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上乘

的佛家修炼功法，以“真、善、忍”法
理为指导，辅以简单优美的五套功法，
可以使学炼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法
轮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中
国长春传出，短短几年传遍中华大地，

一亿人在法轮功修炼中身心受益。
1995年3月，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应中国驻法大使馆邀

请，在使馆文化处举办讲法报告会，从此法轮大法走向世界。
1999年7月，中共掀起了又一场迫害中国人民的运动，宣布

“三个月内消灭法轮功”。然而十多年来，“真、善、忍”的
信仰者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抵制迫害，和平理性地向人们讲真
相，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大陆与世界各国正义善良人士的支持。

迄今，法轮大法已传遍世界六大洲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
轮大法的主要著作也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各
国、各民族中广泛传播；各国政府纷纷以颁发褒奖、通过支持议案
以及宣布“法轮大法月”、“法轮大法周”和“法轮大法日”等形
式表示支持。至今已经获得各界褒奖1600多项，支持议案300多件。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亚洲

欧洲 大洋洲、非洲

美洲
法轮大法已传至亚洲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香

港、澳门、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泰
国、越南、缅甸、柬埔寨、孟加拉、菲律宾、阿富汗等国家。

法轮大法已传至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加拿
大、古巴、秘鲁、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尼加拉瓜、
巴拿马、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巴拉圭、乌拉圭、危地马拉等国家。

法轮大法已传至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三个国家和非洲
的埃及、南非、乌干达等十多个国家。

法轮大法已传至欧洲的四十多个国家。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
利时、卢森堡、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冰岛、丹麦、白俄罗斯、葡
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梵蒂冈、瑞典、希腊、捷克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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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 ：光照千秋的道德丰碑
“四·二五”上访简要经过 全球民众纪念“四·二五” 社会名流感言“四·二五”

1999年4月11日，
中共公安部长罗干的连
襟何祚庥，在天津教育
学 院 《 青 少 年 科 技 博
览 》 杂 志 发 表 了 题 为
“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
功”的文章。该文以捏
造事实的卑劣手段，指

名恶毒攻击、陷害、诬蔑法轮功。
4月18日至24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

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
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和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致使学员流血
受伤，45人被抓。法轮功学员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
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出于对政府的信任，法轮功学员4月25日自发来到国
务院信访局和平上访。当日，在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合
理解决了天津暴力抓人事件。晚上学员们散去时，地上一
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起来了。

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
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此次上访被称作“中
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四·二五”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政
府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
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学员上访

纪念“四·二五”，法轮功学员纽约法拉盛大游行

韩国

日本

多伦多 墨尔本香港

台湾法轮功学员纪念“四·二五”

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刘静航说：当时到
国务院信访办上访的学员很多，警察就领着我
们沿着中南海红墙外站着，才有以后的“围攻
中南海”之说。原来这是中共设计的圈套。刘静航

加州大学教授吴英年说：“四·二五”
和平上访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公民
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同
时，也是为所有的中国人争取这种权利。吴英年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
说：中共没有接受人民请愿的资格，迎接它
的是历史的审判，“追查国际”已掌握其大量
的犯罪证据，完成了大审判前的准备工作。汪志远

中国社会民主党秘书长刘因全说：“四·
二五”是中共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是法轮功
由国内走向国际的转折点。他对被迫害的法轮
功学员表示敬意，对被迫害致死者表示哀悼。 刘因全

“中国和平”主席唐柏桥说：面对法轮
功学员这样一群善良的人，受到这么残酷的
迫害，如果还漠不关心，肯定会受到子孙和
历史的谴责。呼吁所有的人为法轮功说话。 唐柏桥

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红冰说：在中共极
其残酷的红色恐怖下，出现了一个以“真善
忍”为原则的修炼团体，这是中共暴政所不能
容忍的，不公正的对待是民众上访的原因。 袁红冰



中共称：自焚录像是由安装在天
安门广场的监视摄像机拍摄的。但央
视录像却有大量近距离及特写镜头，
这是监视摄像机做不到的。面对国际
社会质疑，中共谎称这些镜头是CNN
拍摄的，但CNN发言人驳斥说，他们
根本没拍到任何自焚镜头，因为他们
的记者在“自焚”案发前就被中共控制，摄像机被没收。

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报道了一个
自焚未遂者刘葆荣。刘自称在天安门
广场喝了半瓶（大雪碧瓶）汽油。据
资料记载，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7.5
克可以致人死亡。刘喝这么多汽油，
看上去竟连一点中毒症状都没有，这分明是骗人！

天安门广场上没有灭火器材，也
从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
“自焚”发生后，仅一分多钟的时间
内，现场警察却拿出了十几个灭火
器。按照天安门广场的横、纵向距离
计算，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取
到灭火器；而且现场显示的两辆警车，平时也不可能装备大
量灭火器材。如果不是事先知情，精心策划，警察怎么可能
在仅一分多钟的时间内迅速拿出十几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4．头发和塑料瓶子烧不坏？

联合国会议：“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

警察用灭火器灭火

三个长相不同的王进东

王进东头发完好无损 塑料雪碧瓶翠绿如新

凶手猛击刘的头部 一条状物快速弹起 刘触摸被打击的部位 凶手保持用力姿势 现场有人用摄像机
近距离自由拍摄

1．被当场灭口的刘春玲

央视称，12岁的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气管切开后
人从声带下方的切口处呼吸，气流不通过声带，根本无法正
常说话。但刘思影术后4天接受官方记者李玉强采访，不仅
说话底气十足，还对着麦克风向全国观众唱歌！

2．三个长相完
全不同的王进东

7．大量灭火器材从何而来？

8．近距离特写镜头是怎么拍的？

6．喝汽油最多的人？

2002年初，自焚采访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
训中心（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采访时，被非
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追问自焚案的种种疑点和漏洞，
理屈词穷的李玉强不得不承认：广场上“王进东”腿间的雪
碧瓶子是她们放进去的，是“补拍”的。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
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
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
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
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
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中共称：刘春玲是在自焚中被火烧死的。但央视录像表
明：刘春玲是在自焚现场被人用物体重击脑部致死，绝非所
谓的被火烧死。

5．气管切开4天能唱歌？

记者采访不穿隔离衣

3．采访不穿隔离衣？
根据医学常识，为防细菌感染，

危及生命，大面积烧伤病人要住隔离病
房，探视者需穿戴隔离衣帽、手套、鞋
套。而官方记者李玉强直接穿便服近距
离采访刘思影，分明是在演戏！

在央视“焦点访谈”节
目中，曾先后出现了三个王进
东，他们的长相完全不同。

9．官方记者：自焚录像是造假

喝半瓶汽油的刘葆荣

2001年除夕，天安门广场上五人自焚，中共当局在
事发两小时后，即向全世界栽赃诬陷说是法轮功学员所
为，在全世界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谎言终归是谎言，
“自焚”真相很快被国际社会广泛认知。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在联合
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的“国
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表声明说：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
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
确凿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谎言遮不住：自焚疑点重重剖析



天灭中共 九评神威 退党保命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

县掌布乡发现一块巨石，断面
惊现六个大字：“中國共産党
亡”（左图为风景区门票）。
专家组考察证实：巨石有2.7亿

岁，崩裂于500年前，断面的字完全是天然形成的。
藏字石的出现，分明向人们道破了一个天机：“中国共产

党亡”是天意！在“天灭中共”的天意到来之前退出中共一切
党团队组织，才能远离灾难，拥有平安！

2004年11月，为了让人们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最终从
精神上摆脱中共的控制，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推出了系列
社论《九评共产党》。文中以大量详尽的事实，揭露了“暴力
起家、欺骗成性”的中共的累累罪恶，尤其是在其建党后的
九十多年间，周期性的政治运动迫害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
造成了8000万中国同胞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
亡人数的总和。《九评》的推出，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了解真相的中国民众纷纷“三退”（退出党团队）……

亿年奇石　道破天机 “三退”浪潮 席卷全球 中共官员觉醒 公开声明退党 
2010年1月1日，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联络部长张凯臣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新闻发
布会，公开宣布退出中共。他表示，中共
的本质是邪教暴政，中共是万恶之源。张凯臣

声援退党集会声援退党集会声援退党集会

声援退党游行声援退党游行声援退党游行

2005年5月，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

馆的外交官陈用林，公开站出来，拒绝继续
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卖力并宣布脱离中共，在
澳大利亚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强烈震撼。 陈用林

《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
任邱明伟，于2009年8月23日在香港召开
记者会，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成为中共
宣传机构首位公开真名退党的在职人员。邱明伟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谍报官李凤

智说，我站在这里，郑重宣布与中共彻底
决裂，这是经过我长期的、认真的反思和
思索得出的结论，是发自我的内心的。 李凤智

2009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知名教授孙

延军，在美国公开退党。他说：《九评》
使我对中共的罪恶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
退出中共是我有生以来最明智的抉择。孙延军

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说，
我脱离共产党，不等于我背叛中国，更不
等于我背叛中华民族，我非常爱国爱民，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不做中共的殉葬品。 韩广生

截至     年   月，全球三退人数已逾



天灭中共 九评神威 退党保命  
2002年6月，贵州省

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一块巨
石，断面惊现六个大字：
“中國共産党亡”（左图
为风景区门票）。专家组
考察证实：巨石有2.7亿

岁，崩裂于500年前，断面的字是天然的化石纹理。
2004年11月，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推出了系列社

论《九评共产党》，举世皆惊。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
露了“暴力起家、欺骗成性”的中共的累累罪恶。镇反、土
改、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反右倾、
四清、文革、“六四”屠杀学生、迫害法轮功，周期性的政
治运动迫害了中国一半以上的家庭，造成了8000万中国同胞
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天怒人怨，天报在即——藏字石就是上天要解体中共邪
党的警告！

亿年奇石　道破天机 为什么要退出中共党团队 中共官员觉醒 公开声明退党 
2010年1月1日，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

联络部长张凯臣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新闻发
布会，公开宣布退出中共。他表示，中共
的本质是邪教暴政，中共是万恶之源。张凯臣

2005年5月，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

馆的外交官陈用林，公开站出来，拒绝继续
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卖力并宣布脱离中共，在
澳大利亚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强烈震撼。 陈用林

《人民日报》麾下《人民论坛》的副主
任邱明伟，于2009年8月23日在香港召开
记者会，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成为中共
宣传机构首位公开真名退党的在职人员。邱明伟

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谍报官李凤

智说，我站在这里，郑重宣布与中共彻底
决裂，这是经过我长期的、认真的反思和
思索得出的结论，是发自我的内心的。 李凤智

2009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知名教授孙

延军，在美国公开退党。他说：《九评》
使我对中共的罪恶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
退出中共是我有生以来最明智的抉择。孙延军

台湾声援退党集会

原辽宁省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说，
我脱离共产党，不等于我背叛中国，更不
等于我背叛中华民族，我非常爱国爱民，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不做中共的殉葬品。 韩广生

中共犯下滔天大罪，中共的本质是西来幽灵——共产
邪灵附体的邪教组织。《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
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因为共产党是魔鬼幽
灵，那么在加入其党、团、队时宣誓对其效忠，就是向魔鬼
幽灵宣誓效忠；誓为其党奉献终身，就是把生命交给魔鬼幽
灵，成为它的奴隶和工具。这样的誓言是一个卖身契，是一
个毒誓，发毒誓时，就会被邪灵在右手和额头上打上印记。
世界上这种举着右手发毒誓的“宣誓仪式”唯共产党独有，
而将来天灭中共之时，没有抹去印记的人就会成为陪葬。

有人说“自己心中退党就算退了，不必声明”，还有人
认为“自己多年没交党费了，就算自动退党了”。但这都不
能抹掉被共产邪灵打上的印记，无法“解除毒誓”。只有公
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才能解除毒誓，为自己选
择美好的未来。神看人心，真心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用真名、化名、小名皆可。

旧金山声援退党集会



天灭中共 九评神威 退党保命  
2004年，奇书《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从

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信仰等层面深
刻揭示了中共的欺骗、暴力、邪教和流氓本性，
引发了一场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精神觉醒运动。

因为历史清算中共罪恶的日子就要来临，每一个加入
过中共组织的人都会因此承担它的罪行。在这个历史的关
键时刻，为了自己和民族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勇敢
地抛弃中共，加入“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洪
流……

截至          年    月，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逾

声援退党游行 声援退党游行声援退党集会

台湾新竹市举办盛大的声援退出中共恶党的集会游行，近四千名来自台澎金马的民众共襄盛举

声援退党集会



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
江泽民、罗干等面临国际判刑 世界各地民众声援诉江案 法学界专家谈西班牙诉江案

2009年11月中旬，西班牙国
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
“酷刑罪”，起诉在迫害法轮功中
犯下滔天罪行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及其追随者罗干、薄熙来、贾庆
林、吴官正五名中共高官。

台湾总统府前，万人声援诉江活动

香港民众声援诉江集会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郭国汀说：西班牙诉
江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但对犯罪嫌疑人
产生非常严重的名誉上的威慑力，而且有助
于制止类似国家犯罪行为人进一步的犯罪。郭国汀

北京著名人权律师唐吉田说：西班牙起诉
恶首案件的突破性进展向中国社会、人类社会发
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良知正义的力量从来都不能低估。唐吉田

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诉
江案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法庭没有得到回
应，就会向五名高官发出通缉令，全世界都
在关注此事，所以真的是意义非凡的进展。乔高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
西班牙起诉是个积极的进展，诉江案证据强
有力。这个进展明确了在中国确实存在着
（迫害）问题，而且必须就此采取行动。 麦塔斯

美国著名人权律师叶宁说：西班牙法庭
的裁定，意义非凡，这是良知和法律的典
范，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从一定程度上推
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叶宁

前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袁红冰说：西班牙
诉江案所产生的法律的强制力，将会极大地
震撼那些犯下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也是对
这些人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 袁红冰

1999年，江泽民一手挑起对法轮功
的迫害，灭绝人性地对广大“真、善、
忍”的信仰者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
搞垮、肉体上消灭”的政策，至少3425人
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非法判刑，十几
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十万人被拘留、被绑

架到各地洗脑班迫害。更有无法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秘
密活摘器官，牟取暴利，再被焚尸灭迹。十余年来，江泽民
一伙对法轮功的迫害被国际社会称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
难”。 

为了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血腥迫害，早日结束这场令人
发指的民族浩劫，海内外法轮功学员自2000年开始，在全球
六大洲30多个国家起诉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约50余起，其中对
刘淇、夏德仁、郭传杰和赵志飞等人的起诉，已经在缺席审
判中被法官认定罪名成立。

人间公义，大势所趋。国际社会在惊醒，中国大陆在
觉醒。这里正告那些追随中共行恶的人：悬崖勒马，将功赎
罪，为未来的追索审判和恶报，减免几分罪责。



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难逃国际法网
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江泽民等五名中共高官 多位中共高官海外被判有罪 虐杀法轮功学员的中共高官到台湾遭刑告

1999年，江泽民一手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灭绝人性地对
法轮功学员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
政策。目前至少3425人被迫害致死，6000多人被非法判刑，十
几万人被非法劳教，数十万人被拘留、被绑架到各地洗脑班迫
害。更有无法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秘密活摘器官，牟取暴
利，再被焚尸灭迹。十余年来，这场迫害被国际社会称为“21
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

为了制止这场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全球对迫害者进行
广泛起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义支持。

从2002年至今，在全球40多个国家及国
际机构，因迫害法轮功被起诉的中共高官达
36名，被海外法庭宣判有罪的有：薄熙来、
刘淇、夏德仁、赵志飞、潘新春、郭传杰。

台湾立法院及
各县市决议

不邀访、不欢
迎、不接待中共
人权恶棍。

辽 宁 省 长 陈政

高到达台湾后，所
到之处都有法轮功
学员揭露其罪行，
他不时望向“迫害
法轮功，陈政高你被刑事控告
了”的横幅，神情不安。

北京副市长吉

林 到 达 台 湾 后 ，
面对提到眼前的诉
状，眼神呆滞，吓
得提前搭机离台。

广东省长黄华

华到 台 湾 被 告 ，
匆 忙 离 台 时 表 情
疲 倦 劳 累 ， 走 路
气喘嘘嘘。

陕西省代省长赵

正永到台湾被告，沿
途被揭发迫害法轮功
恶行，狼狈不堪，提
前仓皇离台。

湖 北 省 委 副 书
记 杨 松 到 达 台 湾
后，随处可见的抗
议人群使其狼狈不
堪，接到诉状，更
是面色愕然，惊恐地将诉状丢
开，吓得仓皇离台。

前 河 南 省 委 书
记徐光春抵 达 台 湾
后 ， 收 到 包 着 诉 状
的 “ 礼 物 ” ， 一 脸
错愕，仓皇离台。

陈政高

吉林黄华华

徐光春

杨松

赵正永

2009年11月中旬，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
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滔天
罪行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罗干、薄熙来、贾
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高官。

湖北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被判有罪：赵志飞
在2001年7月访美时被法轮功学员以非法致死、
酷刑、反人类罪等在美国起诉，并送达诉状。成
为第一个在海外被起诉的中共高官。2001年12
月，美国联邦法院对赵进行缺席审判，判定其罪名成立。

赵
志
飞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被判有罪：2005
年2月，“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
织）副组长郭传杰在纽约被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
罪起诉。2005年6月，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对

其缺席审判，判决郭传杰赔偿对原告造成的伤害及经济损失。

郭
传
杰

北京市长刘淇、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被判有
罪：2002年2月7日，刘淇、夏德仁在美国访问
期间，被美联邦地方法院以折磨、酷刑、无故监
禁、反人权及剥夺宗教和信仰自由等罪行正式起
诉。2003年6月，美国旧金山法官判刘淇和夏德仁有罪。

刘
淇

第一个被迫出庭的中共高官陈至立：中共前
教育部长陈至立于2004年7月19日在坦桑尼亚访
问期间，因“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和虐杀”
被送上当地法庭，并被迫出庭应讯，成为来不

及隐遁而被迫上庭的第一人。

陈
至
立

前吉林省委书记苏荣畏罪潜逃：苏荣于2004
年11月在赞比亚访问期间，被法轮功学员以谋
杀、酷刑折磨和侮辱罪告上赞比亚高等法院。因
苏荣未如期出庭，赞比亚警方以“蔑视法庭罪”
发出逮捕通缉令。苏荣辗转多国逃回大陆，表示不再轻易出访。

苏
荣

江泽民 罗干 薄熙来 贾庆林 吴官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