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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欠下新血债：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至1月 9日 ，被迫害致死的法

轮功学员已高达118人。 

    洛杉基时报一月一日报导，美国总统

克林顿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 后一分

钟内，终于签署了对本世纪全球人类 重

要的法令 -- 批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永久

性的国际犯罪法庭。据报导，这个国际犯

罪法庭将专门审判罪大恶极的人权迫害

罪犯。填补了当今全球司法系统的空白。 

    这项草案是基于一九九八年联合国

在罗马召开的大会上被提议的，当时世界

上有一百二十个国家表决同意。这项决议

案至少要六十个国家认可才能生效，目前

已有二十五个国际表决同意。 

    克林顿表示说，这个国际法庭将会对

全世界制止人权迫害做出深远贡献。前总

统卡特十二月二十日专门写信给克林顿，

敦促他签署这项条约。 人权观察组织的

执行主任 罗斯也写信给克林顿表示赞

扬，他在信中说“你此举此行，坚持正义，

呵护善良，那些饱受战争、人道和人权迫

害的受害者将永远记住你的义举”。 

    这个永久性国际法庭与现有的国际法庭都不一样，

(比如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分子的国际法庭等)，

其主要特点就是其永久性和永久地位。目前联合国正在

深入调查波斯尼亚-黑赛哥维亚及卤望达的人道迫害罪

行纪录。海外法轮功学员正敦促联合国为江泽民及其追

随者肆意践踏法轮功学员基本人权，以牢狱、酷刑、抄家、

罚款等法西斯手段对待无辜和平的法轮功学员的滔天罪

行准备立案。 

    在此呼吁善心犹存的各级领导、公安人员、和广大人

民，擦亮眼睛，不要再替江泽民卖命，坚决制止种种迫害

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而那些疯狂迫害法轮功群众的走

狗打手们，也终将和它们的主子一样 难逃正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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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平反,为时不远 
中央书记处向政治局报
送法轮功平反预备方案 
   据大参考1月2日和9日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元月2日举行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轮功问

题。会议上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交锋。关于法轮功

问题，党内健康力量主张在全党征求意见，及时制

止各类刑讯逼供、非法抄家、强行灌注药物、注射

精神类药品的践踏人权的暴力行为，然后逐步为正

式公开平反创造必要的条件。 并建议尽快撤消《中

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和

对法轮功创始人的通缉令，收集各级政府、机关的

错误行为，依法对法轮功学员作出赔偿。另悉，根

据1月2日该会议要求，中央书记处已草拟了两种为

法轮功逐步平反的预备方案，于1月7日送交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准备提交月底举行的中央政治局

会议讨论。内容包括先在党内逐级下达通知，从思

想上作好准备，并让部分责任人自动回避、辞职。 

人民日报如此捏造： 
“被迫绝食”竟成“集体自杀 
   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的文章中称河北省唐山市

30多名法轮大法弟子为了圆满而集体自杀，完全是

恶毒的谎言。 据这些弟子的家属讲，12月下旬，唐

山市公安局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将30多名弟子集中起

来，并让家属第一个月交1500元，以后每个月交

1000元，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放人。名为办班转

化，实际上是聚敛钱财。为了抗议这种不公的对

待，这30多名弟子集体绝食。人民日报竟然白日说

谎，把这些弟子说成是集体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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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法轮功的恶果— 一修炼者家属被逼无奈悬梁身亡一修炼者家属被逼无奈悬梁身亡一修炼者家属被逼无奈悬梁身亡一修炼者家属被逼无奈悬梁身亡 

   【明慧网】 黄富生，男，66岁，甘肃省武山县贺

家电农民。他唯一的儿子黄元义，因修炼法轮大法而

被多次关押、数次抄家、罚款，老人的家也一同被

抄，现两家都被公安折腾得一贫如洗。黄元义被关押

期间，被公安用直径七八公分的棒子疯狂殴打，使老

人痛心万分。十一月下旬以来，公安又四处追捕黄元

义，促使黄元义元旦前又再次进京上访，现关押

在北京市某看守所。 老人想不通，儿子只因为修

炼了给全家带来了健康和睦的法轮功，就被逼得

倾家荡产，有家难回。老人承受不了公安土匪似

的恐吓、逼迫、追捕。于12月27日悬梁与世长

辞。 



【明慧网】 2001 年元旦上午

10：30，天安门广场国旗护栏

边， 一位 30岁左右的女大法弟

子，（着红色登山服和牛仔裤），

在国旗下东侧展开上书“法轮

大法好”的黄色横幅，一边高喊

“法轮大法好！”旁边国旗班

武警立即跑上前狠狠的踹了她

一脚，将她仰面踹倒，使其背部

正好撞在护栏上，头挂在护栏

链子上，当场气绝而亡。 在国

旗周围的便衣和武警赶紧驱散

周围骚动的人群，顷刻一辆警

用的依维柯开来。护栏旁一个

十岁左右，短发，穿棕黄色相间

格棉上衣的小女孩吓呆了，他

们将周围成年人驱散后，独将

小女孩留下，可能是企图恐吓、威逼

这个小女孩作伪证。而那个打死人

的军人还没到换岗时间就被替换下

岗，不知去向。 我以一个目击者的

身份代表所有正义的人们请有关部

门严肃对待此警察伤人性命的恶性

事件，追究其法律责任。  
 

一个目击者 

2001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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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急 速 穿

行，猛扑抗

议者并将他

们拖走。新

年前夜，警

察以警棍击

打一位妇女，并殴打另一位，将她的横

幅塞入她的口中以堵住她的声音，与此

同时，震惊的西方游客亲眼目睹着这个

场面。”  

从美联社的报道，我们不难解读出下列

信息： 

    一、抗议是和平的：法轮功成员以

“打坐炼功和亮出黄色横幅”的形势抗

议，因此属于非暴力型的和平抗议，这

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合法的，也与中国

宪法没有抵触。 

    二、警察与便衣的暴虐：“警察以

警棍击打一位妇女，并殴打另一位”，

且对他们讲的真相非常恐惧，所以“将

她的横幅塞入她的口中以堵住她的声

音”。 

    三、西方游客的态度：“震惊的西

方游客亲眼目睹着这个场面”。这一态

度也从侧面反应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政

府镇压法轮功的态度。实际上，目前法

轮功在西方国家所获得的各种褒奖令

已接近 200 份，且褒奖令来自各级政

府，完全不是新华社所编造的什么“国

际反华势力”。 

    四、法轮功从未屈服：报道说“在

北京，自从 1999 年年中以来在天安门

广场上频繁出现的场面又出现了”，说

明抗议活动从镇压法轮功以来一直没

有中断。  

    衷心希望政府中良知未泯的官员

能检讨政策的错误，尽快制止江泽民一

手造成的邪恶镇压。 

天地���

一
法
轮
功
女
弟
子
在
天
安
门
广
场
被
当
场
打
死

 

国旗下的罪恶 

镇压前对法轮功的正面报导 

老少皆炼法轮功老少皆炼法轮功老少皆炼法轮功老少皆炼法轮功  
《羊城晚报》1998年 11 月 10日星期二 

    8 日早上，广东省体委武术协会有

关领导到广州烈士陵园等处，观看了

5000法轮功爱好者的大型晨练活动。炼

功者来自各行各业，年龄 大的 93 岁

(左下图)， 小的仅两岁 (上图)。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有近 25 万人修

炼此功法。在炼功现场，体委的同志询

问了几位法轮功的受益者，他们的修炼

故事非常感

人。有一位

叫林婵英的

女 士 介 绍

说，她是广

州皮革迪威

有限公司统

计员，原患

高位瘫痪，

全身 70%部

位 麻 木 失

灵，大小便

失禁，修炼

了法轮功以后，不久便可以站立，尔

后又可以行走，见她现在的样子红

光满面，炼功的动作灵活自如。  

    法轮功强调传功不收费，义务

教功。  

孙璇 晓明 摄影报道  

    在 镇 压

法轮功的运动

中一直充当造

谣机器的新华

社于 1 月 5 日

再次发表了一

篇正话反说，混淆视听的社论。在中共

一再通过立法钳制言论自由，和网络通

信自由的情况下，如果把这篇文章反过

来看，倒可以看出其中渗透出的关于法

轮大法学员的一些近况。  

    一、抗议此起彼伏：社论说这一天

有“数百名‘法轮功’分子陆续聚集天

安门广场 (外电报道元旦当天约 1500

名法轮功学员被拘捕)；  

    二、抗议形式多样 

    三、真相广泛流传：社论说法轮功

学员“还大量制造攻击中国政府处理

‘法轮功’问题的宣传品，并广泛传

播。”  

    四、法轮功被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社论说：“12 月 23 日至 26 日，来自美

国、日本、泰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以及港澳台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

千名‘法轮功’分子聚集台北，举行

‘法轮大法 2000 年亚太地区修炼心得

交流会’。”  

    同时可以看出，在中共使用各种暴

力手段残酷镇压了 18 个月的法轮功学

员不但未被恐怖气氛吓倒，反而机智地

使用各种方式不惧生死地将真相向民

众传播。 

    记得“江主席”在10月底痛骂香港

记者“幼稚”时，曾说“西方的哪一个

国家我没有去过，你们也知道美国的华

莱士，比你们不知高到哪里去（指水平）

了，我跟他谈笑风生”，看来江主席对

美国记者还是很欣赏的，至少认为比新

华社记者强多了，那么我们就看看能够

公正报道此事的美联社记者怎么说吧。  

    美联社报道说：“中国警察昨天在

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镇压了被禁法轮功

精神运动的抗议活动，拘留了许多人。

目击者说，新年早晨，一组组多数为中

年妇女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打坐炼功和

亮出黄色横幅以抗议政府对此团体的

18 个月的镇压时，被警察拖走。在北京，

自从 1999 年年中以来在天安门广场上

频繁出现的场面又出现了，数百名穿制

服的警察和便衣警察在广场上众游客

透过谣言看真相 
─评新华社“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肖 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