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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在12
月17日再次推出了“家庭血案”，在法院审
判之前，中央电视台越俎代庖，认定傅怡彬
是因为“痴迷”法轮功而行凶杀人。报道中
有许多破绽，比如傅殴打父母，说谎，甚至
行凶杀人都完全违背了法轮功的修炼原则，
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修炼法轮功的人。
这种赤裸裸的陷害，无非是通过栽赃法
轮功，再度掀起一个“揭批”的舆论高潮。
回顾一下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的历史就会
发现，整个的过程就是在舆论造假开路下的
镇压的不断升级。从99年7月定性为“非法
组织”，10月份的“X教”，4月开始基本上
只要到天安门和平请愿就判劳教，8月份出
现“打死算自杀”的密令；在2001 年1 月，
导演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焚人惨案；2001年
6 月《法制日报》公布两高的司法解释，为
镇压提供“法律依据”；9.11事件以后，为
将法轮功抹黑成恐怖组织，抛出了漏洞百出
的“炭疽”事件和包括傅怡彬杀人案在内的
一系列杀人案。
这种舆论造假和镇压的不断升级的背后
是镇压的无力和不得人心。尽管江泽民“短
期内彻底根除法轮功”的指示下达多次，结
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随着国内外法轮功学员全面讲清真相，大部分国内百姓早
已从各种渠道了解了法轮功真相，使谎言越来越无力。而在海
外反对镇压法轮功的声势也正在日益壮大。如不久前36位西人
法轮功学员天安门和平请愿；加拿大
加拿大魁北克高级
加拿大魁北克高级法院判决《华
魁北克高级法院判决《华
侨时报》立即停止攻击法轮功；
；美国地区法院12月21日以非法
侨时报》立即停止攻击法轮功
致死、酷刑、反人类等罪，判决湖北公安厅厅长赵志飞有罪等
等。
自古以来对正信的镇压就从来没有成功过，对法轮功的镇
压也绝不可能是个例外，离奇的谎言和镇压的升级只能是让越
来越多的人认清镇压者的假恶暴的本质。

海南邱德丰本是精神病患者
公安透露不法官员利用此案构陷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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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眼人谈
傅怡彬“
傅怡彬“京城血案”
京城血案”
●出租车司机笑谈“
出租车司机笑谈“京城血案”
京城血案”：现在

什么都往法轮功头上安。
日前乘出租车外出时，向司机讲起大法真相，当
谈起近期央视播出的所谓“傅杀亲”案时，司机笑起
来，说：“他（傅）是什么练功人，这人原来是东北
兵团的，回来后精神就不正常。又抽烟，又喝酒，家
里困难极了，根本供给不了他。我们那一片人都不理
他，都知道他有病。后来电视一演他也成了‘法轮
功’了，可把我们逗坏了，现在什么都往法轮功头上
安。”由此可见，央视的谎言再叫嚣一千遍，也掩盖
不了事实真相。
●70多岁的老医生直揭栽赃破绽
多岁的老医生直揭栽赃破绽

：

“我在50年代看过杀人现场，墙壁和房顶上溅的
血迹是一点点的，这是由于头部和手臂等部位的动脉
血喷溅形成的，根本不会出现象电视中演的墙上到处
都是成片的血迹。”
●美国精神病专家

Viviana Galli：以
精神病案大做宣传，误导民众是别有用
心的
美国精神病专家 Viviana Galli：从精神病学
的角度来看，假如这个凶手向记者讲的是真话，我们
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即当他在2001年11月25日杀死他
的父亲和妻子时，他是犯有精神病的，当他杀人的时
候，他不仅患有妄想症，并且表现有命令式幻听的症
状及能量异常增多。
至于“焦点访谈”在12月23日的追踪报导中傅
说的“因为我们一直在修‘善’，‘善’心有了以
后，最后就要有一个杀心”，这显然是一句只有精神
病患者才会说出的话。傅的精神不正常似乎已有很长
时间了。傅的一位亲戚曾对他的同事马瑞金女士 (现
居美国) 提到：8年前，傅曾经一丝不挂地跑到街上，
家里人都管不住他。
从精神病学的角度上看，新华社对傅怡彬杀人案
的报导和宣传，把此案当作由于练习“法轮功”而发
生的，企图误导民众，是别有用心的。
（下转第二页）

近日，公安内部有不愿再跟随江泽民作恶的人员透露：是
海南省委书记白克明指使省公安厅和媒体将12月11日发生在海
南省澄迈县玉堂村一个精神病患者邱德丰的杀人案，用来栽赃
陷害法轮功。
据公安部门办案人员透露：邱德丰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
人。邱的妻子、家人、左邻右舍和村民证实邱只是一个在村子
和镇上游荡的精神病患者，从未出外打工，也从未练过法轮
功，根本不存在其妻烧书与民警在邱家发现书籍的事。村民只
看到12日民警严密封锁现场，然后又搬来东西（书籍）在邱家
布置拍照摄影。可是众口难封，一时间，这起如何栽赃陷害法
轮功的事实真相很快在海南传开了。大街小巷、单位、村庄都
有议论。
是按白书记指示办的，你们谁敢不按我们说的去乱讲
为防真相透露，公安厅恶人竟威胁说：“我们公安部门也 就是对抗中央，也要当法轮功抓起来判刑......”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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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中央电视台不是在说自己吗？
文/燕歌
12月16日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了
傅怡彬
彬 杀亲惨案，并一如既往地将这
一惨案栽到了法轮功头上。可是这出
戏一出台，就受到各方解剖和嘲笑，
“焦点访谈”被讥为“焦点谎谈”，
“中 央电 视 台”被封 为“中 伤电 视
台”。
但中央电视台在23日的“焦点访
谈”节目中又做了追踪采访，直追谎
言而去。还请来了一位张姓“专家”
一起追踪。张“专家”说：“实际上
是‘精神催眠’在起作用。催眠就是
精神控制，最常用的催眠方法是长时
间的、反复的、单调的刺激。”并说
“这种长时间地去读读读听听听，看
看看”之后，人“自然就进入一种催
眠状态” 。

笔者听了“专家”一席谈非常佩
服，因为这不正是在说中央电视台自
己吗？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两年多
来，中央电视台一直在用杀人、自杀
等血淋淋的伪案对观众进行“长时间
的、反复的、单调的刺激”，尤其是
在99 年7、8 月间更是 如此，打开 电
视，几乎全是揭批法轮功。除了中央
电视台，各种媒体报刊也都一齐赤膊
上阵。各大中院校和政府机构更是强
迫学生和职员“长时间地去读读读听
听听，看看看”对法轮功的揭批，按
张“专家”的权威分析，这不是“催
眠”是什么？很可能傅怡彬就是在这
种“长 时 间的、反 复的、单 调 的 刺
激”下“自然就进入一种催眠状态”
从而制造了一起惨剧。他在弑亲之后
被警察抓捕，想必也受到了警察和专

明眼人谈 傅怡彬“
傅怡彬“京城血案”
京城血案”
（接上页）
●旅外中央电视台国际部高级记者：关于法轮功的新闻属于

“最高新闻”
最高新闻”，稿子都是总编室机要人员直接下来的，各
部门当作政治任务完成。 新闻组根本不能随便派记者采访，都是专人
进行，非常保密。我们谁都不愿管这摊事──明知道是假的，还要当回事做。
现在都是些投机记者和直接受国家安全部控制的“编辑”来负责这些新闻。
●大陆某大学心理系教师：傅是很明显的精神病患者,
大陆某大学心理系教师：傅是很明显的精神病患者 ,应有

长时间的前兆，管理部门为何未将其送入医院治疗？
我是中国大陆某大学心理系教师，原本是医生。从照片上看，傅某是很明
显的精神病患者，病人病到这样的程度，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前兆，为何未
将其送入医院治疗？
中国是国际上精神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每年精神病人发病高达7000万
人，政府应采取紧急行动，防止更多杀人案再出现。
●旅美资深设计师李博士：悲剧发生应追究政府部门失职
旅美资深设计师李博士：悲剧发生应追究政府部门失职
傅怡彬杀家人是他个人和家庭的悲剧。几年前英国发生类似的悲剧，当时
的媒体报导和社会舆论都集中检讨医院及政府医疗管理部门的失职。在中国却
将其用作攻击“法轮功”的依据，把它延伸为一个社会悲剧。政府人员不但不
想办法防止和制止这种悲剧的发生，相反去“挖掘”这类新闻事件以配合其政
治需要。
●此地无银三百两

：“傅怡彬”
傅怡彬” 成大陆网络封锁关键词

最近，大陆网络封锁新增加了一个要过滤的关键词：傅怡彬。这“此地无银三
百两”的行为，更让人觉得了栽赃陷害者的心虚。封锁一切传播真相的渠道，
不过是惧怕人们知道“傅怡彬杀人伪案”是又一起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罢了。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长时间
的、反 复 的、单 调 的 刺 激”，之 后
“自然就进入一种催眠状态”从而在
“精神控 制”下 走上电视 栽赃法 轮
功，说出了那么多极为可笑的胡言乱
语。
610办公室其实是一个官办的恐怖
组织，它在大陆各地办了多如牛毛的
所谓“转化班”，有的叫什么“法制
教育学校”。“转化班”的主要“教
学方式”就是“长时间的、反复的、
单调的刺激”，甚至“长时间”不让
法 轮 功 学员 睡觉，“反 复的、单 调
的”向被绑架进来的法轮功学员灌输
形形色色的逻辑扭曲的谎言。如果无
法使法轮功学员“自然就进入一种催
眠状 态”，“转化班”的“教 员”就
开始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单调
的毒打”，一些人就是在“这种长时
间 地去 读读 读听听 听，看看 看”和
“打打打”之下，违心地写下了“保
证 书”、“决 裂书”、“揭批 书”并
通过严格的“验收”。好在这种“催
眠状态”和“精神控制”不能维持多
久，绝大多数人离开“转化班”后就
从“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在法轮
功 的“明慧”网 上 严正 声 明“转 化
班”的“精神控制”无效。
张“专家”可能会说笔者误会了
他的意思，他的话是针对法轮功的。
可是就笔者所知，法轮功从来没有把
学员绑架到“转化班”进行“长时间
的、反复的、单调的刺激”，法轮功
修炼从来都是来去自由，修炼者可以
自由接触任何资讯，怎么能说是“精
神控制”呢？如果说法轮功学员研读
法轮功书籍就是“精神控制”，那么
基督徒读圣经、进教堂岂不也是“精
神控制”？学生上课岂不更是“精神
控制”？笔者前两天在报上读到记者
对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法轮功学员
吴伟标博士的采访，吴博士在四年的
读博期间发表了十余篇学术论文，刚
一毕业就被一流大学聘请执教。这种
成绩在大陆留学生中极为罕见，难道
吴博士是在“自然就进入一种催眠状
态”下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果真如
此，恐怕所有的留美博士生都想“自
然就进入一种催眠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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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文/本色
家父自80年代初起，有多项科研产
品获国家、地方专利；被评为高级工程
师并任华西某大学客座教授，并非法轮
功修炼者，亦非民运人士。
不久前，观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新近炮制之某疯人杀人案专访，一
向不问政治的家父竟破天荒作如下言：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疯了？！
访谈”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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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央企图利用其威望为自己服务，为私欲服务的本
质。当然，身在其中的百姓也知道对中央电视台而言，谈
法轮功是上边下达的政治任务，任何东西都要为政治服务
嘛。而如不照上面的意思办，就有可能面临被撤职的危
险。如今哪个单位又不是面临着这一局面呢？谁不知道哪
个单位出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其单位领导就会有麻烦，
从单位到个人的奖金都会打折扣？……

五十年政治风雨
五十年政治风雨，
年政治风雨 ，老百姓心里都
老百姓心里都清楚
家父认为，哪个单位都有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到
底怎样老百姓心里清清楚楚。再宣传也改变不了他所见到
的事实。而且中共宣传中的很多东西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比如信访办，中国政府规定信访办接待不同意见的人前去
反映情况，而不需任何人审批，因为中央好掌握全国情况
啊。这规定是合情合理的。处理上访案件本是很简单的事
情，中共却拿这样一件事来做文章，进而中伤迫害法轮
功，老百姓心里不是很清楚吗？你以为经历过反右、合作
化、大跃进……50年政治风雨的老百姓心里不清楚啊？！
做惯了逍遥派的家父说，50多年的党史已建立了一套
从上到下的完整严密体系。XX党擅长的是先打倒再编造栽
赃证据。从反右斗争到法轮功事件，其风云突变的政治气
候何其相似！记得刚开始整法轮功的时候，99年7月20日研
究院开中层干部党员大会，院长讲话的神情比文革时还严
峻，会后还特意跟我说，法轮功已被内定为非法，很快就
要被打成X教了，赶快叫你老婆这两天不要出去。（母亲炼
法轮功全院皆知）。也就是说，被打成邪教不是因为什么
证据，而是因为上面的“内定”。
家父说现时中国已被教化成无理可讲也不用讲理的国
度，只须记着照上面说的办就行了。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来
就没好过。

家父说，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
“焦点访谈”这个节目已丧失了最起码
的理智。他说，我们把法轮功称为一个
组织，其实它只是一个有共同理念的人
的集合体，这个理念来源于对李洪志先
生的《转法轮》及其系列丛书的理解，
对真、善、忍的认同。要判断这个组织
是否是邪教或教人杀人的组织，只要将
书公之于世，再用实例说明其必须深揭
狠批的原因就足以达到目的。
焦点访谈的逻辑是，采访对象是个
杀人犯：他杀了人，并在采访镜头前口
出狂言，今后还要继续杀，他是一个杀
人狂、杀人犯无疑；杀人犯看过法轮功
的书，练了法轮功的动作，自称是法轮功的人；所以，法
轮功是一个教人杀人的组织。“焦点访谈”的编辑先生得
到了一个如此符合党中央指示精神的结论，真够难为他们
的了。
只是编辑先生忘了，李先生的书只教人真、善、忍，
只教人慈悲，严禁杀生，更何况杀人。
家父说，目前中国的问题根本在于: 江泽民集团不承
从“焦点访谈”所采访的对象来看，被采访者是个精
神病患者无疑。一个如此权威的编辑部，竟拿一个精神病 认人与人之间要有法治观念，不承认维护社会的稳定在于
来作采访对象。看来，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 明确的法律关系、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然，也不排除这个精神病人只不过是个做戏的人在背台
200个怕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
词。那么，是谁在导演这场戏呢？

消失了

认识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
家父说，他所在的研究单位，修炼法轮功的人的人
品，大家有目共睹。群众决不会相信法轮功人会杀人。院
里有位练法轮功的阿姨被逼死了。可怎么死的？单位老百
姓心里一清二楚。610不把她抓去洗脑班她会死吗？许多人
已退休多年了，自己想练法轮功，非得将人逼到绝路不罢
休，这是什么理？群众看到的是，法轮功能键身，能治
病。原来有病的，象家母那样，曾经体弱多病的，凡练了
法轮功的，现在都好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老百
姓看得很清楚。
从中央电视台制作出的这些拙劣节目来看，百姓已看

家父过去常以一个冷眼旁观的混事者自愚, 近来一起
集体被抢杀事件却引起了他的深思：中国一艘载着200多人
的旅游船，忽然被3个持刀带枪的强盗上船洗劫。强盗把不
敢喊叫，更不敢反抗的200人都叫到舱上，一个一个搜身，
搜完赶到下舱去，直至把钱全部搜刮完，然后把舱门一
盖，一把火连船带人全部烧毁。200个怕死的生命就这样无
声无息地消失了。中国人明哲保身的状况和因此带来的恶
果，在此次轮船事件中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天 地  

系列杀人伪案面面观 2002年1月28日

请您三思
★ 法轮功修炼者怎么会杀人？圆满就是自杀吗？
法轮功教导人们禁止任何形式的杀生，包括自杀。《转法轮》第七讲中说：“对
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
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
一点是肯定的。”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会严格按照法轮功的心性标准来要求自己。
圆满是修炼人达到无私无我，真、善、忍的境界，返本归真。这是佛家、道家修
炼中都有的概念。决不是央视所宣传的死亡，更不是自杀的概念。

★ 法轮功修炼者会伤害别人吗？
法轮功修炼者会伤害别人吗？
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两年多了，多少学员被抓，被打，被关押，被抄家，已证
实了有300多位学员被迫害致死（据大陆公安内部透露实际数字是1600多人）。
而在这样严酷的迫害下，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使用暴力。直到今天，我们没有听
到一起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女学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说：
“在被关押的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面对的不是警察就是犯人。警察愤怒时拍桌
子，厉声大叫不让我睡觉。犯人们管我叫新来的，整日厉声恶语，让我躺在湿淋淋的
地上。还让我在房顶滴漏污水的地方睡了两天。我一直牢记师父的教诲：‘别人可以
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 。

★ 为什么害人者老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央电视台播放造谣中伤法轮功的假新闻也可说是家常便饭了。“4.25真相”，
有专业人士分析是用了“移花接木法”。“天安门自焚”，经分析央视“焦点访谈”
节目录像，破绽百出，已有一首古怪歌云：“天安门警察真奇怪，背着灭火器去巡
逻，塑料瓶子烧不破，割破气管会唱歌......”。此事在国际上已是尽人皆知，联合
国教育基金会分析此录象后称“自焚事件”纯系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并有备案。
其实谎言就是谎言，是一戳就破的。一个邪恶集团靠假话骗人生存，扼杀的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真善忍，又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媒体把谎言、偏执和仇恨装入人们心中
时，社会又将变成什么样？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制片人的宣称：
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
2001年三月的一天，几名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举办
的关于中国近代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大都是世界各国的汉学专家。会上首
先展示了中国代表团带来的几十张文革时期的照片，将与会者带回到中国的那一个黑
暗时代。其中包括某省长被挂牌批斗的凄惨画面，与那为大跃进所制造的“亩产万
斤”的假照。据说这些照片是第一次公开在国外展出。 观后一位女士感慨地问：三十
年的照片现在才得以公开，现在许多学者都在把对法轮功的迫害与当年的文革作对
比，请问那些迫害的图片是否也要到很久的以后我们才能看到？ 中央电视台“焦点访
谈”制片人听后举起一个瓶子，把从不同的角度看这瓶子会看到不同的形状比作了新
闻的报道：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会有不同的结论，言下之意是新闻在他看来并没有真
实性。这话竟出自中国国家电台新闻工作者之口让许多在场的人诧异：中国的新闻，
特别是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还有真实性吗？
会后与这位制片人谈及做人的良心时，他说：“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在那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自焚”录像，以至最近的傅某
血淋淋的杀人案，这不都是这种败坏的新闻职业道德的真实写照吗？可怜老百姓却要
天天接受这种谎言的欺骗和愚弄， 让人忧虑啊！

请 传 阅， 功德 无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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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
段 时 间 以
来，中 央 电
视 台“焦 点
访 谈”连 续
播放杀人案
构陷法轮大
法，为 进 一
步迫害制造
借 口，只 可
惜国内外不
断有人指出
其 漏 洞 百
出。因 惧 怕
中国大陆群
众通过收看
国外电视了
解海外国际
舆论支持法
轮 功 的 真
相，近 日 来
逐 户查 看，
强制将群众的卫星电视接收系
统“小锅盖”全部拆掉，引起
北京市民的强烈抗议。

前车之鉴：
痛失的良知
──寄语新闻工作者
──寄语新闻工作者
对于利用假新闻造谣
中伤，前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长在《思痛录》中有这
样一段话：“但是现在我
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
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
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
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
‘任务’。我清夜扪心，
能不惭愧、不后悔吗？”
“我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
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
牺 牲 的 还有 自己 的 良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