訴江澤
民之事下發內部文件，為掩蓋真相，啟用了專門代用詞“濫
訴”。
“文件”要求“嚴防法輪功頑固份子給濫訴事件提供證
據”
，但對江被起訴的具體真相隻字不提，反而更增添了神秘
感。這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既然是濫訴，怎麼還有證據，而
且還要嚴防呢？海外訴江案正在公安內部流傳，與此同時，訴
江案真相也正逐漸流向民間。另據明慧網報導，2003 年 8 月
12 日，四川省重慶市潼南縣雙江鎮公路二、三十公里掛了 100
多條條幅，揭露江 XX 已在海外被起訴，最長的有 4、5 米，引
起轟動。老百姓看了後都說：原來還不知道迫害法輪功是違
法、要被起訴的。

歷史圖片：
山東濰坊法輪功學員應邀參加全民健身體育表演

[圖片報導]1997 年 8 月，
山東省濰坊市部份法輪功學
員應邀參加濰城區政府在濰
州劇場組織的全民健身體育
表演。（橫幅上寫的是；認真
貫徹《健身法》暨全民健身體
育表演）
據功友回憶：當時觀看
的群眾真是人山人海，他們是

第一個被邀上臺表演的節目，
可見當時政府是多麼的支持。
可是後來在 2002 年，卻成了
濰坊市逼廣大學生和有關單
位看誣蔑大法電影的地方﹐
濰坊當地就有 30 名法輪功學
員被迫害致死。這都是獨裁者
江澤民因個人妒忌一手發動
的這場殘酷迫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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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婿被害死﹐女兒關在牢﹔
老妻傷心逝﹑幼孫無依靠。
老教授致信胡錦濤等要求制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法輪功的資料﹐發
編者按﹕青島大學
現其最根本的理念
副教授張慶發一家
就是“真善忍”三
的悲慘遭遇只是千
個字﹐不帶有任何
千萬萬個無辜受迫
政治色彩﹔相反﹐
害的法輪功家庭的
李洪志先生也的確
一例。據不完全統
反復告誡任何學員
計﹐至今已有 767
絕不准涉及政治。
人被證實迫害致
我對他們的批評顯
死﹐數千萬無辜百
得何等蒼白無力。
姓因為信仰被剝奪
最後只能勸他們﹕
了生活的基本條
“好漢不吃眼前
件。而這場迫害給
虧。
”他們堅信上方
國 家 與 人 民 造 成 (左)鄒松濤和張云鶴 (右)融融才三歲，就失去 不了解法輪功的真
的道德﹐文化﹐
了爸爸媽媽。
實情況。那時他們並
經濟等方面的巨
不知道在喬石的調
大損失更是無法估量的。
查報告中早有“修煉法輪功有百利而無一
我是青島大學副教授張慶發﹐已年過 害”的結論。按理說﹐倘若是在一個法制國
花甲。我是個普通人﹐但我要向你們反映我 家﹐像喬石在調查報告中所得的結論本應作
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難﹐希望能引起你們的反 為制定相關政策的依據。
思﹐結束歷時 4 年﹑使許多好人被虐殺﹑給
法輪功純屬一個修身養性﹑強身健體
千萬個家庭帶來橫禍的民族浩劫。
的氣功群體。對法輪功的定性過程﹐鎮壓之
我 的 女 婿 鄒 松 濤 因 修 煉 法 輪 功 被 勞 惡劣﹐死了多少人﹐關了多少人﹐又將多少
教﹐於 2000 年 11 月 3 日慘死在山東王村勞 人送進精神病院﹐又有多少人失去工作﹐流
教所﹐時年 28 歲。女兒張雲鶴自丈夫死後﹐ 離失所﹐甚至下落“不明”﹐你們心裏肯定
因散發法輪功真相材料被發現﹐現在被關在 也有數。你們難道不感到無端地開展這樣一
牢中。
場震驚了世界的政治迫害運動是何等荒唐﹗
我老伴畢務彩是青島大學副教授﹐老
總是講 “穩定壓倒一切”
。是誰破壞了
黨員。2000 年初得知患了癌症﹐病情尚屬穩 穩定﹖不能把受冤人喊冤說成是破壞穩定
定。但當得知女婿鄒松濤死訊後﹐便立即拒 吧﹖面對這樣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打不還
絕任何治療。
終於於 2001 年 8 月 30 日凌晨睜 手﹐罵不還口”﹐真不容易啊﹗信仰法輪功
著眼走了。小融融經常問我﹕“姥爺﹐我媽 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這是我親眼所見。並
媽甚麼時候回來呀﹖我想她。”我心中卻像萬 且﹐鎮壓前﹐法輪功在群眾中也是有口皆碑
把鋼刀在亂攪﹐縱使有再多的苦水淚水也只 的。
能往肚子裏咽。
在鎮壓法輪功和新聞封鎖上花了多少
我本人並未修煉法輪功。我們屬同時代 人力﹑物力﹑財力﹐閣下們心中自然有數﹐
人﹐建國後的所有政治運動都目睹親歷過。 連國外的法輪功信眾名單都能搞得一清二
每次的鎮壓手段各不相同﹐受苦受難受牽連 楚﹐真可謂不遺餘力。這是在“治人”
。如果
者何止億計﹗1999 年﹐當我發現全國報刊 在“治國”﹐特別是在反腐肅貪上也如此這
電臺對法輪功連篇累牘進行聲討時﹐我便預 般地肯下功夫﹐我們的政權還愁不穩定麼﹖
感到又一次政治鎮壓運動要動手了﹐其規模 防民之口有如防川﹐人民的意見是可疏而不
之大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僅其信眾便是 可堵的。今天﹐時代已進入廿一世紀﹐世界
幾千萬。我命令他們立即停止修煉﹐但我的 各國更為開放。而我們﹐卻連上訪都成判罪
女婿松濤不信沒有講理的地方。他說﹕“我 的依據﹐散發個傳單即成犯罪。
們只是煉功﹐修煉真善忍﹐強身健體做好
吾也曾是革命軍人﹐1986 年轉業來此
人﹐從不過問政治。誰要在學法會上議論政 就教。吾之一家算不上很好﹐但也曾令許多
治﹐我會馬上阻止﹐否則就叫他到外面說 人羨慕不已。但鎮壓法輪功僅僅兩年就弄得
去。我們老師一再告誡我們絕對不准涉及政 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天塌地陷了。現在只
治﹐有了想不通的事﹐總是向內找。
”
與一小孤兒、這三歲的小外孫女相依為命，此
我知道他的話是真的。看得出﹐他非常 酸此苦此辣難以言表。
正直善良。我女兒雲鶴身體非常柔弱﹐自從
在此﹐懇請三位﹐下令停止對法輪功
修煉法輪功後﹐身體一天天好起來﹐好幾種 的鎮壓吧。政治鎮壓運動搞起來容易﹐但是
病都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松濤是青島海洋 卻會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傷害無數個人和他
大學碩士畢業生﹐在學問上從不弄虛作假﹐
們的親屬。對法輪功的鎮壓明擺著是錯誤
非常優秀。雲鶴是青島大學會計專業畢業 的﹐所以糾正得越早﹑越快﹑越徹底越好。
生﹐學習成勣極為優異。鎮壓法輪功運動開 請將吾之無辜愛女張雲鶴放出來﹐讓她回到
始時﹐她任青島德瑞皮化公司的主管會計。 我這個孤苦老爸身旁﹐讓她心愛的小囡囡偎
她所做的賬目非常清楚﹐深受香港總部的讚 依懷中﹐叫聲媽媽。僅此一求﹐不過份吧﹗
賞﹐每年都給她提高工資 30％。就如此一個
青島大學 張慶發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
優秀白領﹐只因修煉了法輪功﹐公司在各方
(注﹕因篇幅有限﹐編者作了刪節)
面的重壓之下﹐也不得不辭退了她。
為了說服他們﹐我通覽了大部份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