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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

大陸傳真

2003 年 10 月，因利用有線電
視插播法輪功真相節目被捕的長
春大法弟子劉成軍在吉林市監獄
絕食抗議迫害。在被獄方迫害至生
命垂危後，劉成軍被送進市中心醫院
搶救。劉成軍在市中心醫院時已處於
昏迷狀態。
10 月 27 日﹐劉成軍又被轉往長
春吉林省監獄管理局中心
醫院﹐這是一家以迫害法
輪功學員而惡名遠播的公
安醫院。人事不醒的劉成軍
是被家屬和一犯人用擔架
抬上車的。家屬雖然全力阻
擋，但監獄方面態度蠻橫。
當時天降大雨，家屬要求同
車前往，被獄方拒絕。日前
劉的家屬已經受到警方監
視，以防止他們將所知道的
情況告訴外界。圖為去年 5 月劉成軍
受審時的照片。我們看到關押的房間
內血跡斑斑，劉成軍顯然已無力保持
自然坐姿。日前﹐我們收到了冒著危
險﹐從大陸輾轉而來的關於劉成軍
被捕前後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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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用這個電話打了一次電話，結果被
定了位。面臨突然被包圍﹐劉成軍藏
到了柴垛裏。他們找不到人，就毒打
劉成軍的表弟，其表弟受刑不過，說
出了的他藏身之處。警察縱火，企圖
把劉成軍逼出來。烈火中劉成軍依然

歲 兒 童 的 呼 喚

識破其伎倆，不予配合，使他們
的陰謀破產了。
曉君
事後，公安醫院的獄政科
長稱劉成軍不老實，又給他戴
不動，警察怕燒死他不好交待，就把 上了腳鐐。“5.1”後，劉成軍被轉到
他從火中拖了出來。當時他面部、臀 鐵北看守所，遭酷刑逼供，坐老虎凳
部、手背和腳等全身多處受傷，尤其 52 天，所受之苦無法想象。在受到非
手背受傷嚴重。警察扒光了他的衣 法審判時，劉成軍無力支撐身體﹐被
服，只剩一條被火燒出洞的內褲，並 抬入法庭﹐但一身正氣令邪惡膽寒。
給他戴上手銬、腳鐐。一個警察竟拔 一個警察渾身戰慄，當場昏倒，全場
槍照他腿上打了兩槍，惡狠狠地說： 嘩然，旁聽席上的大多數公檢法人員
“這回我看你還往哪裏跑？”另一個 頓時騷亂。昏倒的警察被抬出後，警
察開始 5 分鐘一換崗，後來甚至 2 分
警察大叫：“打死他！”
警 察 把 劉 成 軍 扔 上 一 輛 麵 包 鐘一換；只見上來一批，換下一批。
劉成軍被非法判刑 19 年，送往
車，把他銬在最後的座位上，車行至
半路，突然出了車禍，槍擊劉成軍的 吉林省吉林監獄。2003 年 10 月 21 日，
警察肋骨折了七根。可官方媒體卻大 劉成軍的家屬突然接到他病危入院
肆造謠說劉成軍搶方向盤，把這種 的消息。趕到吉林市中心醫院時，發
“現世現報”說成是“襲警”
。有頭腦 現劉成軍已奄奄一息，渾身傷痕累
的人都會問問﹐一個身負重傷，又被 累，精神恍惚，有的親人能認識，有
銬在麵包車最後排的人，如何能搶到 的不認識。有時清醒，有時昏迷。清
醒時就背“大覺不畏苦 意志金剛
方向盤呢？
次日，劉成軍被送進吉林省公 鑄生死無執著 坦蕩正法路”(李洪
安醫院，當即被雙手抻開分別銬在床 志先生詩﹕《正念正行》)，並叮囑親
的兩側。4 月某日，劉成軍突然被打 人善待照顧他的犯人。
10 月 27 日劉成軍被轉入吉林省
開了手銬，原來是一夥電視臺的人要
給他攝像。一個女記者妄圖騙取劉成 監獄管理局中心醫院後﹐獄方封鎖
軍的口音進行移花接木的造假宣傳， 了一切消息。劉成軍此後的情況無人
讓劉成軍跟她“弘法”。劉成軍當場 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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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3 月 23 日，劉成軍被非
法抓捕的前一天，給一個法輪功學員
打了個電話。當時該學員已被綁架，
劉成軍並不知道。第二天，他的表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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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國際輿論壓力

「610 辦公室」更名 對外稱撤銷

黃春霖今年 10 歲，家住遼寧省鐵嶺市。他自小跟隨母親生活。在 99
年，其母親、姨和姥姥因修煉法輪大法，均被非法抓捕。關押期間，年
僅 6 歲的小春霖與重病在床的姥爺相依為命，生活艱難。

據明慧網大陸記者報導，中國大
陸各省已將原來的“610 辦公室”
改成
了“清理 X 教辦公室”，對外則稱
“610 辦公室”已被“撤銷”
。知情的
政府官員評論說，這是中國慣用的換
湯不換藥的手法。
“610 辦公室”的名
聲太壞了﹐為了應付外界輿論以及國
外起訴﹐他們走了這一步棋。
“610 辦公室”全稱為“處理法
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
。在江澤民
的個人壓力下，中共中央“610 辦公
室”成立於 1999 年 6 月 10 日，因此得
名，它是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
小組”下設的決策和執行機構，常設於
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由羅幹主抓，在
全國範圍系統地對法輪功學員實行

我是某監獄監區管教的科長， 會污蔑他所不知道的真理的，除非
自打年初我們監區關進幾批煉法輪 他有另外的目的。牛頓的著作中，大
功的，我就感到很疲憊。因為上面要 多數是神學的，你能說牛頓不是個
我們天天攻堅、搞轉化，我們就上手 偉大的科學家嗎？當初如果政府不
段，為了要轉化率、不管手段是溫柔 支持，能形成那麼大的群體嗎？就
的還是殘忍的只要轉化就行。我們 因為煉法輪功的人多了，某些人就
主管獄長對我們說：“我不管他冤 恐慌了，這個社會難道還怕好人多
嗎？打擊善的一定是
不冤，來到這裏就是犯人，絕食的
邪的，這是真理。
就硬灌，出事我負責”
。
我無言以對。
有些警察衝鋒在前，
大學生我說 輪功，我非常不理解：這麼好的師
充當著打手的角色。
不過，我就找文盲，可 父、這麼好的功法怎麼說成邪的
剛開始我也很積
這個老兄更耿直：我原是我 呢？於是我也到北京討個說法。說
極，認為這些人跟政府對著
們當地的臭無賴、藥簍子。一年吃藥 法沒討來，討了幾年徒刑。我們村幹
幹就應該受到懲罰。後來
經 過 一段 時間 的觀 察與 了解， 看病的錢比吃飯的錢都多，村裏的 部都保我，保也沒用。唉！這個社會
我發現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我們 負擔錢、農業稅甚麼的我都不交，村 完了，好歹不分了。
幹警在一起閒談時普遍都有一個反 幹部到我家要，被我罵得狗血噴頭，
又找幾個，都能講出一些讓人
映：這些人除了不認邪外，樣樣都 我也成了村裏的釘子戶。有病亂投 心動的故事來。那麼把這些人往哪
好。那麼他們為甚麼不認邪呢？我 醫。別人說煉法輪功能好病，我就跟 兒轉化呢？臭無賴通過煉功變成了
覺得應該弄明白這個事。我首先找 著煉起來。沒想到慢慢地神奇般地 好人，我們再給他轉化回去？或者
到一個大學生，他妻子也是大學生， 好了，後來知道煉這個功要看書學 是轉化成吃喝嫖賭無所不能的人？
他進來時，妻子還在被教養，家裏只 法提高心性，做一個越來越好的人。 轉化成滿嘴的仁義道德、滿肚子男
有一個不懂事的孩子。我問他，大學 一想這些年也真對不住村上，就主 盜女娼的人？
生怎麼還煉法輪功？他說，在這個 動到村裏交農業稅、負擔費、出義務
一個按照“真、善、忍”做事
群體裏邊有很多大學生，還有很多 工，村幹部非常驚訝：太陽怎麼從 的這樣一個善良的群體都說成是邪
碩士、博士。真正研究科學的人是不 西邊出來了！ 99 年江澤民打壓法 的，那甚麼才是正的？我很困惑。

困 惑

◎文/呂康

“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
滅”政策。
“610 辦公室”是江集團迫害法
輪功的最高權力機構，從其專職從事
政治迫害、完全凌駕於法律之上的角
度來看，它與“文革”產物——“中央
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性質非常類
似﹐一些海外人士認為它與納粹的蓋
世太保極其類似。
“610 辦公室”自 99 年成立以來，
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嚴密
而獨立的體系，並對中國的各級黨、
政、司法系統擁有絕對的權力，指示並
監督各地各行各業（包括中國駐外使
領館）積極參與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
害法輪功、詆毀真善忍的政治運動。

監獄見聞﹕

雪地煉功

在一個隆冬之夜﹐大雪過後，數十
名女法輪功學員被趕出監室，站在冰天
雪地裏煉功，惡警只讓她們穿一身內衣，
然後一邊讓人在地上澆水，一邊吼叫：
“我叫你們煉，看你們能撐多久！”她們
神情安詳，面帶微笑，一字排開，在冰地
上煉起神通加持法。這時惡警氣急敗壞
地用涼水澆她們的內衣，又搬來冰雪壓
在她們的頭上和手上。就這樣她們堅持
了四個小時﹐事後無一人凍傷或感冒發
燒，反而更精神煥發。同監室的其他人都
覺得不可思議，有的表示出去一定痛改
惡習，學煉法輪功。
◎文/許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