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欠下新血债：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至 1 月 3 日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
学员已高达 110 人。

江泽民的帮凶
─协和医科大学张烈竭力迫害法轮功学员

中国媒体渲染之致死率 足见法轮功之超常
北京万例调查报告证明 法轮功健身有奇效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保卫处处长张烈，男，50 多岁。正
邪不分，对法轮大法学员作恶多端，竭尽诬蔑迫害之能事。
已将多人无端送往警局拘留；怂恿、鼓动校方开除大法学
员。在他的指使和阴谋策划下，在校内实行封建的法西
斯"连坐法"，并给各学员的上级领导施压，造成人人自危，
破坏了学校正常的科研、教学秩序，给国家造成了无可挽回
的影响。
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办电话：（010） 65135844
协和医科大学基础所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5号，
邮编：100005

★ 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每年每人平
均可为国家节省医药费约 3270 元；
★ 中共媒体极力渲染的“致死率”仅
是 1997 年全国平均死亡率的 1/17.5。
一九九八年十月，包括北京协和医科
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等处的一些医学工作
者对北京市五个城区部分法轮功修炼群
众进行了祛病健身功效统计学调查，有效
调查人数 12,731 例。其中男性占 27.9%,
女性占 72.1%,50 岁以下的占 32.5%,50 岁
以上的占 67.5%。其中修炼前患多于一种
疾 病 的 有 9345 人，占 总 调 查 人 数 的
73.4%，有病人数合计 11,892 人，占总调
查人数的 93.4%。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法
轮功祛病总有效率为 99.1%，其中完全康
复的达 58.5%；体质增强的为 80.3%；精神
状况得到改善的 96.5%。
这次调查结果还显示，法轮功修炼者
每 年每人平 均可为 国家 节省医药 费约
3270 元。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和医疗资源，给社会和家庭减轻了负担，
效益明显。
调查说明，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功
效显著，是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好功
法。
让我们透过官方的揭批材料再看法
轮功之强大健身功效。
中国媒体极力渲染过 743 人“因练
习法轮功致死”。官方又称法轮功修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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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前夕江 泽 民一夥 又
在北京抛出“自杀”谣言
【明慧网】 昨日，北京的父母突然来电，焦急地告诉
我，北京现在流传新年前后，有一批法轮功学员要集
体自杀，父母担心我也会跟随，就来电与我交谈。我
告诉他们，如果哪里有集体自杀，要参与的人决不会
是法轮功真修弟子。《转法轮》书中对修炼人的要求
已经讲得够明白了。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提到：因逃
避痛苦而自杀，是很大的罪。我请父母不必牵挂，我
现在连一棵植物都舍不得杀，更何谈自杀？！这肯定
是别有用心的人又在制造谣言，妄图诋毁大法弟子的
声誉。
另外，家人还告知，现在北京也有消息称某某弟
子是自杀等，而且还有谁谁可作证明云云。听罢顿觉
国人处境的可怜--被封锁消息，还要随时被骗，特别
是在重大问题上和发生重大事件之际。
江泽民等镇压者玩谣言的把戏已让人司空见惯
了，甚么“香山自杀”，和所谓 1400 例中的自杀者
等等。现在为逃避害人夺命之罪，又开始制造新的谣
言，妄图将残酷迫害致死大法弟子的罪责，以自杀的
名义，嫁祸于大法弟子自身。越这样故伎重演，越勾
勒出他们一伙步入穷途末路的惨淡之态。
海外大法弟子
数仅为二百万，而非早些时候官方调查出来的几千万
或者是再早些时候统计出来的上亿。即使这样，按上
述数据计算：743/2000000，结果是：中共媒体极力渲
染的致死率为 0.03715%，比起中国统计年鉴 1998
(http://www.stats.gov.cn/information/nj98/
d021a.txt) 所载之 1997 年全国平均死亡率 0.651%
来，仅是 1/17.5，足见法轮功之超常。
众所周知，来学法轮功的人中，很多当初就都是
上了年纪的、百病缠身无从解脱的、得了重症绝症的，
包括那些因发现已到了癌症晚期被医院宣告死刑的。
这样人群的死亡率在一般情况下不该高于平均死亡
率吗？可是，正因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读了《转
法轮》后，都能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按照“真善忍”的
标准要求自己，炼功不久就从疾病的痛苦和死亡的威
胁中彻底解脱出来了。这也正是很多老年人和当初的
重症病人至今坚修大法心不动的原因。

江泽民出卖的国土相当于一百个台湾

最近，江泽民于 1999 年
底与俄国签订的《中俄边界新
约》被曝光。江泽民黑箱作业，
在新边界条约中承认了自尼
布楚条约后中俄之间的一切
不平等条约，将 344 万平方公
里的中方领土权拱手交给俄
方，成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
上、中国国际外交史上最辱权
卖国的协定。该协定出卖的国
土相当于 100 个台湾，还将宽
达 100 公里，长达数千公里的
地带变相送与俄国，并断了后
代子孙讨还之路，而且单方面
向俄开放领土、领空，引狼入
室、遗祸无穷。
清初康熙大帝亲征，打退
俄国入侵，签订尼不楚条约，
确定中俄边界。而近两个世纪
以来，随着国力衰退，俄国逼
迫中国旧政府签定了瑗珲条
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勘
分西北条约、伊犁条约、中俄
密约、辛丑条约、交收东三省
条约、旅大租地条约九个不平
等条约。新疆西部 40 多万平
方公里被沙俄霸占；江东十六
屯 360 多平方公里被沙俄屠
尽国人而侵占；唐努乌梁海 1944 年被
苏联霸占。以上三块领土，近 50 万平
方公里，加上英法联军侵犯中国时，帝
俄连续以三个不平等特约割去的东北
及西北 150 多万平方公里，加上中共
掌权后被侵占的 (1982 年李先念宣布
为 90 万平方公里) 已达 300 万平方公
里以上。清朝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历来
都不承认俄国侵占的合法性，中共政
权也曾声明并坚守：“对于帝国主义
给中国人民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
都未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予
承认。”
而今曾留苏的江泽民，在与叶立
钦、普京的频频真诚拥抱中，卑躬屈膝
地重提旧约，对俄国过去逼迫中国签
订的不平等条约一律“照单全收”。江
泽民与俄签定边界协议，将俄国割让
去的中国领土合法化，而且把后世子

孙讨还领土的路彻底堵死。江泽民不
惜出卖大批国土来维护自己的特权
利益，比当年满清政府在洋枪洋炮下
签订城下之盟还要不堪。
作为中共元首，江首次访俄，便
向“无名英雄”碑祭拜致敬。“无名
英雄”何许人？包括千千万万屠杀中
国百姓的凶残的哥萨克！ 沙皇尼古
拉二世是侵华元凶，勒索赔款，侵占
外蒙古，亲率十七万大军灭尽黑龙江
东十六屯老幼妇孺，把不死的百姓赶
入黑龙江，灭绝人性，中国人民可说
和他有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俄罗斯
为尼古拉补行葬礼，江泽民反而与举
行葬礼的叶立钦热烈拥抱，未做一声
指责或抗议。其实这与日本内阁首相
参拜靖国神社为战争罪犯招魂，本质
一样，毫无二致。 江泽民还通过正式
联合声明，宣布俄为“友好”国家。
友好在哪里？俄国归还了霸占的中
国领土了吗？对中国边境领土的不
断蚕食停止了吗？
江泽民与俄签订边界裁军协定，
命令中国国防军从已经后撤的国境
线再后撤一百公里，一百公里内不设
防，主动实现俄国要求建立的缓冲地
带，放弃国防，不仅让贪婪成性的俄
罗斯白得了东西绵长的边界线外的
一百公里，而且为俄军入侵大开方便
之门。
江答应中国大陆领空和领海对
俄全部开发，俄飞行员可以在中国领
空任意飞行和训练（台湾地震，俄航
运救济物资，反被禁止，成了例外）；
俄国军舰在中国领海可随意航行和
训练，实现了当年赫鲁晓夫联合建立
海军及中俄长波电台，以入侵中国领
海领空的梦想。
江泽民充当俄罗斯军火批发商
和掮客，大量购买俄国各种大小军事
武器和装备，且不断增加定额，从飞
机、大炮到军舰、潜水艇到航空母舰，
以及飞弹其中许多是退役、淘汰的旧
货破烂，如买了十艘潜水艇，十艘都
在修，买了航空母舰不能作战，只好
改作娱乐场。中国工人大量失业，不
发救济及生活费，东北下岗工人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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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暖气、没媒烧，只得挨冻，全国
失业工人包括北京，全家服毒者已
有多起；拦车群起抗议，遍及全国。
江泽民却浪费大量国帑为俄国资
本主义萧条经济输血，养虎遗患！
与苏俄的卖国条约墨汁未干，
江泽民又在与越南党政代表团所
签定的一系列协议中，将中国对南
沙群岛及海域的领土权、领海权向
越南方面做了让步。越南国家主席
陈德良会见完江泽民，越南外交部
随即发表声明，重申拥有南沙和西
沙群岛的主权。

江泽民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
元首，对外奴颜婢膝，无耻卖国，
对内则耀武扬威，实行高压政策。
江泽民接受俄国“应引导中共向
南部扩张，丧失对北部、西部注意
力”的战略：南向备战，武力犯台。
一方面得以掩盖其卖国罪行，一方
面转移民众对其昏庸残暴的注意，
假“爱国”之名来掩饰自己独裁卖
国行径。在朝野贪官污吏横行，纲
纪败坏，民怨沸腾之际，江泽民为
转嫁危机，对数以百万计只为追求
真、善、忍的良民残暴镇压，造成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江泽民妄图
以“攻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
镇压法轮功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
殊不知暴露的只能是他的卖国主
义行径，倒行逆施造成的只能是人
民对他的唾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