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

大陸傳真

“610”緊急收回迫害法輪功
的相關文件以銷毀罪證

害死人命 謊稱病故

一日﹐我乘出租車
去朋友家﹐路上和司機講
法輪功真相﹐告訴他電視
上演的自殺﹑自焚是捏造
陷害。他說﹕“你講這個
我信﹐我就親眼看到過他
們造假。
”他說有一回開車
送人到清原縣醫院﹐看見
一名煉法輪功的人已經死
了才被送進醫院（是女
的﹑大約四﹑五十歲﹑人
很瘦）。出於好奇就過去看
看。只見縣裏領導王仲
蓮﹑公安局王勝利等人和
大夫交待說﹕“待會兒家
屬來了﹐你們就說是心
梗﹐已經給醫治過了﹐剛
纔死的。
”其實根本就沒醫
治﹐是被迫害死才送來
的。司機講完氣憤地說﹕

親眼目睹的騙局：

明慧网 2 月 8 日消息，近日， 的四年中，超過 10 万人被非法拘留
中國大陸某地上級「610」責令縣級 審查，至少 25000 人被非法判刑投
以下「610」緊急內部收回自 1999 年 入監獄和勞教所，上千人被強制性
非法鎮壓法輪功以來發放過的迫害 投入精神病院。而据中國官方 2001
法輪功的一切相關文件及資料。据 年底內部統計，至少 1600 名法輪功
悉，這种情況在各地「610」內已相 學員被迫害致死。
當普遍，其目的是銷毀罪證，以留后
四年多來，上級「610」一直都
路。
在用「口頭傳達」、
「原文回收」等手
「610」由江澤民一手創建。迫 法銷毀迫害證据，現在又企圖進一
害法輪功的許多密令如“名譽上搞 步銷毀罪證。然而，法輪功學員及親
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不 友親身遭受的迫害，如何能忘？罪
查身源、直接火化”、
“打死算自殺” 證如何能銷毀？！對于一直追隨
等均通過「610」下達。
「610」頭子 「610」指令參与迫害之人，這些「上
羅干在全國范圍多次指示嚴打“法 級文件」一旦全部上繳收回，那些
輪功”，并親自到各地布署指揮、監 「執行上級命令」的脫詞便是空口無
控迫害的具體實施。
憑，下達「命令」的罪犯便可把所有
据不完全統計，在鎮壓法輪功 罪責都推給具體執行者。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聯
合起來造假﹐還讓老百姓
咋活﹐要不是親眼所見還
真會被他們騙了。
”
根據司機敘述推測﹐
這位法輪功學員是撫順清
原縣的周玉玲。據另一位目
擊者回憶﹐周玉玲拉到縣
醫院急診室就已經死了。有
一個大夫說：“你們怎麼
把人給餓死了？”在場的警
察都沒吱聲，有一個年輕的
小警察罵罵咧咧的，那架勢
要打那大夫，這位大夫也沒
服勁，被拉開了。周玉玲沒
有經過治療、搶救，死後也
沒解剖，怎麼就能知道死於
心臟病﹗？ 610 曾讓一個刑
事犯作偽證證明周玉玲死
於心臟病，被此人拒絕了。

我說：“當
我的老爸已經是年近七
旬的老人了，幾十年來一直是 然，為甚麼不煉？”
“你看不出危
家裏的“當家的”
，脾氣很暴
躁。對於他的命令，兒女稍有 險嗎？”
“我不怕！”
怠慢，經常會被他大罵一頓。
“你小子現在領導很看
為此，我們都很怕他，一直到
我們長大自己成家以後仍然 中你，有前途，你這樣不是走
下坡路嗎？”
不敢輕易違拗他的意思。
“我從未拿這當回事。
”
在父母眼裏，我一直是
“你小子！黨給你飯
最孝順的。98 年我開始修煉
法輪功一段時間後，有一次老 吃，黨不讓幹的事你為甚麼非
爸來我家，我把一本《轉法輪》 要幹？”
“因為我沒錯！我也沒
送給了老爸，並囑咐他也要給
媽媽看看。過一段時間後我去 靠誰的施捨過日子，否則大街
老家看望他們，問到了看書的 上要飯的政府怎麼沒給他們
事，爸爸說：“咱家從來連算 發工資？”
“你氣死我了！你要還
命打卦的都不信，怎麼會信這
神佛的書呢？”當時我雖然按 煉法輪功今後就不要認我這
我的理解給他做了解釋，但仍 個爸，就不要回家！”
“不讓回就不回﹗”
無濟於事。
我知道，這一次，一定把
99 年 7‧20 的時候，老爸
老爸氣壞了，因為從上學到工
打來電話：
作，我從未這麼頂撞過老爸，
“你還在煉嗎？”

2004 年 4 月 第 28 期

東北農大副教授死於看守所

4

41 歲的劉麗梅是東北農
業大學獸醫系副教授﹑碩士
生導師﹑前系黨支部書記。
因堅持修煉法輪功﹐先後被
非法關押在哈爾濱萬家勞教
所和第二看守所（鴨子圈）﹐
於 2003 年 8 月 12 日在哈爾濱
第二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東
北農業大學凡認識劉麗梅的
學生和老師都說
她是一個好人。
在萬家勞教
所所長盧振山指
使﹑縱容下﹐獄
警用各種刑法摧
殘不放棄修煉的
學員。例如關小
號﹑吊打﹑銬
打﹑背銬打﹑老
虎凳﹑吊高四﹑
五天不讓下來﹐
大小便拉在褲子
裏。劉麗梅在萬家

勞教所被迫絕食 7 個多月﹐獄警野蠻
灌食﹐7﹑8 個人按著﹐打﹑罵﹑上
刑﹐折磨得最後體重不到 20 公斤﹐
奄奄一息。這時勞教所怕人死﹐才讓
家人接回。劉麗梅回家後學法煉功﹐
一個月左右便恢復正常。萬家勞教所
的獄警傳出話﹕你好得真快﹐過幾天
我們來接你。劉麗梅被迫離開丈夫和
孩子﹐流離失所。
2003 年春節劉麗
梅又被東北農業大學保
衛處李吉玉等非法抓
捕﹐在哈爾濱第二看守
所（鴨子圈）被迫害致
死。劉麗梅在第二看守
所已經人事不省時﹐警
察還在問﹕“還煉不煉
法輪功了﹖”
劉麗梅被迫害死之
後﹐警察戒備森嚴﹐圍
着家屬﹐不准家屬跟別
人說話。家屬想最後看
劉麗梅一眼都不准。

黑白顛倒﹕
清理積雪反被捕 只因修煉法輪功
今年 2 月上旬，
吉林省榆樹市青山
鄉許多村的公路被大雪覆蓋，大小車輛
受阻，就連自行車和來往行人都難以通
過。
青山鄉年餘村的法輪功學員為了
方便大家，自發組織起來，冒著嚴寒不
辭辛苦地一鍬一鍬地把路上的積雪清
出，最長路段達七八里路，使客車正常
運行，大小機動車輛暢行。
過往行人都非常高興。附近商店
的業主拿出飲料給法輪功學員，說：
“不要錢，你們把路清理出來了，我們
能照常進貨營業，多虧了你們了。
”來往
車上的司機都向法輪功學員致意。
法輪功學員在雪地插上“法輪大
法好”的標語，目的是告訴人們：我們

2 月 20 日﹐也就是掃雪進行的第四
天，參加掃雪的人很多，甚至八十多歲
的老太太和小孩子也參加進來。他們清
理完幾個村的道路後，又繼續清理三興
通往新發的主要道路。這時青山派出所
的車來到跟前，車動不了了，於是法輪
功學員幫助拖救出來。一小時後，突然
遠隔 65 公里的榆樹 110 警車和青山派
出所的三輛警車拉著許多警察來到面
前，把至少 16 名法輪功學員，包括那位
八十多歲的劉老太太強行拖上車，非法
關進榆樹看守所。之後﹐又逐個抄家。
為集體做好事﹐卻無辜被抓捕﹐
只因修煉法輪功。這種奇事只有在當今
的中國才會發生。

安局。看 功才做好事的。抓他之前我們
”
門的讓他 也不知道，不是我們告的密。
文/陸翔 在 門 口
後來幾經轉折，我妻子
等 ， 他 和老爸給我辦了“取保候
，公安局向他要押金，父親
說：“我不在門口等，我要進 審”
去，我兒子被抓了！”守衛沒 問要多少﹖
“2000，行嗎？”
辦法，只好讓他進了辦公樓。
“我沒有那麼多錢！”
這時，又有人讓他在樓道裏
“1000 呢？”
等，
“我不在樓道裏等，我要
“1000 也沒有！”
找你們領導！”最後，老爸進
“那你有多少？”
了某科長的辦公室。老爸說：
“一塊錢也沒有，我到
“我兒子在單位表現特別好，
為甚麼抓他？他在辦公室工 市裏來的路費都是借的！”
“那就不收你的錢了。
”
作這麼多年，連一張紙都沒往
我回到家後，老爸不但
家拿過，他犯了甚麼錯？”然
後，他又找到了我們單位的黨 沒向我開火，還主動回擊了向
委書記：“你是了解這孩子 我開火的家人。而且從那以
的，他只做好事，從不做壞事， 後，逢人便說“江不是東西，
。
公安局怎麼還能把這樣的人 法輪功都是好人”
前些天我回老家看望老
抓起來？你看這社會上還有
幾個像我兒子這樣的好人？” 爸，不經意間發現了那本《轉
，被我老爸好好地保存
書記回答說：“我們也知道 法輪》
他好，但你不能說因為煉法輪 著。

我 和 老 爸
這次不但沒聽他的話，而且語
氣這麼強硬，當時心裏真的很
難過。事後我又給老爸打電
話，承認自己態度不好，請他
原諒。老爸說沒生氣，
“罵你
也是為你好”
，但因為我仍堅
持信法輪功，所以老爸仍不高
興。
從這以後，我每次回家
看望他們，總是把修煉法輪功
當做主要議題。雖然一直未能
統一態度，但我們都有了很大
的變化－－我說的越來越全
面，越來越深刻，態度也越來
越謙和；老爸則由原來的質
問逐漸變為詢問，也不再生
氣，只是為我的安全擔心。
2002 年，我被抓進看守
所。老爸得知後徑直來到市公

是因為修煉了法輪功才這樣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