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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栽贓案─請你自己檢驗
說天安門自焚是騙局，有些
人心理接受不了或根本就不相
信，認為堂堂的政府、公安怎麼會
幹這種栽贓陷害的事。有一點你
是在電視上看到過的，就是王進
東腿上放著的沒有燒壞的雪碧
瓶。你自己可以用汽油燒燒看，看
這塑料瓶能耐幾秒鐘？本人試過
了，5 秒鐘瓶子開始變軟，7 秒鐘
收縮、變形，10 秒鐘縮成一小疙瘩
並燃燒。
汽油燃燒的溫度很高，測溫
時溫度迅速到 410 度以上。
然而王
進東耳朵沒燒壞，頭髮沒燒焦，頭
皮沒燒傷，在高溫氣體中呼吸連
聲帶都沒燒傷，還能喊出洪亮的
口號。誰不知道叫開水燙一下（也
就是秒把鐘吧）還要起泡，疼痛難

忍，他王進東卻沒事。都知道飲料
瓶是塑料的，不能耐高溫。王進東
的雪碧瓶完好無損，那只能說他
燒自己的時間沒超過 5 秒鐘。
像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那樣
一個突發自焚事件 5 秒鐘就能撲
滅？在戶外採訪聲音效果差，為
了保證錄音效果，往往把話筒儘
量靠近被採訪者。王進東在電視
上清晰洪亮的喊叫聲證明攝影師
離他很近。能這麼及時、近距離拍
攝和錄音，不是演戲是甚麼？﹗
歷史僅次於「奧斯卡」電影
獎、在記錄片領域享有盛譽的哥
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2003 年 11
月 8 日在美國哥倫布藝術設計學
院舉行頒獎儀式。北美非盈利民
間中文電視臺製作的記錄片《偽

火》從參賽的 600 多部影片中脫
穎而出，獲第 51 屆哥倫布國際電
影電視節榮譽獎。
《偽火》這部影片系統的分析
了這些疑點，從而揭示了天安門
自焚事件極有可能是中國江氏集
團栽贓法輪功並為鎮壓法輪功製
造藉口而炮製的一起偽案。

江氏集團的罪證：
迫害死亡已知人數達 1000 名

腦迫害和經濟勒索，經歷了看守
所、勞教所、監獄、精神病院、洗
腦班和當地公安及 610 強迫放棄
「真善忍」信仰的殘酷迫害。
這 1006 個迫害致死案例分
佈在全國 30 個省、自治區和直轄
市，致死案例最多的省份依次為，
黑龍江省（159 例）
，吉林省（126
例）
，遼寧省
（110 例）
，山東省
（107
例），河北省（103 例），四川省（66
例）
，湖北省（44 例），重慶市（30
例）
，河南省（29 例），北京市（27
例）
，廣東省（27 例），甘肅省（26
例）
，湖南省（25 例）等。
這些案例是通過民間渠道
被證實的數據，還遠遠不是現實
的全部。
據 2001 年 10 月底中共官
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法輪功學
員死亡人數已經高達 1600 人，全
國被非法判刑的法輪功學員至少
有 6000 人，被非法勞教的人數超
過 10 萬人，數千人被強迫送入精
神病院受到破壞中樞神經藥物的
摧殘，大批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到
各地「洗腦班」遭受精神折磨，更
氣 恨
多人受到所謂「執法人員」的毒
委 屈
打、體罰和經濟敲詐。
的 情
法輪功學員修煉「真善忍」
緒，反
身心健康，道德高尚，在社會中做
我是常德市的一位普通老百
而 感
姓。2002 年大兒子下崗了，為了維
到 非
一個好人，來自於工、農、兵、學、
持生計，我們家東拼西湊，好不容
常 平
商等各個主流社會階層。在江氏
易買了一輛出租車，辦好了一切手
靜、祥
集團的國家恐怖主義中，直接受
續。不久車就被盜了，當時我們就 和、舒服。她把《轉法輪》第七講
到迫害的人數就有七千萬至一億
到當地交警所報了失。按理，有了 關於殺生的問題詳詳細細的給我
報失記錄，這輛車如被他人再上 講了幾遍。我漸漸地恢復了理智， 人，加上他們的親屬，就有數億之
戶，交警所應能及時發現並交還失 明白了法理，知道了殺生是有罪
多。迫害法輪功所涉及到的人數
主。可是此車卻第二次成功上戶。 的，我不能因一念之差而走上一條
和覆蓋的範圍是歷史上前所未有
後因此車出了車禍被當地交警所 不歸路，害人害已。後來，我沒有
的。
扣押，我與兒子知道後前去要車， 走極端，而是很理性地走過了這段
交警所不給，我只好給當地政法委 困難的時期。今天我這個不修煉的
社會裏，人們寧願相信這是真
書記寫了一封上訪信，並親手交給 人也要喊一聲「法輪大法好」。
的！所以在通遼市一些人家中著
了他。他調查落實後，也未將車還
實引起了一陣恐慌。
給我，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有這麼一戶瞭解大法弟子的
我很氣憤，覺得社會道德腐
女主人，提出要僱一個煉法輪功
敗，人心太黑，我打算逐級上訪，
的人來做孩子的保姆，男主人不
準備走極端，如不能妥善解決，就
在通遼市年輕的母親中間，流
同意，但拗不過女主人，所以只提
與他們同歸於盡，並準備用炸藥炸 傳著這樣的一個故事，說是北京一
供 200 的僱金。經過近半年的觀
大橋。
個保姆，給一個富人家看孩子，每
正在這時，一位法輪功學員知 月月薪 2000 元，這個保姆怕麻煩， 察，孩子越來越健康，這個男主人
由衷的跟親朋好友們說：「二千
道了我的情況，來勸我不要這麼 每天都給這個不愛睡覺的小孩灌
元灌藥，二百元都不灌，可見法輪
做。也不知怎麼回事，她一坐在我 安眠藥，最後導致小孩癡呆。這個
功真好，電視都是胡說八道！」
身邊，我就沒有了那種煩躁不安、 故事不管真假，在這個世風日下的
作者：林展翔
根據明慧網資料統計， 從
1999 年 7 月 20 日江澤民集團公然
迫害法輪功，至 2004 年 7 月中，
被證實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達
到 1000 人。平均死亡年齡為 44
歲，年齡最小的是黑龍江省 17 歲
的高中生陳英（女），最大的是 82
歲的四川法輪功學員楊永壽
（男）。2004 年上半年，共有 165
例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的消息
通過民間渠道得到證實，其中 75
人在 2004 年內被虐殺。
自 1999 年
7 月以來，
每月平均披露出的被迫
害致死人數為 17 人。
圖﹕大法弟子樸世浩
2001 年 10 月 14 日，法輪大
法信息中心證實有
323 名法輪功
我為您獻上一支潔白的菊花，帶去
學員被迫害致死。
據
2001 年 10 月
我們對您的敬意。
您放心地走吧，家鄉的父老 底中共官方內部統計，拘捕中的
鄉親會越來越明白您用生命告訴 法輪功學員死亡人數已經高達
1600 人。按照這個比例推算，現
他們的大法真象。
在被迫害致死的人數可能已達
5000 人以上。法輪功學員普遍受
【世道人心】小故事兩則 到各種形式的毒打、酷刑折磨、洗

遙寄被害致死的樸世浩教授
【編者按】延邊大學醫學院的
老教授樸世浩，因向民眾講法輪功
真像被拘禁在延吉看守所數月，於
2002 年 8 月 21 日被迫害致死。延
邊醫學院一官員證實樸教授是死
於獄中，並說屍體已被火化。延吉
看守所一警察則稱樸是「出去以後
回到家才死的」……
望著一群群的人流，看著一
家一家的親人團聚的情景，我的思
緒把我帶進深沉的悲哀之中。我在
醫學院的老師樸世浩教授丟下孤
零零的妻兒，帶著滿身的創傷離世
而去，再也無法和家人團聚。我們
失去的是一位多麼令人敬重的老
學者、好功友啊！
樸世浩教授是位德高望重的
好人，他有才華，有很高度專業水
準，為國家為社會培養了很多的優
秀人才。他的科研成果不僅獲獎而
且擁有專利權。就是這樣一個好
人、國家的優秀人才卻因為信仰
「真、善、忍」法輪大法，就是因為
不放棄做好人，而遭到了江澤民集
團的慘無人道的迫害，直至在延吉
看守所非法關押期間被迫害致死。
我在看守所親眼見到過樸教
授。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一個人
人皆知的好人，一個德高望重的教
授卻被非法關押在專關壞人的地
方，遭受了精神和肉體上的雙重折
磨，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留下了被
毆打過的痕跡，昔日健康樂觀的他
被折磨得骨瘦如柴，身軀瘦小得如
同一個孩童。我無法形容當時的感
受，真是痛苦至極。作為大法修煉
人，可以說有一定的承負能力，然
而當我看到樸教授的那一瞬間我
的眼淚止不住的流淌，聲淚俱下。
樸世浩教授──我的功友！

我也要喊一聲
「法輪大法好」

令人信任的
大法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