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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记者吕志翔旧金山2月8日电) 目前正在

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参加第十九届冬季奥运会的北京市

长、北京奥委会主席刘淇，昨天被六名法轮功学员起

诉，北加州地区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已签署起诉书。 

  两位中国公民、一位美国公民、两位瑞士公民及

一名法国公民指称北京警察在刘淇的允许下对法轮功

学员实施有系统的迫害。六人都曾在北京被严重殴打

及遭受酷刑。刘淇被控犯有任意拘押、虐待在押犯、

反人权、及剥夺宗教及信仰自由等反人类罪。起诉书

于昨天下午由位于旧金山的北加州联邦地方法院签

署。 

  这项控诉案是由美国人权组织“宪制权利中心”

(ＣＪＡ)代表向法院提出的。该组织是一个专门帮助

在境外受到人权迫害之受害者的人权组织。 ＣＪＡ

执行主席柯丽弗表示，这项诉讼案是给那些践踏国际

公认人权的人一个强烈讯息：如果要来美国，他们将

为所作所为负责。他们可在中国不受到惩罚，但是在

美国境内，他们将遭到被起诉、讨回公道的窘境。  

  ＣＪＡ曾成功参与了多起类似案件。去年九月，

华盛顿的法院判决了来美国的印尼军方第二号人物卢

敏坦（Johnny Lumintang) 将军支付六千六百万美元

罚金，赔偿东帝汶在一九九九年受暴力镇压的受害者。  

   2002年2月14日，40余名分别来自英国、美国、

德国等世界各地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为法

轮功请愿 。他们或展示横幅或喊出了全世界遍及60

多个国家的一亿名法轮功修炼者的共同心声：法轮大

法好！这是自12国36名法轮功学员不久前在天安门展

示真善忍的横幅和平请愿后的第四次国际请愿。路透

社消息称数百名警察暴力拘捕了他们。同日，另14名

西人法轮功学员被从旅馆强行带走。一位女士被从旅

馆房间拖走时，头发被揪落。海外媒体的报导也证实

了学员遭到了毒打、踩踏、掴耳光、辱骂及其它虐

待。 此事件引起各界强烈关注。    

   两天前，北京时间2月11日下午，来自北美的两

位白人因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和平请愿而遭非法拘

捕。他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纽约的软件专家李伟.布莱

迪和来自加拿大安省工程系学生杰森.劳福特斯。他

们先在广场附近的旅馆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天安门

自焚事件系中共当局一手制造以构陷法轮功。从央视

曾播放的录像带的慢镜头清楚地展示了当日死亡的妇

女被一重物击中头部而重重倒地的过程。 

   李伟.布莱迪说：“我们因为学了法轮功而亲近

中国及中国文化。我们去天安门，用一种极具意义的

方式与中国人直接接触，因为许多中国人被蒙骗。我

们不反对中国。我们是为中国人民而去的，因为这场

迫害与宣传攻势仅服务于一人－－那就是中国的现任

主席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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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醒见惊心事 

中原半壁覆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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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倾地覆落沙尘 

毒害凡世几亿人 

慈悲救度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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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的无奈： 
                666611110000办公室的话高于法律办公室的话高于法律办公室的话高于法律办公室的话高于法律    
    今天碰到一律师，我向他咨询：“关于法轮功的事在法律

上有没有理讲？”他说：“在法律上，迫害法轮功的事，哪一

条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可现在中国是权大于法。江泽民可凌

驾于法律之上，610的话高于法律。”让人震惊的是一个堂堂大

国的法律只是摆设，却不能保护善良的民众。难怪中国公民修

炼法轮功而被抓、被关、被劳教、被判刑。 

  公安局的人说：“我们是江泽民的狗，让我们咬谁就咬

谁。如果今天给你一本《转法轮》，明天我的官职就没了。我

们也知道上边定的不对，可我们得保饭碗。” 

  法院的人说：“在家偷着炼，别跟人说。” 

  检察院的人说：“你在看守所就说不炼了，回家偷着炼谁

管你。你不就说句假话吗？” 

  讲真话就得被关监狱；讲真话就得被撤职；讲真话乌纱帽

法国总统希拉克亲笔复函法国总统希拉克亲笔复函法国总统希拉克亲笔复函法国总统希拉克亲笔复函    

祝法轮功学员新年幸福和平祝法轮功学员新年幸福和平祝法轮功学员新年幸福和平祝法轮功学员新年幸福和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2002年2月10日和12日华

语新闻节目中报道，法国总统希拉克近日亲笔回复法

国法轮大法协会的贺卡，表达新年的祝愿。总理若斯

潘、外长魏德林等多位法国政要都给法国法轮大法协

会寄去了贺卡祝贺新年。 

   此外，法国国民教育部长雅克-朗曾经多次写信

给法轮大法法国协会，对法轮功学员、爱尔兰的中国

留学生赵明所遭受的酷刑感到震惊，并表示强烈希望

结束镇压法轮功这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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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了，所以中国的大小官员不敢说真话。今天的社

会怎么了？道德哪去了？这样的人当权，这社会不可

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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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的异常天象没有偶然的。只要用平

静和谦卑的心去体验，就不难感受到异常天

象的原因。 

  这里我们透过历史记录，看一下沙尘暴

与天怒之间的必然联系。资料显示，在过去

五十年中，有两次沙尘暴极为异常。一次始

于1965年，另一次始于1999年。所谓极为异

常是指沙尘暴突发，无演进期；发生的频率

暴增：如北京，1965年为12次，1966年20

次，2000年12次，2001年至少10次以上，而

其它年份没有或只有一二次；而近两年沙尘

暴覆盖面之大乃历史罕见。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的两个邪恶的年

代，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疯

狂的年代，人性被扭曲摧残，善心几经扫

荡。对神佛的信仰被摧毁，大量寺庙被砸，

那时正是沙尘暴肆虐的时候。而1999年是开

始了对倡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的疯狂打压。 

  近两年的沙尘暴的覆盖面之大，为历史

上绝无仅有，遍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大部地

区，多次波及江浙一带、台湾和黑龙江西南

部。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照片显

示，源于中国大陆的沙尘越过太平洋压到了

美国。  

  这种巨大覆盖面，实际上同邪恶势力对

法轮大法迫害的登峰造极是相应的。一方面

利用各种专制的舆论工具，肆无忌惮造谣诬

陷，毒害民众；另一方面劳教、判刑、毒

打、酷刑、株连……无所不用其极。迫害不

但遍及全国还通过收买国外报纸造谣，威胁

国外的法轮功学员，煽动侨民仇恨等卑劣手

段延伸到了国外。 

  神不会因为人的不信就不存在了。沙暴

天示警是神给人的慈悲警告。“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迫害大法修炼者的邪恶之徒，

等待它们的是不可逃脱的惩罚。天示警，是

要用善心去感受的。善良人用善心感受到，

从而可以避免因一念之错，或受邪恶的蒙

骗，而被邪恶拖入深渊。愿你从异象中看到

天意，走对人生的路，得到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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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28岁。 

    从小我一直不听父母的教育，经常偷家里的钱出去换东西吃、玩，书

也不读，父母根本管不了我，如此我变本加厉，因此坐牢六年，在牢里劳

动长期是20个小时，睡觉就不用说了、可说吃尽了苦中苦，也没有把我的

恶性改变，出狱后越来越糊涂，更加想干坏事。后来通过父母介绍修炼了

法轮大法，通过看书、炼功，才知道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在造业、害

人，才知道法轮大法是一部千年难遇，万年难逢的宇宙大法，是衡量好坏

人的唯一标准，是利国利民的，有百益而无一害的高德大法。通过学习

《转法轮》宝书，使我深深体会到人应该做一个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

的好人，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真的是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不争名

利、能吃苦耐劳的人。 

           法轮大法是救度人返本归真的宇宙大法。 

                                             2002年元月26日 

  我在公司上班时，前后去了三次北

京为法轮大法说句真心话。每次要走时

老板都流泪。第一次走时，老板一定要

给 我 2000

元，并 说“小

王，不 管 电 视

上说的如何如何，但我从你身上看到的

完全是好的，你们的师父真伟大！”之

后一直对大法态度很好，并说是真法。

在我流离失所前一阶段，老板让我可以

不用上班，在家能干多少算多少，因此

我主动要求减工资，老板不同意。在公

安迂回追我时，老板及时通知了我，并

在电话中将公安顶了。 

劝世歌劝世歌劝世歌劝世歌    
 

 

觉者下世悄悄然， 
法轮大法世间传。 
佛法根本莫轻视， 
救度世人非儿戏。 
诽佛谤法罪恶极， 
“天地复明下沸汤”。 
弥天大谎莫要信， 
邪恶带你何方去？ 
劝君听我话一席， 
善恶有报乃天理。 
法轮大法非常道， 
字字句句皆真法。 
大法弟子舍生死， 
只为世人识天理。 
莫要行恶结孽果， 
神佛大显悔来迟。 
善待大法德无量， 
冤缘善解真福到。 

  以下是在看

了焦点访谈报道

的天惠养殖公司

以商养功案的观

后 质 疑，写出

来，与朋友们共同探讨： 

  第一，“以商养功”。法轮功学员也需要生存，难道

有工作、有自己的企业也成了罪？法轮功学员将自己辛苦

挣来的钱用于讲清真相，是出于为民众免受谎言的毒害的

善良的考虑，是高尚、无私的行为。 

  第二，开除工作。央视称张义楠先生开除了一个不炼

法轮功的工人，至于这个人是否是因为不炼法轮功被开除

的，全是一面之辞，张先生无任何辩白机会。但法轮功要

求学员不可硬

拉任何人来修

炼，修炼是自

愿的。张义楠

先生作为一个

老学员，绝不会因为其不修炼法轮功而开除他。 

    相反，现在有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拒绝放弃法轮功

而被单位开除，失去了工作，甚至被绑架进洗脑班、精神

病院、拘留所、劳教所、监狱强迫放弃信仰，还有很多人

为免受迫害，被迫流离失所。 

  第三，雇用好人有何不可？央视指控张义楠先生雇用

了十几位法轮功学员，难道这也算罪吗？法轮功学员与人

为善、尽职尽责，这样的人当然业主愿意雇用。 

沙沙沙沙尘尘尘尘暴与天怒暴与天怒暴与天怒暴与天怒 

善心老板善心老板善心老板善心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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