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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州】民主党议员候选人：我们将帮助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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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国停止镇压
新南威尔斯州民主党格林维选区候选人约瑟
夫福兰西斯及坡斯派克选区候选人托姆彼可克对
中国 (江泽民) 政府镇压法轮功早有所闻，澳州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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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大选前夕，约瑟夫听完学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后
说：“中国 (江泽民) 政府镇压这样一批善良的百 哈尔滨才华横溢的博士生因坚持自己的
信仰被非法判刑15 年
姓，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让我们忘掉联邦大选， 信仰被非法判刑1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韩
忘记政治，我和托姆会帮助你们，作为人类的一
利因修炼法轮功，近日在哈尔滨市南岗
员，直到中国(江泽民集团)停止镇压。”
区人民法院被非法判刑15年。韩利于
【欧洲】议会主席致信法轮功学员 欧盟强烈要 2000年12月因说明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
求中国停止镇压
押至今。因无任何犯罪事实没有公开审
欧洲议会主席尼克尔.方特恩2001年10月19日 判。
致信给法轮大法学员，强调欧盟“强烈要求中国
万家惨案死难者家属遭公安恐吓：接受
万家惨案死难者家属遭公安恐吓：接受
停止镇压法轮功”，并说“将继续在这个问题上
外国记者采访将导致“
外国记者采访将导致“全家消失”
全家消失”
清楚响亮地表明我们的意见，直至这个状况得到
自从万家劳教所多名法轮功修炼
令人满意的解决。”
者被迫害致死后，黑龙江省密山市公安局政保科的
犯罪人员怕媒体曝光，多次阻挠媒体披露此案，并
【瑞典】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执政党年会，副首 威胁家属。宣称如果发现与外国记者接触，接受采
相重申对镇压法轮功的遣责
访，就让他们“全家消失”。
11月8日至10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瑞典
河北一老人因拒绝洗脑被毒打致死
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瓦斯特罗斯城举行的年会。 河北一老人因拒绝洗脑被毒打致死
56岁的任孟军老人是河北省沙河市东冯村人。
瑞典副首相琳娜.耶.瓦琳在接过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书时说：“镇
压法轮功只是中国侵犯人权的一种表现，瑞典政府已经在不同场 他于今年元月进京上访，回家后被新城派出所非法
合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的请愿会使我们更加强调这 拘留，后被送至沙河市看守所，继而转至邯郸市劳
教所劳教，分在五大队。在邯郸劳教所因拒绝洗脑
个问题的严重性！”
被残酷迫害。在劳教期间因坚持修炼法轮功遭毒
【马尔他】
【马尔他】电视台总裁：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帮助公众来了 打，导致两耳失聪，臀部和大腿黑紫淤血，内脏严
解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象
重受伤，尿血便血，汤水不进。接回家几天后，于
三个月来，马尔他当地几家主要电视台及各个新闻报社详尽 10月29日下午4时去世。
报道了江泽民集团对国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一家电视台的总裁
在已被证实死亡的3
307 名法轮功学员中，河北省
在已被证实死亡的
表示：“尽我的一切力量，帮助公众来了解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 就占去了2
就占去了2 9名。
真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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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玛丽罗宾逊指对法轮功的镇压使中国人权记录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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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6
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610办
五名警察同遭恶报

爱尔兰时报在2001年11月10日的一则简讯中说，联合国人权
委员会专员玛丽罗宾逊女士昨天指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使中国的
武汉市黄陂区公安局内保科（610办）的胡礼贵
人权记录恶化。罗宾逊说北京在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过程中有
（副科长）、李荣、吴志军、张富忠及李集镇派出
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民众享有的自由也随之陡然减少。
所所长冯长城等5人，于2001年9月18日奉命查抄该
【加拿大】多市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共庆
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共庆“
“
和平与善良日”
和平与善良日
”
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共庆
镇一村民鞭炮作坊过程中引发爆炸身亡。据说李荣
11月3日，多伦多法轮大法学员在多市著名的市政广场举办 是送至某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其他人都被炸得血肉
“多伦多和平与善良日”的庆祝活动，超过二十多家加拿大主流 横飞，其尸骨只好用编织袋装，其景惨不忍睹。一
社会的组织、社团、政府议员及社会名人积极响应参与。这项活 次事故死亡5名公安干警全国实属少见，当地610损
动旨在提倡法轮大法“真、善、忍”修炼准则来帮助创造一个更 兵折将大半。此案惊动了中央，令魔头罗干心寒，
和平及和谐的世界。各界政要名人作了发言，表达了对法轮大法 他怀疑有“阴谋”，亲自火速出动到黄陂现场调
的支持，和对制止中国政府对和平与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所施行的 查，结果徒劳而返。
残酷迫害的极大的关注。
在此警告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公安败
类们：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返
【中国】镇压后的两年来大陆某地约3
镇压后的两年来大陆某地约30 00人得法
本归真的高德大法。任何破坏大法的邪恶之徒的结
虽然江泽民犯罪集团的舆论造假一个比一个离奇荒唐，可是
局都一定是十分可悲的，因为善恶必报是天理，对
老百姓们却越来越清醒：中国大陆某地自99年7.20以来几个地区
任何生命都是公平的。
约3000人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多都是全家修炼，《转法轮》等
大法书籍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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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例”
１４００例”背后

白血病患者修大法两次获新生
讲真话法官被判重刑迫害身亡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厅法官胡庆云的故事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厅法官胡庆云的故事
胡庆云是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厅法官，原中共党员。胡庆云从一
个偏远小县城的搬运工人考上大学，
后分配在省城的政法部门工作了十六
年，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和一个人人
羡慕的工作。
1997 年，胡庆云不幸患上了绝症
──急性白血病，同时还伴有再生障
碍性贫血（基本丧失了造血功能），
在抢救治疗中又染上了乙肝、丙肝、
肺结核等疾病。经江西、上海等地五
家大医院多次会诊和抢救治疗，并两
次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振义教授亲自
会诊，最后，众专家们得出结论，说
胡庆云所患的白血病无药可医，最多
只有三个月的生存期。
1998年2月，也就是专家们结论的
三个月的最后期限，当时，胡庆云的
血 液 和 骨 髓中 的 癌细 胞 已 上升 到
65％，药物和治疗根本不起作用，身
体完全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体重急
剧 下降，只能 吃流汁，全 身疼痛 难
忍，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在生
命最后虚弱无助的时候，他对自己的
亲人说：“我只想找一个安静的深山
老林独自去修炼，去了悟人生的真谛
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
在胡庆云产生想进深山老林修炼
这颗心的第二天，奇迹般地有法轮功
学员出现在他身边，把《转法轮》带
给了他。胡庆云在阅读《转法轮》的
过程 中，身体就在发生着神奇的 变
化，一个多月后，胡庆云开始在医院
的病床上炼功；二个多月后，胡庆云
的身体逐渐好起来。1998年6月初胡庆
云出院。他出院后一直坚持修炼法轮
大法，身体完全康复，没有再去医院
输血、作化疗或其它治疗。
在胡庆云短短几个月的住院期
间，医药费高达32万余元。由于修炼
法轮大法，胡庆云从病魔折磨的痛苦
中解脱出来，生命得以延续，解除了

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也
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关于胡
庆云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上海第二医
科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振义教授、
上海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沈志祥教授
等专家十分知情，且均有详细病历和
治疗记录。
1999年1月在南昌第一次法轮大法
心得交流会上，胡庆云第一个发言讲
述自己修炼后的生命历程及大法在他
身上展现的奇迹，全场长时间鼓掌。
他女儿在会前说：“爸爸，别人不发
言你一定要发言，因为你的生命是法
轮大法给的，你一定要歌颂大法。”
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底的那场针对
法轮功的邪恶迫害中，胡庆云也被强
加的莫须有罪名投进了监狱，不准他
炼功学法。与一些刑事犯罪分子关在
一起。每天都是喝冷水，用冷水洗脸
和脚，洗冷水澡，不几天，胡庆云就
开始牙齿出血、鼻子出血、全身出现
出血 点，在监狱中他两次流鼻血 晕
倒，浑身出现白血病症状。1999年8月
9日又一次昏倒，胡庆云被送到江西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抢救治疗。
医院一检查，说“白血病”较严重，
要赶紧采取治疗措施。后来，胡庆云
被取保候审出来，恢复了正常的学法
炼功。于是，奇迹再一次出现：他被
医院认定的“白血病严重发作”的生
命又得以继续延续下去，身体又开始
走向康复。
然而，令人愤慨的是，江泽民政
治流氓集团不顾事 实，在南昌电 视
台、省电视台、南昌日报等新闻媒体
上诬陷胡庆云是炼法轮功才得的白血
病，谎说是政府用药治好了他。被取
保候审出来后，胡庆云得知他们已以
他为例诬陷法轮大法后，迅速写了上
诉材料交给政府及报社，要求更正。
江泽民控制的新闻媒体不但置之不
理，还威胁他，对他日夜监视，胡庆

云被迫通过明慧网将上述事实真相告
诉世人，揭露江泽民犯罪集团对法轮
大法的诬陷迫害。因此他被以根本不
成 立的“非法 经营罪”再 次投进 监
狱。
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和法
轮大法的深深受益者以及针对法轮功
的这场邪恶镇压的受害者，胡庆云在
他给领导的申述书中表达了这样的心
声：
“试想，一个不修炼的白血病人
是否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折磨和迫害以
及牢狱之灾，还不早点离开这个人间
去了？这不正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才
使我有这种超常的忍受，才能承受这
么多的磨难、迫害和打击。作为一个
已“死过”几回的已被几个大医院判
定“必死”无疑的人，我已无意留恋
什么，更不想增添您们的麻烦，也不
会去参与任何政治，更不会去反党反
政府，既不想让政治利用我来诬陷法
轮大法，也不想让政治利用我来攻击
政府。”
“我想向您们说明的是：……就
是开除我的党籍，开除我的公职，在
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迫害我和打
击我，作为一个修炼的人，真的不会
动心，无怨无悔，没有一点怨言，我
一点都不恨共产党，更没有反党和反
政府念头和行动，我修炼法轮大法是
为了救自己“永远的生命”，为了修
得“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
“我真心希望您们能找一些真正
的修炼者（而不是一个不修炼的人或
者假修者）谈一谈，看看他们到底在
想什么，在干什么，请你们相信这些
修炼者，他们都是善良的人，是真正
的好人中的好人。”
胡庆云在被非法关押了1
胡庆云在被非法关押了1 8 个月后
于 2001 年1 月 10 日被非法重判七年徒
刑。
路透社2
路透社200 1年11 月9 日北京消息，
胡庆云在被判刑的两个月后被迫害致
胡庆云在被判刑的两个月后被迫害致
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