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暴行

令人发指

●武汉市何湾劳教所火烧学员的小便处、用钉子钉学员的
武汉市何湾劳教所火烧学员的小便处、用钉子钉学员的
脚趾头
武汉市何湾劳教所多名曾走向邪恶的人，在无边大法
的感召下，都及时醒悟过来，并纷纷写了" 严正声明"。劳
教所里的恶警凶相毕露，将这些大法学员立即隔离，并疯
狂折磨他们。暴徒们将学员的衣服脱光，用火烧学员的小
便处，用钉子钉学员的脚趾头等。
●徐州精神病院长
徐州精神病院长:
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徐州精神病院长: “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徐州睢宁县数名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在徐州精神
病院长达三个多月。期间，被强行超剂量地注射不知名的
针剂。因药性反应太强，一位学员一下子疯掉了一样，痛
苦地在地上摔打、滚爬，日夜不 停地狂奔，浑身 剧烈颤
抖，头往下栽，双目失 神呆 滞无光，日 夜狂躁，不能睡
眠，痛苦难忍，用身、头撞墙欲死。另一位女学员浑身抽
筋，缩成一团，不能站立行走，口吐血沫。不同程度的药
性反应使几位学员挣扎煎熬了近五十天才逐渐消退。
一天，一位学员在凳子上盘坐，院长走过来恶狠狠地
说："你还在炼功吗？就把你的针药量还要加得更大，让你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看你还炼不炼！" 虽然这些学员释
放后经过炼功，身体基本恢复正常，但心灵的巨大的创伤
还难以愈合。
●吉林市武龙波拒写
吉林市武龙波拒写“
转化书”被逼疯
吉林市武龙波拒写“转化书”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武龙波去年10月26日就应劳教到期
释放，可是因武龙波坚决不写所谓" 转化书"、"决裂书"，
因而又被加期9个月。期间，管教多次对他拳打脚踢，并用
七个电警棍一起电他，更让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一天24小时
不准睡觉。所谓帮教，就是使出车轮战术，轮流上来强迫
写"决裂书"、"揭批书"，甚至用尿水往嘴里灌，巨大的身
心折磨致使原本健康的武龙波精神失常，一条腿也被打
瘸。
●哈尔滨孔德易在劳教所被谋杀
哈尔滨孔德易在劳教所被谋杀
孔德易（曾用名孔晓海），男，38 岁，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动力区委政研所干部，共产党员。因坚持修炼法轮大
法，拒不接受强化洗脑，于2001年3-5月份在劳教所被迫害
致死。
●大连市迟玉莲被警察谋杀
大连市迟玉莲被警察谋杀
迟玉莲，辽宁省大连 市甘井子区 凌水镇王家 村人。
2001年5月29日下午，凌水派出所和周水子派出所警察闯入
迟玉莲家，将她双手铐住，扔在床上，搜出一些法轮功书
及资料后被警察拖上警车（上车时连鞋都没让穿），次日
被送往姚家看守所。没想到仅隔数日，６月６日迟的丈夫被
告知其妻已于昨晚在送往新世纪医院抢救途中死亡（未出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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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 员左志刚，男，33 岁。
在石家庄一家电脑公司工作。2001年5
月30日，石家庄公安局、“610”小组等
人突然窜到他的单位，把他非法抓至石
家庄桥西区公安分局。当天就被这伙凶
煞进行刑 讯，毒打致死，尸体伤痕 累
累，一只耳朵呈黑紫色，后背腰部有两
个方形的大坑，脖子上有很细的绳索的
勒 痕。这是继 大法弟子陶洪 升、刘 秀
荣、刘书松、赵新年被迫害致死后，石
家庄犯罪警察的又一滔天罪行。5月30日
当天，石家庄连日的火炉高温忽然骤
降，一时间寒冷异常，风景区河北省灵
寿县五岳寨降下漫天大雪，足有一尺多
厚。举城百姓都异常惊恐，到处议论纷
纷：六月飞雪，定有奇冤。

善恶必报
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 长春公安局宋大华患怪
疾而死
长春市公安局法制处专门负责非法审批法轮大
法弟子劳教的宋大华，48岁，迫害法轮功学员
不遗余力。他已于2001 年4 月病死，死前心、
肝、肺、胆等部位都得了大毛病，被病魔折磨
了数月，极其痛苦。死前醒悟，对前去探望的
人说：”我可能是因为批法轮功学员劳教遭到
的报应。”
诽谤大法 铁岭县派出所副所长嘴被撞烂
铁岭县催阵卜乡原派出所副所长公开在广播喇
叭里大骂法轮功学员，没超过1 个星期，他就
出车祸死了，当时他身体任何地方都没撞坏，
就是嘴撞烂了，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
响，很多老百姓都说如果他不骂法轮功他嘴能
撞烂吗！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也不敢对学员象以
前那么凶了。
何证明）。家属发现尸体手腕处有很深的手铐
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６月１３日，被迫害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６月１３日，被迫害致
死的法轮功学员已高达２２１名。

江泽民镇压法轮功
曾被准确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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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某看守所的7号监
室每个人都 有一个绰 号，
“和 平 鸽”是 小 赵 的 绰
其实，两年前开始的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在历史上早就被暗示 号。小赵 因为 修炼法 轮功
于人了，这从许多预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著名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 进京上访，被 关进看 守所
已经六 个多月 了，其 间掉
他的《诸世纪》预言中写道：
换了好 几个监 室，每 到一
“1999年7月
个监室，那里 的风气 就随
为使安哥鲁亚王复活
之大大好转。7号监室关押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
了几个 重刑犯 人，他 们经
届时前后玛尔斯将统治天下
常为了小事 吵闹 和打 斗，
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令管教 十分头 疼。自 从小
准确地 道出了 宇宙中 的邪 恶势力 及其 在人间 的代表（“恐怖大
赵调到7号 以后，监室的秩
王”）对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镇压的时间。
序和风气就 慢慢 地变 了。
中国明朝的刘伯温在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对话中曾预言：“海 每天早上，小 赵第一 个起
运未开 是大清，开 了海 运动 刀兵，若是 运运 重开了，必 是老 水还了 床，扫 地，冲 厕 所，领
京。”即是说，中国全面开放时（" 运运重开了"），是" 水"为名字的人 饭，平时的 活儿也争着做，打不还
当政（"老水还了京"）。
手，骂不还口，经常帮着没钱的室
在诺查丹马斯的《诸世纪》预言中也写道：
友买日用品，帮人办事也不要任何
“一个人将出生于三个水字符号中
报酬。小 赵 不仅 用 行 动感 化 着他
们，还经常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
他在星期四设宴行乐
使这些人明白了他们所犯的抢劫、
他的名声，赞誉，地位和权力在陆地和海洋膨胀
盗窃、杀人等罪在任何朝代、任何
给东方带来麻烦”
这些都在暗示，发动镇压之人是" 出生于三个水字符号中" 的" 老 国家都会被惩罚，自己干了错事就
水"。江泽民，发迹“上海”，现居“中南海”，其姓、名中都带三点 得去偿 还。渐渐地每当他们 之间发
生矛盾，他们就会找小赵评理，或
水，与这三个水字的预言符合，这绝非巧合。
者说声“忍！”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一派祥 和。于是他们送小赵一
个绰号“和平鸽”。但是他们始终
弄不明白，经常问小赵：“政府怎
么会抓你们这样的人呢？”
现在，7号监室又有2位室友修
中央电视一台在3月份播放的黑龙江省双城市韩甸镇法轮功练习者王
成祥跳楼事件，并用来在国内和国际上诋毁法轮大法，现在请大家通过 炼法轮功了。他们每天坚持学法炼
功，积极地向新来的 犯人介绍法轮
被中央电视台掩盖的事实，看一看王成祥是怎样的一个"练功者"。
功的真相。看守所的监室变成了法
该人是双城市韩甸粮库退休职工，祖辈就有精神病史，他母亲就是
轮功学员修炼的场所，而原来的罪
跳井而死，舅舅也是跳井而死，而王成祥在30年前30岁时因精神失常跳
犯洗心革面，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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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中央电视台弥天大谎

自杀者是精神病人 并非法轮功修炼者

过井，因是冬天井口冻冰，井口太细被卡住，没死成。
在1996年他家要搬迁到粮库家属楼住，他儿子把自家的房卖了，他
不愿意，总觉得住楼憋屈。当年夏天的一天又要寻死，吓得全家人和亲
属四处找，包括西河沿都找个遍也没找到，他老寻死觅活地。家人听说
炼法轮功能改变人的性格，就硬拽着他来学炼法轮功，本来法轮功明确
法轮功明确
规定危重病人和有精神病的人或主意识不强的人不能学法轮功，法轮大
规定危重病人和有精神病的人或主意识不强的人不能学法轮功
法的书《师父在长春讲法》第54页明确指出法轮大法不接收" 表现不正
常，不清醒"的人来炼功。可他不听劝告，总共没学几个月。由于王成祥
是不情愿来的，学功时也不用心，三天炼，两天不炼的，也不学法，到
死时动作都做不准，他就这样混到97年12月30日又要寻死，被全家人看

着。结果在98 年正月初二早晨在
家人上厕所时他终于跳楼自杀身
亡。
中央一台把该事件做为诋毁
法轮功节目播放后，当地的老乡
问王成祥的儿子说："要说你爸爸
是练功练跳楼的，那你奶奶跳井
怨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