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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面壁九年，家喻户晓的济公和尚，明
代张三丰创始的太极……修炼人所显现的超常
令人叹为观止；儒、释、道三教的修炼文化贯
穿于中国文化和道德伦理之中对中华民族文明
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修炼的内涵包罗万象；
从古到今，提起修炼，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世
外桃源的清静，高山隐仕的风雅，密林古刹的
青灯，或者是禁欲苦行的僧人……
然而，法轮功的修炼者却与此不同：他们
就在身边，是我们的亲朋好友，父母兄弟……
李洪志先生告诉我们：我们生存的这个宇
宙也有他的特性，那就是“真、善、忍”。宇
宙的任何生命都包含着这种特性。当人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修炼，返本归真，同化“真、善、
忍”的宇宙特性，返回到我们的先天本性上
去。
“闻者寻之，得者喜之”，短短的七年
间，在世界广袤大地的山山水水间，出现了这
样一群法轮大法修炼人：
他们无论严寒酷暑，坚持户外集体炼功，
形成了清晨的一道奇特风景。
炼功之余，他们汇集到一起，一起阅读李洪志老师的著
作，讨论问题，相互交流，彼此鼓励，只为将自己在后天沾染
的灰尘、杂质再洗去的更多一些。
他们不抽，不赌，不沾邪淫，不贪污受贿，不记不报，以
苦为乐。
一些人也许会认为他们傻，笨，不合潮流。
但是他们心里是明明白白的。他们在明明白白地吃苦、他
们在明明白白地吃亏，他们也在明明白白地体味着每一次升华
后的真正的愉悦。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最重
要的，什么是最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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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警察而
言，江泽民的4月到访
柏 林，实在是为他 们
添了太多的麻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家主席，在对德国
进行的国事访问中，施压当地警察将其落脚的Adlon 旅馆
内所有中国面孔的旅客都提前结账强迫离开。那为什么中
国国家主席如此害怕见到中国人呢？
中国人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江泽民对法
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他害怕的真正原因。在邓小平去世后，
这个大搞个人绝对权威，拼命抓权、镇压异己、挥霍国库
的政客，当他看到亿万百姓通过修炼法轮功，成为道德高
尚、身心健康的好人时，他所想到的是他个人的权力会不
会受到了威胁。宁可“我负天下人”，也要赶尽杀绝。在
这样的龌龊心理作用下，通过谣言污蔑、政治高压，江泽
民在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国范围内对法轮
功的血腥镇压。当时的江，曾经疯狂地叫嚣：三个月消灭
法轮功。
近四个年头过去了，上千的法轮功学员在这场血腥的
迫害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上百万的无辜中国百姓的家庭
被逼迫得妻离子散。但坚信“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并没有被江的血腥镇压所压垮，相反，随着时间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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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呼 声
★ 欧洲议会在4月11日通过的“欧盟对中国策略报告
决议案”中谴责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以及包括对法轮功
等弱势群体的镇压。(欧洲议会是欧洲联盟最高民意
机关，代表欧盟十五国三亿七千万人的民意，决议相
关条文对于日后欧洲各国决定外交政策有指标性的意
义。)

★ 国际教育发展/人道主义法律计划组织致信联合国
秘书长安南，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江泽民集团) 对
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
的事件之一，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
迫害。.

★ 大赦国际继今年3月15日发行了一份公开文件呼吁
采取紧急行动、保障长春法轮功学员人身安全后，4
月11日再次发行公开文件，就中国长春市法轮功学员
的人身安全问题再次紧急呼吁。

★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4月9日上午在江泽民与德国
总理会谈时，大赦国际和援助被威胁者组织分别在德
国总理府前举行了发布会。援助受威胁者组织宣布了
他们提交给德国卡尔斯鲁厄法院对江泽民的控告，认
为江泽民犯下伤害、谋杀、危害掠夺人的自由等罪，
因此违反了中国已签署的国际反对酷刑公约。

法轮功学员慈
悲的胸怀和勇
敢，面对邪恶
镇压时的浩然正气，以及遇害者的悲惨遭遇，赢得了人们
的同情与支持。全世界的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这位“人
权公敌”的流氓形象。
所以，江泽民一到柏林，德国的媒体就发出声势浩大
的谴责：德国凤凰电视台在实况转播江泽民在德国外交政
策组织会议前，首先播放了对大赦国际组织负责人罗赫比
乐女士的现场采访。罗赫比乐女士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明
显恶化。她要求德国政府除与中国进行有关“法制国家”
的对话外，应有一些具体的措施促进中国人权状况的改
善。德国电视一台则报导，德国援助受威胁者组织向卡尔
斯卢鲁尔的联邦最高级法院递交了控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
民的诉状。
4月9日上午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江
泽民听到记者群里忽然传来“停止迫害法轮功”时，吓得
浑身发抖。因为他知道，他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
恶，已经在国际社会尽人皆知。
忠奸善恶，是不会被江泽民的谎言所掩盖的。

江泽民访德为何怕见中国人？

天 地  

自由时，王博一家这样说……
《焦点访谈》播出的“王博、王
新中、刘淑芹”一家所谓的“转化”
让我们感到震惊。作为昔日的同修我
们见证了他们一家修炼法轮大法后身
心受益和非法打压法轮大法后所遭受
的迫害。下面是他们在自由时亲笔写
出的：
昔日病痛缠身 大法洗净恙躯
“……那时（注：没学大法 时）
我整夜不能入睡，吃半把安定药也不
顶事，后来颈椎腰椎变型，压迫右半
身麻木、痛苦不堪……我们一家三口
通过学大法，不断用宇宙特性‘真、
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互相
怨恨，宽容待人，遇事先想别人，找
自己的不足，心态祥和，原来的那些
疾病不知不觉中都好了……学法一个
多月就发生了意外的变化，我多年的
近视眼好了……”
─刘淑芹《只有学大法生命才有
希望》

弱更使我烦恼。有时长夜不眠，象在
床上烙饼。(略) 流行疾病注定难逃，
得过伤寒，挨过刀，抽过骨髓，医院
定论先天免疫力低。而修炼大法后，
一切一切都随着心性的提高，疾病不
翼而飞。”
─王新中《给石家庄机务段全体
员工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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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东西，险些摔倒，我的左眼开始淤
血，左眼框及左脸紫肿起来。(略) 他
们又使用 电棍，他们把我摁在椅 子
上，又 踩住 两腿，两 人抓住 我的 胳
膊，我不能动，一人抓住我的头发，
开始电我的左臂，电击我的下颌，电
击我脖子两侧，耳朵下边，电了左边
电右 边，电得 我不由自主地全身 颤
动……”
─王新中《给石家庄机务段全体
员工公开信》

家庭曾经崩溃 大法带来和睦
“过去丈夫和我感情不好，他申
请要房离婚后住，因修炼大法全家祥
和，我们打消了离婚的念头，他主动
退掉了房子……”
─刘淑芹《只有学大法生命才有
希望》

以上只是受迫害的一个小片断。
刘淑芹所遭受的迫害、折磨更加严重
（详见她写的心得体会）。王博也曾
屡次遭受肉体、精神的折磨，我们知
道 的点 滴有：被 劫持一 个多 月、劳
教、铐在窗子上一夜，至少5天没让她
睡觉……难怪她的家属曾说，“孩子
在里面不定受多少罪呢！不打她能变
被绑架和殴打的经历
“2001年5月8日第一天上班下午 吗？”明白的人痛在心里。
约3点车间书记叫我到段书记那谈话，
是什么让他们否定了铁一般的事
我去了，在办公室五楼会议室内…… 实，撒 弥天 大谎？是 漫长的 非法 关
两个人抓 住我，有的用拳猛击我 腹 押、电棍的淫威？还是不让睡觉的痛
押、电棍的淫威？还是不让睡觉的痛
部，有的打我后背，有的拼命打我的 苦折磨？还是伪善的欺瞒、邪恶言论
“未修炼前，严重的肠胃病使我 颈部，他们还用警棍打我的头部，打 的强制灌输？
夏天不能吃冰糕。水果，冷凉食品， 耳光，我站立不稳，突然警棍打在我
善 良的 朋友，在流 氓疯 狂表演
吃饭常常中途退下卧床忍痛。神经衰 左眼上部，我猛然头一晕，眼睛看不 时，请您不要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

建议中央台顺带播一下邓小平的悔过
王博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本科生，一个女
孩子只因依法为法轮功上访就被江泽民集团
非法劳教，百般折磨，后来在高压洗脑之下
放弃了信仰，并在日前被中央电视台的「焦
点访谈」节目推出来揭批自己的信仰。而
「焦点访谈」因屡屡用精神病人杀人等事件
诬陷法轮功，为自己赢得了「焦点谎谈」的
美名。这里，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焦点谎
谈」：
一、王博为法轮功上访，为什么江泽民
集团要把她非法劳教，把一个有着音乐天赋
的女孩送到一个最为野蛮、肮脏的地方进行
摧残？宪法不是规定公民有上访的权利吗？
宪法不是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吗？
二、王博承受的苦难与法轮功何干？是
谁把王博绑架到劳教所并百般摧残强迫她放
弃信仰？焦点谎谈试图把王博的遭遇归咎于
法轮功，可是明眼人谁看不出王博的遭遇完
全是江泽民集团一手造成的？在台湾、欧美
都有许多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他们没有象王

博那样的遭遇？
三、一个人以绝对和平的方式为自己的
信仰付出是一个高尚的举动。当年的基督徒
为坚持信仰曾被活着被罗马人喂狮子，被剥
皮，被慢火烤熟，被扔进冰河，被五马分
身，难道他们承受的极度痛苦应该归咎于耶
稣的传教吗？
四、江泽民集团先是对王博野蛮折磨，
然后再施以伪善洗脑，然后再以利益驱使放
弃信仰的她反戈一击。这种做法无异于精神
强奸和灵魂虐杀！为什么在有十万法轮功信
众的台湾从没有学员上电视悔过？
五、文革中，无数孩子“真诚的”和自
己的父母划清界线，但事后明白过来的他们
又是何等的痛心疾首。而王博的揭批与这有
何不同？与反右、文革时的大量的悔过、揭
发又有何区别？邓小平不也在一九七二年八
月三日的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错误”并保
证永不翻案了吗？中央台播放王博的悔过，
为什么不顺带也播一下邓小平的悔过呢？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东北有一个中学
生，她母亲修炼法轮大
法，她本人也读过大法
书，知 道大 法好。一 次
答政治试卷，见有判断
题是造谣污蔑李洪志老
师
的。以
往 遇
到这类
题，
她多是
避 而
不 答，
因 她
知道出
题的目的是造谣中伤，
让人干坏事。她想今天
不 能 避 开，得 说 明 真
相，于是她在试卷上答
道：据 我所 知，这句 话
根本就不是李洪志老师
说的，李老师从来就没
有说过这样的话，具体
是谁说的我不知道，所
以无法判定对与错。结
果她得了满分。

满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