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四前夕的“北京反革命暴乱”

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我骑车路过西长安街，见有
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向六部口方向赶去。
当时虽然已戒严，然而大部份军队被老百姓堵在城外，
还
没有开进来，街上多是学生和北京的市民，奇怪的是有不
少刀子、铁棍、叉子等凶器散落在路上，记得还有一种塑
料筋做成的圈套，有人说是用来勒人脖子的。
看到一群人
围着一个青年男子，
他手里举着一把带锯齿的大匕手，
愤
怒的对周围的人讲了他刚才看到的情况。他越说越气愤：
“XX 的，他们就用这个来对付学生，真法西斯！”原来
他们看到一些军车和估计是军用大客车从军事博物馆方
向开过来，显得很慌乱，使得车上的凶器撒了一路。一些
学生和市民正在向后来的人揭露这一事实。我沿着长安
街继续向六部口方向走，只见一路上撒落的凶器越来越
多。快到六部口的时候，看到几辆被“截住”的军车和大
客车，
周围围了很多人，在一辆大客车的顶上有几个头上
扎着布条的学生手里拿着小扩音器在向大家展示从车中
搜到的各种杀人凶器：机枪，步枪，刺刀，铁棍，菜刀，
铁叉等等，一边展示一边悲愤地诉说：“他们就用这些来
保卫首都人民的和平劳动！”
因为单位还有事要办，转了一圈我就回单位了，
吃晚
饭时，一朋友刚从六部口回来有点激动地说：六部口那打
起来了，有很多防暴警察从中南海方向冲过来，用催泪瓦
斯和像皮子弹向学生和市民进攻，
想抢回那些凶器，我们
用砖头还击，不让他们取回那些物证。现在还在僵持。
可没有想到晚上新闻联播令人震惊地播出了当天北京发
生反革命暴乱新闻，
并一再重播。电视上的部份镜头正是
学生在大客车顶上拿着机枪向众人展示、和市民与防暴
警察僵持的画面，还详细地播放了从“暴徒”那“缴获”
的凶器，只不过通过剪辑和色调处理，显得阴森恐怖，再
加上煽动性的旁白，有声有色，人证物证俱在，似乎真的
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成了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的藉口，
录
像中的那几个客车顶上的学生也作为暴徒受到通辑。
现在江泽民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
传统，
一手导演了
所谓“法轮功天安门自杀升天”的惨剧，
作为更加血腥镇
压法轮功的藉口。这次我虽然没有亲眼所见，
但透过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和其它中共媒体的报导，
不难看出其手法
如出一辄，只是更大胆，更奸滑，更无耻，更歹毒。
（下转第 2 页）
其实，在当代中国，不论是那一代人，我们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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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华盛顿邮报 2 月 4 日发表署名
菲利普.P.潘 (Philip P. Pan) 的文章，题
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
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
争”的惊世调查文章。向世界提供了包括
以下几点在内的事实：
• 刘春玲不是开封本地人；
• 刘春玲曾不时殴打老母和幼女；
• 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从来没人见刘思影之母练过法轮功

作者 大山

天地
《 华 盛 顿 邮 报 》揭 密 惊 世

到最近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文章称，自焚死亡的刘春玲女士邻居
称，刘是一个有点怪的女人，51 岁的邻居
Liu Min 说：“刘春玲打她的母亲，她妈妈
被打得大喊大哭。她也打自己的女儿 (现
年 12 岁的刘思影)。”
文章指出，邻居说她生活困难，精神
有毛病。
官方媒体报导，她的继母郝秀珍 (译
音) 78 岁，去年一度被刘春玲赶出家门。
文章也提到，39 岁的邻居、夜市卖饺
子的刘晓宇(译音) 说：“我没有说我不相
信政府，不过我也没有说我相信它。我们现在都明白
了，政府控制了新闻。”
文章指出，邻居们不知道刘春玲如何维持生计，不
过她不是当地人，人们也不知道她的孩子刘思影的父
亲住在哪里，但中国广东的一位男子为刘春玲支付房
租。
文章引述刘春玲女士邻居、22 岁的文健(译音) 说，
刘春玲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工作，通过为顾客陪吃、陪舞
而获得报酬。
文章最后说，从来没有人见她练过法轮功。

自焚时灭火器里喷出的竟是汽油！
【人民报消息】大陆某媒体记者透露：公安内部除夕
之前就事先知道天安门广场要发生自焚事件，已准备好了
灭火器等，并约定自焚者烧到一定程度再灭火。事件发生
当场，有的灭火器里喷出的竟是汽油......
是谁害了小思影？谁是真正的凶手？谁是自焚案的主
谋？

少都有被他们欺骗的亲身经历，刻骨铭心，
是不那么容易受骗的。真正感到无可奈何的
是他们邪恶到骨髓的无耻和无所不用其极
的治人手段，往往超过了你我的想象能力。
记得在大学时，政工干部在作爱国主义
教育的时候经常讲“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
狗窝”。当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无耻至极的
独夫民贼统治之下，他们高叫着爱我即是爱
国，不和我一致就是国家的敌人，就往死里
打！
我热爱我的祖国，生为一个中国人是我
永远的自豪，但狂犬就是狂犬，恶人就是恶
人。一个生命，尽干丧尽天良的坏事，人都
算不上，怎么能代表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呢？

“王进东”二十三日自焚
贾春旺二 十二日就知 道
【人民报消息】我叫林春水，是中国民主党
国内负责人之一。王进东 23 日自焚，贾春
旺 22 日就知道的消息，是公安部一高级官
员 1 月 28 日向我提供的。我想补充三点：
一、在中央政法委的会议上，罗干曾经
说：根据掌握的情况，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
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
二、中共说 CNN 明知有人自焚，见死不
救，要追究法律责任云云，其实这纯粹是虚
张声势。该官员提到接电话的是“小麦”，
其全名是 Rebecca Makinnon（里贝卡。麦金
农），CNN 接听的所有电话都有录音，北京
国安局的监听部门也有录音，都可以证实没
有人打电话说“自焚”两字。 (注：ＣＮＮ
发表声明，澄清事前完全不知情及没有涉及
策划。)
三、历史博物馆上方确实有摄像机，
六四时就 拍摄了许多镜头。但这种摄像机
不适合近距离拍摄（例如特写镜头等），
如果临时有任务，中共当局一般都派人携
带高级摄像机拍摄，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 自 焚 事 件 ” 中 的 真 假“ 王 进 东 ” 及 其它 疑点

（上接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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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大陆某些新
闻网提供的王进东自焚
前后的照片，我们发现
王进东自焚前的相貌特
征是脸颊消瘦、额头有
一黑痔、平额、小骨架，
而自焚的“王进东”却
是大脸盘、宽而突的额
头，大骨架的胖子（见照
片），由此可以怀疑两者
不是同一个人。

势，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显得
很悠闲。
4．报道中说王进东是这一事
件的组织者，而且由事实看其伤
势最轻，为何不对其进行采访，甚
至面都没露，也没有对其治疗情
况的详细追踪报道，却毫无人性
地对“伤势很重”的小女孩纠缠
不休。

2．自焚王进东的齐
刷刷的头发边缘及比例
失调的面部让人感觉象
带了假发或面具。由外
观看其面部和衣着均未
有多大焚毁，并且还能
在镜头前声嘶力竭喊口
号和有 力地挥掉灭 火
毯，且能稳坐散盘、“结
印”，这一切说明他并未严重烧
伤，但报道中却说“4 人大面积烧
伤”、都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且经过“奋力抢救”“度过了休
克期”，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答案
可能只有一个：一切都是在演戏。
3．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
警察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

5．对如此重大的案件，经过
了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却没有所
谓的送站和接应的人的处理情况
及报道？
6．排除报道关于点火次序前
后矛盾，按照其一种说法是王进
东第一个点燃火，
却被用4 个灭火
器及灭火毯救了（灭火器和灭火
毯从何而来？），而且只用了“不
到一分钟”，而“几分钟后”才点
火的其他4 人却伤亡惨重。按常理
救了王进东后，应更有条件迅速
扑灭其他人身上的火。
7．积水潭医院院长在电视上
说接市政府通知前去抢救，北京
市民皆知急救车接电话即会前
往，怎需市政府的通知？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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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地狱的小鬼，
马三家的做法我们
也会。江泽民说打死白死！”其中孙队长说：“我要把你们
打成小鬼，打死你们不犯法，让你们变成鬼转世也当
警察”其恶毒尽显。打人的干警全身大汗，用尽全
力，把手都打没劲了，棍子都打弯了，气喘咻咻。他
们又拿凉水往被打昏的学员脸上泼，毫无人性。所有
这些仅仅是因为炼了法轮功。
加拿大公民张昆仑教授被抓后，院路派出所张所
长说：“江总书记说话了：法轮功是 X 教，你们就是
X 教徒；怎么整都没有事，整死后拖出去埋了就说是
畏罪自杀”。张所长和干警梁 X 每人各持一电棍，电
张昆仑全身。并声称：你要喊，电棍就伸入你的嘴。
在历史进入新世纪之时，中国人民却仍然生活在
如此悲惨的恶梦里。130 多个善良的好人被活活迫害
致死，上千身心健康的无辜生命被送进精神病院，强
行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 物进行摧残，数万人被投入
监狱，无理拘押，非法劳教，送转化班，并受到四十
多种酷刑折磨。他们被剥夺了工作、学业，被榨取钱
财。亿万中国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陷入巨大的
痛苦之中！法轮功，一个修身养性的群众活动，在人
类的二十一世纪，却受到如此的残害。
江泽民在中国暗中推广暴力、制造恐怖，大量陷害虐杀
无辜，无不令人为中国的百姓担心。这些杀过人的刀，不久
可能会随时对向任何一个人。但是，天理昭昭，天网恢恢。
灭绝人性，罪大恶极的江泽民，终将恶报难逃！

江泽民施暴政 灭绝人性

年之初，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又发生一起血淋淋的惨
案。无论自焚者是何种身份，出于何种原因，目的，
但是一个生命被逼到了要引火自焚的地步，可见在中国目前
的环境中，他们的苦难已经无法承受，他们对现实社会
已经彻底绝望！他们选择最残酷的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
告诉世人，这个社会黑暗到生比自焚的痛苦还深。中国
人民在江泽民的独裁与黑暗暴政下，悲惨的生活淋漓尽
致地展现到了世界舞台。
自从 99 年镇压法轮功以来，江泽民不断地撕去伪
装，暴露其邪恶的本性。层层传达的“中央指示”：
“从经济上搞垮，精神上摧毁，肉体上消灭”，无不充
满了暴力、仇恨和血腥之气？前不久，中共高层又有指
示，“打死打残的，不负责任，打死白打，打死算自
杀，打死埋了就完了”。近日江泽 民更是疯狂到了歇
斯底里，要跟法轮功玩命的程度，公开宣称，“打死打
伤法轮功成员不必负任何法律责任，打死也白打”。江
泽民作为一国首脑却如此歹毒，完全丧失了理智，不加
掩饰地教唆纵容罪恶，真是举世无双。这种反法律、反
人类，反正义，反良心，反道德的指示，毒害着全中国
人民，使恶人更加道德伦丧，失去人性。
在江泽民的教唆纵容下，拘留所、劳教所、派出
所、精神病院，只要是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江泽民的
爪牙们显现出魔鬼一般的本来面目，一面对法轮功学员用尽
一切邪恶的酷刑手段残忍地折磨大法弟子，一面不约而同地
发出令人毛骨耸然的嚎叫：“上面说了，打死就算自杀”。
大连教养院的干警在打学员时，一边打一边喊：“我们

江泽民爪牙曾庆红妹夫坐镇四川 抓捕全部法轮功学员
【人民报消息】根据四川省公安厅内部消息人士透露和曹
家巷派出所人员证实，四川警方将从 2 月 5 日开始大规模
抓捕法轮功学员。凡是坚定不移表示修炼到底的，一律移
送劳教所长期关押。四川省委书记、曾庆红的妹夫周永康

亲自坐镇指挥，叫嚣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
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
断绝经济来源。”

江泽民亲信罗干亲临指挥
江西省要抓光法轮功学员

残暴的北京密云看守所

【人民报消息】2001年1月中旬，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得力
干将罗干亲临江西省南昌市“坐镇指挥”，由公安部、安
全部等六套班子组成工作队将南昌市曾进京、散发传单被
抓过的 法轮 功学 员统统 抓起 来办 封闭式的「转化 学习
班」，并扬言待学习班结束时未被转化者将直接送劳教。
2001年1月30日至2月1日，江西省公安部门在全省范围对法
轮功群众进行大规模逮捕，并扬言凡是炼过法轮功的要一
个不剩，全部抓光。为达此目的，竟采用为当今世界所深
痛恶极的流氓手段，把学员亲属抓去作人质。

2000 年 12 月 29 ─ 30 日期间，河北某市一位法院工作
人员赶到北京市密云县看守所接他们地区去北京上访的弟
子，却看到了这样一副惨景，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直挺挺地
躺着两具男尸，都系外地人，年龄大约都是在 30 多岁，遍体
鳞伤，惨不忍睹。于是河北这位工作人员就问密云看守所执
勤的一位看守人员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打死的？” 那
位看守员不屑一顾：“问他们哪儿来的他们不说，不说就打
死了！谁让他们不说！”
密云县看守所恶人榜：李健华，副所长；于长海，副
所长，(现已调离)；管教王海英、王银山、李柏山、张玉
震。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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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公园与街头，有熟人和 尿路感染。更令人惊奇的是白血球上
血色素上升到 10 克，
血小
朋友向我道一声：“你现在身 升到 3,600，
非常好！我这才明白，
体真好”时；当我和亲人们和睦相处、 板上升到10 万，
感受着温馨和美的生活时，一股暖流 这是炼了法轮功后净化身体的反应。
便会涌上心头：来到人世已有四十多 我就这样走上了修炼法轮功的道路。
随着炼功的坚持，神奇的法轮大
年，我感谢至高无上的法轮大法，带着
法不断净化着我的身体，同时也在净
我走进了生命的春天。
我是个苦命之人，出生不久便被 化着我的心灵，不知不觉中我变得越
送到乡下祖母处，因缺乏营养而得了 来越宽容和善良。
过去我同婆婆关系极端不和，因
奶痨症，虽说小命保了下来，可体弱多
病的我，总比别人少一口气。连母亲都 为她太封建，说话行事处处都要占先。
笑话我不如她这个老太婆。我有青春 我上下班路上三、四个小时，她却不肯
的岁月，却从未体验过青春的欢乐。十 帮我接送小孩，尽管托儿所近在咫尺。
年前我突发高烧两周不退，小便呈酱 甚至有一次孩子在托儿所因痢疾泻个
油色，经诊断系自身免疫功能异化而 不停，阿姨上门三次，她都推说小孩母
破坏白细胞。在抢救过程中，医院连发 亲不在家而置之不理。气得阿姨事后
三张病危通知。尽管我活了下来，可这 见到我说：“以后这个老太婆生了病，
真是一种苟活呀。而不幸的是，七年前 你不要去管她，太不像话了！”由于此
我又得了更年期综合症，每次例假都 类事太多了，所以我对她充满了怨气，
要滴漏两周，对我
这贫血之人，虚弱
之体来说，无疑是
雪上加霜。
1994 年有一天，这是个让我终身 连丈夫春节要多给她 10 元钱，我也坚
难忘的日子。这天上午我去看妇科门 决不同意。
现在我变了，不但宽容了这一切，
诊。医生见我脸色不好，要我化验。报
告出来，白细胞 1,200，血色素 3.5 克， 还处处能替老人着想。有一次丈夫从
血小板 5 万。下午，一位朋友来看我， 婆婆处回来不高兴，说是婆婆怪我们
郑重其事地把《中国法轮功 (修订本)》 上个月的生活费没给她，其实已给过
一书递到我手中，嘱咐我一定要认真 了。我对丈夫说：“生气对自己身体不
地读一读。于是我捧着法轮功的书坐 利，婆婆年纪大了犯糊涂，她说没给就
在电扇底下看了起来。奇怪的是，我一 没给，重新给她不就得了”。以后我又
边看一边眼泪鼻涕流个不停，把一条 主动对丈夫提出，婆婆这么大年纪了，
毛巾手帕全打湿了，我还以为是感冒 一人生活得很不容易，我们只要拿得
了呢。半夜里我梦见自己病全好了。醒 出，尽量多给她点。于是逐渐加到每月
来后想，也许炼法轮功病真会好的。我 400 元。后来，得知婆婆有病，我马上
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死马当成活马医， 把她接来同住（我们只有一间房）。我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决定学炼法轮 每天为她擦身换衣，半夜起来喂水喂
功。到 9 月份例假又来了，意外的是三 饭。她老泪纵横地对我说：“连女儿都
天立刻乾净，而且量也适中，完全正 没做过的事都让你给做了”。又双手合
常。我欣喜若狂。过了半个月，我原有 十地对我说：“你是个真正的修佛之
的尿路感染复发了，症状完全同以前 人哪。”
就在婆婆病倒的同时，我母亲又
一样。我去医院做了小便和血常规两
项化验。结果一出来，再次令我欣喜若 骨折躺倒了，而且是为了带她那宝贝
狂：小便里不见一个白细胞，根本不是 孙子。要在过去，我准会说你心中只有

儿子和孙子，那就让他们去管你吧。我
儿子从出生到长大，母亲从未为我缝
过一针一线，甚至当我为儿子断奶，乳
房胀痛要上医院而求她为我看半天孩
子，她也狠心拒绝。这些我统统一笔勾
销了。因为大法告诉我们，遇事要想内
找，如果别人对自己不好，一定是自己
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我想这就
是体现了“善”和“忍”吧。因为要照
顾婆婆而无法脱身，于是我马上为母
亲请来保姆照顾她。虽然我每月只有
几百元的收入，可保姆工资我全包了，
且一直付到母亲病好为止。连一直重
男轻女、对我有成见的母亲也由衷地
说：“谢谢法轮功，谢谢李老师，把我
女儿调教得那么好。”
我的修炼实践使我深切体会到：
修炼过程就是
不断纯正、净
化自己灵魂的
过程。每当我
去掉一个肮脏思想或执著之心，提高
一个层次，我的身体就能得到一个明
显的改善。所以我越修越自觉，越修越
积极。丈夫告诉我，甚至连做梦我都在
说：谁做得好，我就向谁学习。我是修
大法的，你们能做到吗？多年来我就
是这样扎扎实实地在修自己，我因此
成了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大法受益
者。现在我每天神清气爽，精神饱满，
步履轻松。家人说我“从里到外彻头
彻尾换了一个人”。
大法给了我新生，对我可谓是恩
重如山，恩深似海。我却一直没有勇气
站出来面对世人说一句公道话，真话
和心里话。可见修“真”一点不比修
“善”和修“忍”容易。因为现在讲真
话可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今天，我必
须说出我的心里话，哪怕为此而舍尽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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