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府，我们哪里做的不好谁都可以给我们指出来，难道只

有不修炼的人才能成为政权的安定因素、成为政府可相

信的人？“修炼的人会威胁到政府”，难道这不是“歪

理邪说”了吗？所有的揭批和迫害，政府不能说出一个

“理”来，我们只能对大法中的理更加坚定。我们不能

纵容迫害大法弟子的罪犯，否则就是对人间法律的亵

渎。维护法律的尊严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就象维护

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义务一样。  

假如政府现在决定为法轮功平反假如政府现在决定为法轮功平反假如政府现在决定为法轮功平反假如政府现在决定为法轮功平反        

    假如说中央政府现在决定为法轮功平反，相信起码

在我们当地的所有法轮功问题主管负责人都会如释重

负，拍手称快。他们已无计可

施，早就在通过犯罪手段来惩治

这些善良的人，为了政府的“除

恶务尽”他们早已罪恶累累、恶

贯满盈。一些官员被逼无奈去抄

家时，一直对法轮功家属说：

“我们做的不对，我们错了，我

们不讲理，他们都是好人，我们

不愿来抄家。”  

     实事求是不是我们党的优良

作风吗？为什么不了解真相，做

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呢？中国有句

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希望

中央领导不要在为这事活受罪

了。  我依然愿意相信中国政

府，但必须是改正错误后的中国

政府，我们期待着。  

此致敬礼！  

张学玲   2000年8月22日  

华尔街日报:  

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
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 约翰逊撰稿 2000年4月20日(节选) 

    “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

放弃她对法轮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

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这个58岁的老人

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

里跑。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

人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

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她在外

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

有恢复知觉，并于2月21日去世。” 

   “妈妈死后，我一直在依法找理，但让我感动

的只有法轮大法中的法理”-- 本文作者  

4.254.254.254.25以后，我曾力图站在政府一边以后，我曾力图站在政府一边以后，我曾力图站在政府一边以后，我曾力图站在政府一边    

    7.22开始，电视台铺天盖地的宣传，我力图

使自己站在政府一边。我替妈妈交了书，并写了

退出声明，几天之后，我看到妈妈极度痛苦，那

么坎坷的生活经历，从没见她这样，她要崩溃

了。同时随着电视宣传的深入我也产生了疑问，

《转法轮》从未说过地球要爆炸，从没有讲过不

让人吃药并且我所有认识的和听说过的炼功人没

有一个自杀的，更没有杀人的。  

    12月4日，我接到政府要我们交钱的通知，

说母亲去了北京，被拘留了，要交罚款。我“没

收”了妈妈的收入。领导们轮番到我家工作，说

明我们家庭可能出现的后果，我对某些领导近乎

要挟的强制做法很反感。那时侯，我既反对妈妈

去上访，也反对政府的做法。或许是因为我还一

直相信法轮功的法理，或许是被一些修炼者的无

私无畏的行为感动，或许是因为上访是法律赋予

每个公民的权力。以后，我决定不再管妈妈，她

应该有自由，应该受到尊敬，她没做坏事。可是

不久，妈妈就被打死了，她死后，我所目睹和遭

受的真是不可思议。  

我开始反思，深刻地反思我开始反思，深刻地反思我开始反思，深刻地反思我开始反思，深刻地反思        

    妈妈没有错，却被迫害致死，害她的决不是

法轮功。这时的舆论界又在说什么呢？我开始坚

信：愚弄我们的正是政府。我重新认识7.20、

4.25，想到了巨大的民族悲哀是因混沌麻木的灵

魂，修炼者们太伟大了，他们彻底摒弃了受奴役

的本性，为真理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信仰多么重要，我感

觉到了李老师伟大的力量。  

    在拘留所里，我重新开始学习

《转法轮》，伟大的法理展现在我

面前，修炼者是不可战胜的，对法

轮功除了辱骂指责外，没有看到政

府拿出任何真实的证据，我们在这

“宇宙的真理”中找到了我们生命

中的一切答案，我又重新开始修

炼，修炼的感觉太美好了。如果人

人都用“真善忍”去面对一切，用

心去修炼，你将得到 美好的东

西，无以言表，不可战胜。来自政

府的揭批和迫害，一切都显得苍白

无力。  

为了让世人和政府了解真相，我为了让世人和政府了解真相，我为了让世人和政府了解真相，我为了让世人和政府了解真相，我

们可以付出一切乃至生命们可以付出一切乃至生命们可以付出一切乃至生命们可以付出一切乃至生命        

    修炼者们没有政治目的，妈妈

对自己的选票从来都是放弃。如果

李老师有政治目的，立即就没有人

再修炼法轮功了。我们并不反对政

悲惨事实 惊醒世人 
    赵昕（见图），北京工商管理大学讲师，风

华正茂，工作认真刻苦、勤奋敬业，为人谦虚友

善，师生们都称赞她有一颗“水晶心”。因为一

天晚上到公园里炼功，被公安部门非法关押，其

间被野蛮殴打至第四、五、六节颈椎骨粉碎性骨

折，生命垂危，送往医院抢救。短短几天，一个

活泼热情的女教师竟被摧残成这样！而肇事的公

安部门却百般抵赖，推卸责任，令天地震怒。在

中国，因修炼法轮功惨遭迫害的又何止赵昕一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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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为江泽民就在去年“两何柞庥

这番说词要说泄露国家机密倒也算不

上，因为江泽民就在去年“两会”期

间，曾对代表们一番语重心肠。他

说：这法轮功不批不知道，这一批，

发现危害很大呀！江泽民的本意可能

是为了开导代 表们的心中迷

茫，岂不知他 却 露 出 了 马

脚：原来他意 欲镇压法轮功

时，并不知道 法轮功到底有

甚么不好！不 知道好坏，那

为甚么就要去 取 缔 呢？哀

哉！只好依靠 铺天盖地的造

谣诬陷，来为 自己辩护。 

    上 访 无 门，法轮功学

员只好去天安 门广场！  

    江泽民发 狠话，“我就

不信治不了法 轮功”，亲自

上阵。见了美 国总统，忙不

迭地递上一本 充满血淋淋镜

头的诽谤法轮 功的小册子，

当成国宝，令 人家成了摸不

着头脑的丈二 和尚。想我泱

泱大国，五千 年文明，难道

就拿不出一件 像样的家当？

这岂不是做贼 心虚？居然一

厢情愿地想把 “统一战线”

伸过太平洋。 一个大国的元

首居然卑躬屈 膝地向外国人

散发污蔑自己 国家人民的材

料，这恐怕在历史上还找不出第二个

人来。 

    然而，法轮功群众无所畏惧， 坚

定信仰，非暴力的世界性和平请愿从

未间断。江泽民心生恐惧，变本加

厉，信口雌黄。一日，江泽民得见美

国CBS “60分钟”节目采访人，说起

法轮功，其临场发挥离谱得更加荒唐

唐。先说法轮功创始人自称“释迦牟

尼转世”，一见对方是洋大人，可能

连释迦牟尼是何许人也不晓得。连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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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议会访中代表团团长格尔登

先生于2000年11月在北京与中国全国

人大官员会谈时递交了被捕法轮功学

员名单。欧洲议会代表团在其与中国

人大几十名官员出席的跨议会全体工

作会议上提出中国压制法轮功问题。 

     代表团成员欧洲议员史蒂文森

先生在会谈中指出：许多法轮功学

员未经法律程序被送入劳教所，许

多被拷打折磨，而且有消息说50多

名法轮功学员在警察拘留所被折磨

虐待致死。他询问中国当局是否接

受国际独立调查？全国人大是否

可能与法轮功进行和平对话；还

要求证实全国人大以前是否是表

扬法轮功的。代表团成员曾在北

京天安门广场亲眼见到警察抓捕

法轮功学员。（2000年11月16日）  

俗 话说：“当官要为民作主”。可

江泽民不这么想，他奉承“稳定

压倒一切”，扬言要将“一切不稳定因

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于是所谓的“稳

定”可以压倒正义，压倒良知，压倒人

性。然而，此“稳定”非乃国家之稳

定，而是其个人权位之稳定。于是，鸣

冤叫屈无门，而男盗女娼，贪污腐败却

能肆虐中华大地，就连反腐败本身都成

了江的手段用来除去异己，这哪有一丝

真为人民作事的诚意？ 

    1999年4月25日的中南海事件，大

法修炼人的自觉、高尚、宽以待人及对

政府的信任，和国家总理的理性、宽

容、理解的及时正确的处理，开了共和

国成立以来和平、理性的先河，双方在

国际上均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和尊敬。不

料江泽民的妒忌心无论如何也无法容下

这一事实，倒行逆施要把法轮功彻底铲

除。原以为区区小事一件，以我江氏天

下的国威国力，两三个月就能搞定，向

国庆50周年大典隆重献礼。然而，事与

愿违，法轮功学员承受无名苦难，报着

善心继续上访向政府说明法轮功真相。 

    首战不利，沮丧之际，江泽民在法

国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喷口而出说法

轮功是X教。国内喉舌立即跟上，《人

民日报》以“文革式”的无理取闹口

吻，发表“法轮功就是X教”的特约评

论员文章。“人大”更是加班加点，赶

快来立个连定义都未搞清楚的甚么“X

教法”，为江氏披上现代法制的皇帝新

衣。短短几十天，就把法轮功从定为

“非法组织”升级到诬蔑为“X教”，

个中究竟，被到美国加州访问的科痞马

前卒何柞庥亮了个精光。他说：打成

“非法组织”了，法轮功仍不服，那就

只好打成X教。原来，人家邪不邪并不

重要，也不需要知道，只因不服，就可

以变着花儿地搬弄名目来整你。何柞庥

这番说词要说泄露国家机密倒也算不

江
泽
民
：
中
国
最
大
的
不
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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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道，法轮功创始人自称“耶稣

转世”，想用“挑拨群众斗群众”

的伎俩激起洋大人的愤慨。江泽民

骗人心切，怎么就没想想，一个人

哪能是两个各不相干的佛转世呢？

一见对方无动于衷，急了，顺嘴道

出法轮功使数千人自杀了。得！中

国官方倾国倾力才捏造出致伤致残

致死的1400例，怎么他江泽民私自

掌握的自杀人数就愈数千？这江泽

民不把如此机密首先通知“揭批法

轮功领导小组”的心腹大将，而是

有意先透露给这来历不明的洋大

人，此等崇洋媚外的媚骨行径，岂

不足足折杀我大国风光？难怪在中

央电视台向国人转播这趟节目时，

因法轮功这一段离谱得太出奇而不

得不被删去，江氏没捞着粉墨登场

的风头。 

    一年多来江泽民导演的对法轮

功丧失人性的镇压，天怨人怒。多

少无辜百姓被抓，被施酷刑，被劳

教，被判刑，被折磨至死；多少无

辜百姓被退职，被退学，家庭被打

碎；一幕幕惨烈的悲剧，一幅幅人

间地狱。自古便有包青天，奈何今

日偌大一个中国，竟无百姓鸣冤之

地！翻一翻历史，哪有这样千千万

万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善大

忍的“敌人”！二十余载的经济腾

飞，江泽民不惜动用血本，发动所

有的国家机器去打这场没有敌人的

战役。 

    涂炭生灵，以民为敌，制造人

间地狱，还不许人民用和平合法手

段讨个公道吗？中国真正的不稳定

因素，绝不是要争取天赋人权的黎

民百姓，恰恰是那不顾人民死活的

当朝小人。 

【国际反响】【国际反响】【国际反响】【国际反响】    

 欧洲议会代表团向中国人大递交被捕法轮功学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