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期 2000年12月23日 

江泽民欠下新血债：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至 12月 20 日 ，被迫害致死的法轮

功学员已高达 10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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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打迫害大法弟子的总指挥：李学军，男，45

岁，符山镇政府政工书记。 

     对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他亲自坐镇指挥大打

出手。让大法弟子趴在地上，七八个人围成一圈；有

的踩着手腿；有的拿着皮管子猛抽；有的拿着木板狠

拍。毒打期间还残忍地逼大法弟子喝水，目的是使瘀

血停留在臀部，过后小便都是血红色的。李还下令对

法轮功学员强行巨额罚款，有的被逼交几万元。还把

一进京上访的女大法弟子不修炼的丈夫抓去毒打，

并逼交一万元钱。近期又把惨遭摧残并被非法关押近三个月

仍坚信大法的符山镇医院的大法弟子季冬梅送王村‘劳教’

三年。  

符山镇的其它打手还有： 

杨锡栋，男，30 多岁，原任符山镇政法委书记。 

赵洪生，男，40 岁左右，符山镇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李延亮，男，四五十岁，符山镇人。 

逝去年轻的生命,惊醒沉睡的世人 

  2000年 12月 15 日，风华正茂的，勤奋敬业的，谦

虚友善的，有一颗“水晶心”的，年轻的，32 岁的北京

工商管理大学教师━━赵昕，去世了。在被因颈椎骨折

带来的种种巨大痛苦折磨了六个月之后。 

  大纪元时报载有这样的文

字： 

  “仅仅因为她坚持自己的

信仰，仅仅因为她在北京蓝天下

的公园里练功，仅仅因为她无视

那 些 滥 用 权 力 违 宪 地 立

的"法"下的令，仅仅因为她不愿

放弃她作为一个人，一个共和国

公民都有的基本权利，就象她不

愿放弃她呼吸和歌唱

的权利一样，她就被政

府所指派的警察带走

了，她就在不为人所知

的小屋子里被打断了

三根颈椎骨，她就在新

世纪到来之前，停止了三十二岁的呼吸。”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让我们用每个人可能的声音

发出抗议。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残酷却麻木不仁而保持

沉默，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罪恶却胆怯懦弱而保持沉

默，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倒行逆施却屈膝奉承而保持沉

默，那么，我们会离世界文明潮流越来越远，总有一天，

灾难会落到我们所有人的头上，没有人可以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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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宣传说李老师办班未纳分文税款，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 

  法轮功自1992 年 5 月开始传功时，就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汇

报了传功的目的、内容，得到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领导的肯定。批

准为向全国、全世界推广的好功法，并接纳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的

直属功派。 

  在北京多次办班都是由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主办，当时，商定由

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学习班由主办单位纳税。后来法轮功办

班不断积累经验，从1993 年下半年开始，与承办单位一方都有正式

协议。由于地区不同，税收规定也不一样，因此，法轮功分会把办班

的总收入分成，给承办一方增加了10％，即提高到 40％，这样，就

把该交纳的税金都由承办一方同时交纳。这种做法，承办一方也很高

兴。 

  法轮功办班10 天为一期，收费标准为新学员人民币 40 元，老学

员（反复听课者）20 元，是全国最低的。这与当时社会上其他气功班

收费标准形成很大反差，各气功师都提意见。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多

次要求李老师提高学费，但为了照顾学员的经济能力，李老师一直坚

持不提高学费。 

  至于“利用法轮功书籍疯狂敛财”就更是无稽之谈。 

  李老师的著作《转法轮》在大陆出版后，他所获得的全部稿费只

有 2 万多元人民币，这是有据可查的。在中宣部等部门禁止出版法轮

功书籍之后，社会上盗版横行，在整个中国大陆，李老师再没得到过

一分钱稿酬。再者，所有法轮大法的书籍和音像资料一直都可以从国

际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拷贝、复制都可以，若要敛财，又怎会如此？

这不是自断财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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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轮功学员人数猛增达十万   

五位顶尖经济学者都练法轮大法 
  据《中时晚报》报道，台湾法轮功在短短一年半中，

学员人数暴增三倍；据估计可能突破十万人。在这股法

轮功修炼热潮中，有越来越多人最想找出“生命真相”。  

  据报道，法轮功在台湾之所以盛行，最重要的是修

炼方法简单，只要透过书籍和观摩录影带，任何学员都

可以取得创始人李洪志传法精髓。 

  另据《今周刊》报道， 法轮功传到台湾，最引人注

目的是，许多位顶尖经济学者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修炼法

轮功，让人对法轮功的“魅力”更加好奇。  

  其中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溪、刘莺钏、叶淑贞与中

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吴惠林，马凯等五人，都是热心推

广法轮功的教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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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睡觉时只铺一个烂席头睡在

潮湿的水泥地上，带刑具时正是冬

天，地面和墙面都结了冰，人就象

睡在冰箱里。 19 天后脚镣才被取

下， 姐姐当场晕倒。 从此腿骨剧

痛难忍，又失去了行动能力。 啃了

近九个月的窝头咸菜，大便乾燥，

失去行动能力后只能靠犯人们用

手往外抠。 就这样，姐姐在公安部

门的残害下重又变成了残疾人！  
 

    在这之后的四个半月中，疼痛

又从腿骨发展到全身。 手脚肿得

往外流水，稍一碰就疼得大叫。  但

她始终没写保证书，还托人带口信

说：“请全家人把我忘掉，就当我

在唐山大地震中死了。”姐姐心中

很清楚：要不是法轮大法，她早死

了。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又把她背

到唐山市某医院（戒毒所）强行

“治疗”三天，把姐姐折磨得精神

恍惚，还向姐夫索要 4000 元“医

药费”。医院不许家属探视，姐夫

就在院子里喊姐姐的名字，当她瘦

小枯干的身影（由 120 斤变成 60

斤）慢慢爬上三层楼的窗户时，本

来反对姐姐炼功的姐夫哽咽着说：

“我借钱赎你出来好吗？”“别借

了，还送我回拘留所吧”，姐姐虚

弱地说。残酷的现实使姐夫看清了

孰是孰非，他一口气跑到唐山市路

北区公安分局，大声质问：“你们

执 法 犯法！”许科 长说：“违

法？！给她判刑就不违法了！”在

家属的多方要求下，姐姐才被取保

候审。 
 

    但姐姐回家后又坚持学法炼

功，大法的奇迹再次展现：二十多

天后就能不扶东西在地上走三圈，

还能做简单的菜了！  
 

大陆学员 

2000年 9月 26日  

第六期 2000年12月23日 

   一天我整理抽屉时偶然发现一张

汇款人简短留言的小纸条，上书：  

“退捐款 500．-， 甚谢！ 法轮功”。 

 

   睹物思人， 我心中感慨万分，不

由想起了我的姐姐。  

 

   姐姐今年 50岁，自幼多灾多难。 

一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右腿畸形。 

16 岁时手术失败把她右腿两侧的筋

破坏， 从此只能抬腿而不能左右活

动。17 岁不慎从车上摔下造成脑震荡

后遗症， 后又患了心脏病， 心跳缓慢。

二十多岁时她又插队到唐山，遭遇了

唐山大地震，腰部以下主要的骨头都

骨折了， 修养了很长时间才站起来，

但从此大小便失禁。86年又患上了舌

部血栓，语言不清，到了 94年 3月又

被查出子宫肿瘤晚期。在病痛中苦熬

了四十多年的姐姐终于对生活绝望

了。 她写好遗书，准备告别苦难的人

间。 生死关头，亲人向她推荐了法轮

功。碍着面子，就看了一遍教功录像

带。第二天她例行去医院检查， 大夫

却告诉她没有肿瘤了，真的没有了！ 

   

       94年4月她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

带，法轮大法明澈的法理使姐姐懂得

了人生苦难的根源和生命存在的意

义。她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发奋修

炼，不久一连串的奇迹发生了：各种

困扰多年的疾病不治而愈，还摘掉了

双眼一千多度的近视眼镜，仅修炼一

个多月大便功能恢复正常，右腿逐渐

变粗、变长，还能侧弯了，一年后双

腿已无明显差异，可以双盘了。她有

生以来头一回能象个正常人那样行

走，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撕掉了揣

了大半辈子的《残疾人证书》。 

 

   为感激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

修炼一个多月后的94年5月， 她从 

微薄的收入中拿出 500 元寄给王治

文，请他转交李洪志师父进行法轮功

建设。但不久捐款被寄回了。在汇款

单上汇款人简短留言一栏中，写着本

文开头那句话。姐姐取回捐款后满怀

敬仰地把这张小纸条保留下来，珍存

至今。当时她激动万分地说：“法轮

功使我这个残疾人变成了健康人，还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但不要我一分

钱，连我自己的捐款都退还了！”  

 

    然而，去年 9月10 日，姐姐被举

报在家炼法轮功。警察不顾人伦，将

她抓走，非法关押了九个月，受尽折

磨，重又残疾。  

 

    姐姐拒绝写不再修炼法轮功的

保证书，警察把她借押到河北省遵

化市看守所。在那里警察让犯人轮

番对学员们进行打骂，不许吃饭、

喝水，不许睡觉，不许炼功，炼就

动刑。最严重的是“绷”上，将人

呈 大 字形 绷在 木 板上，其 次是

“摸”上，将人的双手双脚铐在一

起，让你站不起、蹲不下，只能长

时间半蹲、蹶着走路。她对犯人们

弘法，犯人被她慈悲的心感动也学

起了大法，不但不打她，还主动照

顾她。 

 

       姐姐因炼功被管教戴上手铐，

还坚持为犯人们默写经文，管教又

给她带上了一种叫“手捧子”的刑

具，十个手指间没一点孔隙，不能

活动，越动越紧，双手肿得连犯人

看了都害怕。 第四天，犯人们忍无

可忍，集体叫来管教解除。 她后又

因查出身带大法书，不但被带上

“手捧子”，而且还被带上了一种

有长尾巴的脚镣，走路时必须先把

长尾巴一点点顺到后面，睡觉时还

要一点点顺到侧面侧卧，不能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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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把好人整残 勒索钱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