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会议期间各国人权官
员纷纷提出法轮功问题
10月23日至25日欧盟与中国的人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上，各与会成员国人权官员向中国政府提及了发生在中国大
陆的对法轮功的严重人权践踏问题，并转达了法轮功学员对
中国政府的呼吁，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
的迫害，停止酷刑，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各国人权官员表
示，尽管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蛮横粗暴，但他们绝不会放
弃，并希望通过他们这种不断的努力能使情况有所改变。

善恶必报是天理
长春恶人连遭恶报
近期内长春迫害法轮功的恶人连遭恶报：
积极打压法轮功的长春市委组织部长孟德喜，今年3月份
儿子参与黑社会殴斗被对方乱刀砍死。近期本人因受贿等被
「两规」；
曾经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送拘留、劳教、判刑、洗
脑班的长春市市委书记米凤君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问
题，被「两规」；
长春市南关区公安分局局长王靖林亲手批劳教、拘留，
送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达300人。此人因受贿，近日遭
报；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处是在7.20以后参与迫害法
轮功学员的邪恶部门，现有十多名警察因受贿而被逮捕，涉
案人员有二十多名；
长春市苇子沟劳教所副所长张本权最近被撤职。在其主
抓迫害法轮功期间，法轮功学员韩玉珠被迫害致死；长春奋
进劳教所恶警吕连奎车祸死亡；
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恶警张丽兰利用各种卑鄙手段残
害学员，现得了乳腺癌。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奉劝那些还在继续助纣为虐的恶
人，赶快警醒，立即停止作恶，否则，更大的报应还在后
头。

冰 近期 三名法轮功学 员被迫
山 害致死
据海外媒体报道，近期内又有三名法轮
一 功学员在长春被迫害致死
。其中李晶99年因
角 进京为法轮功请愿申诉而被拘留多次，并于
暴
行
在
长
春

99年11月被长春市公安局劳教三年，今年提
前释放。不久前外出时被黑龙江省铁路公安
处再次绑架，随后由长春市公安局西安广场
派出所的李海峰、李珠吉于今年10月11日押
回长春。途中摔下火车致死。
另两名法轮功女学员在长春市公安局第
三看守所被迫害致死，其中一人被证实是62
岁的杨艳。她被非法关押七个多月，死时全
身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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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法轮功学员于11月4日在美、加
各地的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前举行记者招
待会，为近日在长春市连续发生的多起法
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致死事件抗议请愿，
强烈谴责江泽民政权以及由罗干领导的
“610 办公 室”对法 轮功一再升级的 迫
害。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也将
举行同样的抗议请愿活动。
长春是法轮功的发源地。由于法轮功
在净化身心方面的卓越功效，使得他在长
春以至全国得到蓬勃发展。1999年7月以
后， 因炼法轮功的人多，上访的学员也
多，长春成为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
的地方之一。
据不久前从长春传来的消息，近日长
春各街道开始对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进行
秘密全面情况登记，暗中采集双手指纹，
并积极施行罗干主管的“610办公室”的
密令：对所有不在转化者名单之列的法轮
功学员，一律抓捕实施强制洗脑，并对拒
绝放弃信仰者实行“终身监禁，直到死
亡”。
长春市公安局仅九月份就绑架法轮功
学员60多人，非法劳教和判刑20多人，迫
害致死案例频传。
近两年来， 法轮功学员已有十多万
人被捕，上千人被关入精神病院，据中共
官员透露已有逾千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有
三百多人的姓名及受迫害情况被证实，他
们中多于十分之一的人死于长春市和吉林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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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朝阳沟劳教所
残酷迫害因抗议非法超期关押而绝食的
法轮功修炼者
10月末，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的法轮
功修炼者为了抗议被非法和超期关押及遭受的种种非人折磨与
不公正对待，已有多人绝食，时间已长达一周左右。邪恶的管
教和被唆使的犯人帮凶对绝食的学员采取残暴的灌食：多人按
住手脚，用尖嘴钳子撬学员的嘴和牙齿，强行灌用肮脏的洗脸
水和的玉米面粥，有的学员的嘴角及唇边的肉已被撕碎和撕
掉！
劳教所还唆使犯人对学员拳打脚踢，妄图以肉体的摧残和
精神上的侮辱来摧毁学员坚如磐石的意志，并狠毒地说：“你
不吃，就打掉你的牙，撕烂你的嘴，叫你永远也吃不了！”。
尽管情况空前惨烈，但绝食的人数还在每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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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个旁观者

最 近，笔 者
在甘肃省公安厅
大门口碰到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妇
人在哭泣，上前
打听，方知这位
可怜的老人是来
要她的儿子的。
她悲愤地向那灰
色建筑群喊着：
“还 我 的 儿
子！”
老人家的儿
子叫杨学贵，是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总务科干部。
1994年，年仅29岁的杨学贵得了严重
的肝病，病得四肢无力，上气不接下
气。在市二院折腾了好几个月，钱花
了几万，硬是没起一点作用。小杨的
爹妈一看不成，带着他四处求医问
药，中医、西医、游医、气功师、神
汉、巫婆，喇嘛、和尚、道士，什么
招都使过了，杨学贵的病情不但不见
起色，反而日渐沉重，奄奄一息。这
时，家里已是债台高筑。老俩口、儿
媳妇终日以泪洗面，儿子却偷偷地谋
算着要吃安眠药自尽。
就在这近乎绝望的时候，95年10
月，一位亲戚送来了《转法轮》。杨
学贵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仅仅二周的
时间，小杨就能吃能睡能跑了。不
久，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地回医院
上班去了。他说：“过去的杨学贵已
经死了，现在是新生的杨学贵。是法
轮大法，是李洪志老师给了我新的生
命！”他更加积极、勤奋、认真地搞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医院总务科是个
有油水的地方，可小杨一丁点儿便宜
也不占。杨学贵身心的巨大变化，使
他周围的人惊叹不已，许多亲朋好
友、同学同事纷纷来了解、学炼法轮
功。
1999年7 月，江泽民政府开始诬
陷大法并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杨学
贵震惊了，他一次次地找有关领导、
政府部门，现身说法，证实大法的神
奇、超常。不久，小杨婉言谢绝了领
导、亲友们的规劝，毅然踏上了赴京
上访之路。回来后，免不了抄家、罚
款、牢狱之灾。但小杨义无反顾，仍

坚持交流、讲真相。他所在医院的领
导终于给他摊牌了：在工作和大法之
间选 择。小 杨坚定地选择了 法轮大
法。
从今年元月开始，公安就一直在
设法抓杨学贵，还给他加上了“顽固
分子”“组织者”“首要分子”等等
大帽子。小杨说：我没做什么，我就
是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法轮功真
相。要抓我的人不是怕我，他是怕人
民知道真相。今年9月初，小杨在金昌
市被捕。
听到儿子被捕的消息，杨学贵的
母亲心如刀绞。她不修炼，法轮功的
道理她知道的不多，但有一点她很明
白：如果不是法轮功，不是李老师，
自己的儿子早就完了，这个家也早就
完了。儿子虽然进了监狱，但他没干
坏事，他干的是天底下最正最正的好
事，他是杨家的光荣。
10月9日，杨学贵的母亲昂首挺胸
来到省公安厅。在一间办公室里，一
个女警气势凶凶地问：“谁把你放上
来的？你要干啥！”杨母理直气壮地
说：“我来要我的儿子杨学贵。”那
女 警立即撒 谎：“我 们没看见 你儿
子，你到市公安局去找。”杨母毫不

含糊：“通缉令是你们下的，我就找
你们要人。”女警不打自招：“我们
正在审 问。谁让他一次一次 地上访
呢！”杨母说：“贪污 犯、黑社 会、
坏人怎 么不敢去上 访？法轮 功走得
正，行得端，为了国家、人民到北京
去讲一句真话有什么错？！”那女警
无言以对，又胡扯道：“电视上演的
天安门自焚，你看了没有？”杨母斩
钉截铁地对她说：“早就看了，一看
就是假的，法轮功不会干那事。”女
警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又来
了一个张厅长，恶狠狠地指着杨母的
鼻子叫：“把她抓起来！”杨母呵呵
一笑，坐在椅子上给张厅长伸出了双
手：“来吧”。最后，她被赶出了公
安厅。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
幕。
秋风卷着黄叶，在省公安厅大门
口盘旋。那老妇人仍不停地向围观的
人们讲述她的儿子和法轮功。 我
想：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们的亲属，如
果都能象这位杨老太太一样，奋力站
出来吼一声：“还我的亲人！”那制
造不白之冤的魔鬼的宫殿就要在这吼
声中动摇了。

充当打手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有感于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
的结局
前天回国，拜访了我的老邻居L老
先生。他是50 年代有名的“北京市公
安警察学校”毕业生，退休前是副局
级干部。他和我谈了这样一段话：
“大概许多人没听说过刘传新，
早死啦，是文革后期的北京市公安局
局长。当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时（75年
北京群众悼念周恩来所引发的政治风
波），吴德（当时的北京市长）让刘
传 新“处 理”。吴 德 这 个 人，比 较
猾，他 不 说“打”、“杀”、“关”
等话，只说“处理”，这分明是活话
儿，给自己留退路。没想到刘传新给
棒槌就认针（真），出动大批警力，
狠狠地把群众给镇压下去了。其实当
时除了刘传新，还有几个副手（包括

军代表），都曾暗示过他，用今天的
话讲，就是“出手不要太狠了”，但
刘传新就是听不进去，结果自己把自
己“套住 了”。“四人 帮”跨台 后，
马上给天安门事件平反。你说刘传新
怎么办？他只有死！”
顺手写出这件事。我们在海外，
可以看到不少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修
炼者的例子，那些例子，包括照片与
文字，以我的教育程度、处世经历及
智商判断，绝不会是假的。我只想通
过 本 文，告 诉那 些 目 前正 在“打、
杀、关”的人一句话：想想刘传新是
什么下场，就可以了。 （节选自 [博
讯论坛]，作者姓名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