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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

★

★您知道目前在中国发生着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吗？

★

★您知道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历尽苦难仍然坚持修炼吗？

★

★您知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镇压如何反应吗？

★

邪恶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

★亲爱的同胞，

★《天地苍生》为您送来外电报导，国际舆论，真实故事。 ★
★★★★★★★★★★★★★★★★★★★★★★★★★★★★★★★★★★★

北京市天安 门广 场公安 分局

去年 7.20 以来，
天安
门广场遍布警察和便衣
特务，警车林立，随时准
备抓捕法轮大法学员。
来到天安门广场的
大法学员，只要被他们发
现，就通通抓进这个位于
天安门左角偏僻小巷的
公安分局，进行搜身、审
问。被抓者有的遭到一番
拳打脚踢，有的被抽打耳
光，有的还被戴上手铐，
然后临时关押到地下室
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十
几，几十乃至几百地关在
这里，人多时，挤得落不
下脚，不准说话，更不准
交谈，不给水喝，不准上
厕所，…… 否则，拖出去
打一顿，酷暑烈日下被警
察拉出去暴晒，寒冬腊月
被警察当头淋湿 ……
由于遣返回去后当
地公安部门对上访学员
的迫害，很多上访的大法
学员不公开自已的住址、
姓名。该局对这些人的迫
害更是惨无人道。
首先，他们将这些学员集中关在后院
里（其实，这里只是一条两端用高大铁门
封闭，长约 10 米，宽约 2 米的露天小巷），
然后一个个单独叫出去，带到地下室或二
楼小房间进行毒打。只听得被带进去的人
一声惨叫，接着是数不清的拳打脚踢，橡
胶棒抽打，高压电棒电，……常常是几个
警察打一个学员，一直打到打手们手累
了，脚踢不动了，才暂时停下来。
今年国庆过后几天，北京警察采取了
更隐蔽，更残忍的手段虐待、迫害法轮功
学员。 警察强行把学员从广场一批一批
用车拉走，然后十个八个地再次分散在各
个关押地点，并在关押处再次分散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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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天安门去，见证这一切！★
10 月 1 日警察在天安门广场
抓 走 大 批 法 轮 功 学 员，估 计达
1400 人左右。
美联社照片：在众目睽睽之
下，一名便衣警察用皮鞋踩着一
名手无寸铁的学员的脸，另一名
警察则一边踩学员的腿一边将一
个小刀按到学员的脖子上。
一个学员一个房间，关上门和窗帘，
在确保外面看不到的情况下，进行
审问和毒打。有时，几个房间里此起
彼伏地传出惨叫声，散发出皮肉被
烧焦的气味。一声声惨叫真是撕心
裂肺！
对于不说出姓名和地址的学
员，他们用尽全力用警棍打、用电棍
电，甚至有些警察很有针对性地专
门用打了以后导致内伤的警棍打，
造成很多学员被打成内伤，有的被
打得全身黑肿，有的学员被打断手，
部份学员被打断脚筋，警察恶狠狠
地叫嚣：“看你还来不来北京，看你

还炼不炼功”。
更有甚者，六个警察一起用脚
直接踩一个不说姓名和地址的未婚
的青年女学员的肚子，导致下身出
血，脸色变得很苍白。然后又威胁
说：“你再不说，就扒光你衣服，轮
奸你”。在当今的中国首都北京竟有
如此丧人性的所谓“警察”，令人发
指！
他们还与某些地方政府交易。
以数百元至数千元人民币一份向地
方政府出售法轮功学员上访登记
表。一方面对上级隐瞒上访情况，
另一方面权钱交易，中饱私囊。

天安门分局警察对大法弟子施暴的铁证
我是 10 月 17 日在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时被抓。关进天安门分局后警
察象疯了一样用电警棍和双脚在我全身施暴几个小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
（有照片为证）后，几个警察强行把我压
倒要给我注射一种针剂，它们说是一种
“疫苗”，我拼命挣扎，它们才罢手，可
另一个警察硬是给我鼻子里滴进了一种
气味呛人的药水，很快药效发作：大脑迷
糊，神智不清，胸闷憋气，口干舌燥当时
的痛苦真是无以言表。接下来它们又开
始逼问我住址、单位，我还是忍受着痛苦
一言不发。无奈，它们把我脚绑在铁栏
上，手铐在栏杆的最低处，使我既站不起
又蹲不下，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不行
了，迷迷糊糊中其他的功友将我背走。
附五天以后的照片：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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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欠下新血债
截至2000年11月12日，已有83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冰山一角：罪恶仍在继续
—辽宁马三家劳教所
辽宁马三家劳教所
责任凶手：苏境，女，48 岁，沈阳
市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管教头。BP 机号
码 999-260932。
辽宁省沈阳市马三家监狱警察将
18 名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牢
房，与男犯人同居一室，其后果令人发
指。
许多女学员告诉亲人：“你们想象
不到这里的凶残，邪恶......”据说罗
干曾在此蹲点。
管教将学员绑起来用电棍电，电女
学员的前胸、阴部，逼迫学员放弃修炼，
惨叫声不断。管教人员还让学员喝枯井
里变质了的脏水，那水是沉积井下几年
都不动的死水，打上来都冒着泡，喝了
之后身体中毒。马三家监狱在江泽民、
罗干的指使下惩善扬恶。女管教头苏境
极为邪恶狠毒，因国庆期间打压有功，
被评为‘二等功’。.她曾扬言:‘转化
她们 (指学员) 还不容易，招儿有的
是！’

法轮功问题上中共高层岐见付诸行动

乔石同志亲临天安门广场察民情
朱镕基以总理之尊出面干涉叫停
据大纪元时报和人民报北京消息：10 月 29 日上午乔石同志不顾有关方面
的阻挠，毅然带领一名随身警卫人员驱车前往天安门广场，在汽车里亲眼看到
公安在天安门广场对以和平方式向政府表达意见的法轮功群众进行残酷镇压
的暴行。
乔石同志对江泽民，罗干二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焦虑万分。 对于北
京市公安局个别领导人不顾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和广大干警的强烈反感，
执意追随江泽民的严重政治错误，继续无人道的迫害，乔石同志心情极为沉痛。
据有关方面消息称，江泽民对乔石同志回京，极为惊慌。
北京高层对镇压法轮功意见分歧极大，中共高层反对镇压法轮功者有朱
镕基、李瑞环、尉健行、胡锦涛等人。10月23日，朱镕基以总理之尊亲自前
往北京市公安局第五处，要求公安人员“不要再难为法轮功学员啦”。这个
消息已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证实。

英国上下议院代表前往使馆表关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签署声明予支持

英国上、下两院五名代表，十月十一
日，前往中国大使馆，与大使马振钢进行
会晤，表达对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的强烈
关注。这五名代表基本上代表了英国最重
要的政治力量，他们分别是现在执政工党
《北京日报》
1998 年 3 月 30 日第八
的下议员格兰达．杰克逊女士，保守党下
版表扬了一位不留姓名的北京人，将八 议员彼德．罗得爵士，自由民主党上院议
万元钱捐给了兰州化学公司化工研究 员阿夫伯理勋爵，无党派联盟上院议员海
院，用于大西北的科研建设。这时记者 尔顿勋爵，以及牛津教区大主教理查德．
又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获 哈里斯。本来这次活动没有牛津教区大主
悉：这位“热心人”还给中国石油勘探 教理查德．哈里斯参加，他得知这一消息
开发科学研究院廊坊分院捐了 10 万元。 后，主动要求参加这次会晤，亲自向中国
……以下为这位“热心人”给北京电台 大使馆表达对法轮功事件的关注。

1998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大
卫．特林宝最近签署声明谴责对法轮
功的镇压。声明中写道:“我认为，法
轮功是一个完全和平的精神运动，而
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构成任何威
胁。”“我谴责那些因为法轮功炼习者
坚持信仰和炼习而施加予他们的镇压
和刑狱，
并且要求我们的 (英国) 政府，
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包括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主席马丽．罗宾逊女士，持续地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允许法轮
功学员在不受干扰和妨碍的情况下进
行其和平的活动。”

写的一封信以答
复关注他的读者
和听众。
“两 年 多
前，一个偶然的机
会我看到一本书，
书的名字叫<<转法轮>>，书的作者是李
洪志老师。当我如饥似渴地读完这本书
以后……许多问题似乎都一下子找到
了答案，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
……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也是不为过
的。李老师在这本书里讲述了这个宇宙
的根本大法，“真、善、忍”他是衡量

这 位
“热爱大西
北 的 北 京
人”，谢 宇
峰，
去年 7 月
以来因上访及学法交流被抓被拘
多次。
仅被北京西城区拘留所非法拘留就
有5 次。最后 一次被劳 教 一年，被
拘 押 在 北 京 团 河 劳 教 所，罪 名 是
“抗拒国家法律实施，扰乱社会秩
序”。

当年捐款十八万不留名皆因大法善其心
今日狱中尝百苦不易志只为实情告世人
好坏人及一切事物、道德水准的唯一标
准。人只有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去掉
自己不好的东西，才能顺应历史的发
展，返本归真，而违背这个标准去做就
会越走越远，直至被历史淘汰！
两年多的学习使我看清了许多真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