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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欠下新血债：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至 12 月 15 日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

功学员已高达 97 名。 

编者按： 此消息乃继江泽民身患离奇绝症“坏

死”病后，进一步证实江泽民末日已近。去年七

月以来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问题上一条黑路走

到底，使社会矛盾激化，无辜群众受迫害，如今

江泽民“坏死”又“理智迷乱”，实可谓“善有

善报，恶有恶报”。 

【博讯 12月 2日消息】在最近的中共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形如疯狗：在会上，江泽民

的表现像晚年的毛泽东，江泽民不停地大喊大

叫、歇斯底里，一副理智迷乱之像。在座中央委

员们暗暗心惊：江泽民全是精神失控、恶行续出

的表现。许多人都逐渐疏远江泽民，以防江氏垮台后成了

陪葬品。 (博讯记者：自由发稿人)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李洪志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李洪志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李洪志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李洪志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中国人权民运中心 12 月 12 日电，美国、英国等地

超过 30 名议会议员及大学教授已提名法轮功创办人李

洪志先生及其弟子为 2001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人权民运中心称参加提名的有美、英两国的议员，

而也有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与

地区的大学教授。有些人提名是李洪志本人，有些提名

是李洪志及其弟子。 

    提名的理据主要有如下三点： 

(一) 李洪志所创办的法理给人类和平带来了更高的境

界。 

(二) 法轮功学员在受中共的残酷迫害中所表现出的非

凡和平理念给人类和平带来鼓舞。 

(三)李洪志及法轮功学生们已成为捍卫中国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及信仰自由的一种象征，授予其和平奖将是对

悍卫中国基本人权的巨大支持。 

大法弟子王斌遭残酷迫害致死  
    王斌，出生于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２日，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计算机软件工程

师。他的一项科技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二等

奖和三等奖。连续三届当选研究院职工代表。 

   99年 12月因在"法轮大法好"大旗上签

名，将旗和上访信件送至全国人大会议而被

关押一百多天，2000年 4月仅仅因为与大法

弟子十人在一起吃饭被以串联罪名拘押 45

天。于 5月末进京上访被判劳教，9月在大庆

东风新村劳教所期间不写保证书，曾多次被毒打。 

  2000年 9月 24日，因次日中央 6.15法轮功办公室要来人检

查，晚上在劳教所二大队教导员冯喜的指使下，仓双成、刘庆辉、

宋保成等犯人对王斌进行毒打（冯喜对主犯说，不写保证就往死

里打）。结果将王斌颈部大动脉

打断，大血管破裂，扁桃体破

裂，淋巴打烂（已切除），身体

几处骨折，手背几处被烟头烧

伤，并感染，鼻孔被烟头插入烧

伤，并且身体多处黑紫，惨不忍

睹，生命垂危。当晚被打昏后，

曾向冯喜报告，要送医院抢救，

但冯喜为掩盖事实不同意。拖

到第二天，一看不行，才送医

院。送医院前，王斌已经死亡，

看守所为掩盖真相，使用了高

级呼吸器制造了王斌尚有呼吸

的假相。法医鉴定为主动脉打

断、头被打漏、眼被打瞎。 

      现王斌所在劳教二大队

因此事已解体，主犯及从犯已

被带走，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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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遥遥，今年 10 岁，上小学四年级。  

    电视、收音机、报纸、政府经常说法轮大法不

好，我却说非常好。 为什么呢？因为我小时候得过

气管炎、肺炎。最怕冬天感冒发烧，一感冒发烧就得

打针吃药。每天排出的小便都是药味。打针多疼呀！

吃药多苦呀！感冒发烧多难受啊！所以我非常怕生

病。     自从 1997 年 11 月我炼了法轮大法，我的

病全好了。再也不用吃药了，大法真是救了我呀，如

果我没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一生都离不开打针、吃

药。 

    我们按师父教我们"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

自己，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我听师父的话，按照

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学校里，别的同学欺负了

我，我不和他一般见识。有一次，轮到我们组搞卫生，

别的同学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把能盛 80 多个同

学的大教室，扫得很干净。当我走出教室时，一看天

这么黑了，作业又这么多。我有点生气，后来想到修

炼的人是为别人的人，一瞬间就不生气了。 

    1998 年，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发大水的灾区人

民捐款 100 元，是全校第一名。校长在全校表扬了我。1999 年

植树节，我为民心河捐款 50 元，又是第一名。我炼了法轮大法

才会这样做。所以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好功法。 

     现在大法、师父、大法弟子受到伤害。如果我不去讲清大

法真相，师父什么时候不再受委屈、不再被人骂？监狱里的大

法弟子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所有的大法弟子什么时候才能

自由、像天空中的小鸟快快乐乐地飞翔？  

     所以我要把真象告诉大家。  
 

大陆大法小弟子 2000 年 11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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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更大的阴谋已经开始     
四、九八年下半年：四、九八年下半年：四、九八年下半年：四、九八年下半年：        
    在中央有关部门怂恿下，内蒙

在新闻出版局属下一家杂志社利用

改名前最后一期杂志，刊登恶毒攻

击大法及其创始人的文章，并迅速

向全国发行。当学员去电话询问时，

则以“该杂志已被撤消”为由搪塞。 

    以“西藏人民出版社”名义出

版、四川成都某印刷厂印刷的一本

“中国邪教”的书中，把法轮功列入

其中，并向全国发行。当地学员询问

时，两边出版局都不承认，但有知情

者告诉大法弟子说“冒名”印书者

很有来头。  

    紧接着，公安部内部下文，“内

定”法轮功为“邪教”，各地大法负

责人的电话、行踪开始被监视监听。  

    年底，由新华社甘肃分社在

“新华社内

参”上发表

一篇“警惕

法轮功在甘

肃的非法活

动”的报道，

把该省一些巫婆神汉的事硬扯到法

轮功头上。各省新华社分社纷纷转

载，造成极坏影响，许多省市的大型

修炼心得交流会和集体炼功纷纷受

到干扰、阻碍，给学员正常修炼造成

很多困难。  

    时间进入 1999 年，罗干连襟的

密谋开始步步展现。当时就传说将

“取缔”法轮功，何氏迫不急待地于

四月份制造了“天津事件”，随即在

罗干精心安排下，终于导演了“中

南海万人上访事件”，并利用江泽民

的狭隘和专横，达到了“7.20”全面

镇压法轮功的目的。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4.25中
南海事件”及其导火线“天津事

件”，都是罗干之流要想非法镇压

法轮功所构陷一系列阴谋的总暴

露。所以说，即便没有“4.25”，

这样的事件迟早会发生；罗干之流

是策划“4.25中南海事件”并以此

诬陷法轮大法的真正历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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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4月 25日，万余名大陆的法

轮功学员秩序井然地前往中南海集体

上访，和平地请求政府给予一个自由合

法的炼功环境。导火线是“天津打人事

件”。然而，从 99 年 4月 25 以前的一

些事件不难看出，罗干之流想通过陷害

法轮功而捞取政治资本的阴谋由来已

久，法轮功学员几年来在夹缝中求生

存，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上中南海上

访。 

 

一、九六年上半年一、九六年上半年一、九六年上半年一、九六年上半年        
    在年初，中央“气功与人体科学”

九人小组将气功划归国家体委主管；国

防科工委正式决定：不再作为“中国气

功协会”的挂靠单位。针对中央精神，

同时为了保持大法纯洁，李老师决定退

出以赚钱为宗旨的“中国气协”。这一

举动触动了几个气功痞子的神经，开始

发难。他们利用长春几个想利用法轮功

发财而被李老师唾弃的无赖，造谣污蔑

并炮制攻击

“材料”，并

由中国气协

以“文件”的

方式向全国

各省气协下

发，并报送中央九人小组。 

    同时，主管政法委大权的罗干和中

宣部丁关根之流为了达到个人捞取政

治资本的目的，不顾国务院关于气功的

“三不政策”，授意、制造了一系列针

对法轮大法事端：  

（1）“光明日报”事件。在一篇名为

“反对伪科学要警钟长鸣”的评论文章

中，首次把当时在北京位居“最畅销

书”榜首的《转法轮》，断章取义地作

为“伪科学”进行批判； （2）在中宣

部授意下，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

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

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转法轮》、

《中国法轮功》等大法书籍；  

（3）紧接着，在罗干等授意下，公安部

门在全国首次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

主题是找岔子、找证据，为“取缔”作

准备；  

    以上事件出现后，大法弟子向报社

和中央有关部门投书，用善心诉说大法

给自己身心带来的巨大好处，使许多部 

门首次直接了解了大法。同时公安的明

查暗访找不到任何“非法”的证据。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二、九七年二、九七年二、九七年二、九七年        
（1）由宗教局控制的“中国佛教协会”

开始发难，在其机关刊物《法音》上刊

登攻击大法和李老师的文章，从此各地

宗教局开始出现肆意攻击法轮大法的

言行。 

（2）六月份，在广东省“科技活动月”

中，罗干连襟何祚庥开始攻击法轮功；  

（3）下半年（约十月），杭州一位患绝

症的记者炼法轮功未见好转，最后死

亡，当地报纸即以“民间邪教法轮功”

为标题，恶意攻击大法文章。全国各地

报纸不顾法轮大法学员的呼吁和善意

陈情，在有关部门授意下纷纷转载，并

添油加醋地胡编乱造。  

     大法各地辅导站忍辱负重无怨无

恨地面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化

解了他们的误解，然而罗干、何祚庥

之流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请看--  
 

三、九八年三、九八年三、九八年三、九八年        
（1）年初，“北京电视台”事件，众所

周知是何祚庥、罗干连襟一手炮制的；  

（2）何祚庥由罗干作后台变本加厉，以

到各地作“反伪科学”报告为由，全国

到处乱窜，并在报告中大篇幅地攻击大

法。  

（3）紧接着，在罗干授意下，公安部门

十局下达了对法轮功戴帽调查的文件，

这个下令调查的文件中首先已给大法

定性，扣了一大堆罪名，并造谣污蔑，

误导了基层的公安，致使辽宁等地出现

拘押、惩罚大法弟子的严重违法行为。  

     鉴于这一严重局势，北京许多大

法弟子向中央领导人联名写信，法律

权威专家还作了该戴帽调查是“非

法”的法律分析，遏制了事态的扩

大。但是，朱镕基总理正面的批示落

入罗干手中，被其截住而不传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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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 中 南 海 事 件”真相  
                —万人和平上访乃事出有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