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截止至5
5 月 9 日，被迫
据不完全 统计，截止至
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高达2
死的法轮功学员已高达20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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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构陷
再看中央电视台“
再看中央电视台“自焚”
自焚”录像
“慢镜头中， 刘春玲， 两个死难者之
一， 看上去不是因为火焰灼伤而倒下，而
是被一个穿军大衣的人用重物击倒。”
- Charles A. Radin
(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环球报4月18日14版)

人 们怀着震惊、哀伤的心情观看中央电视台“焦
点访谈”关于“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电视节目，然而却
发现了大量破绽，令人更加震惊。
在烈焰与浓烟之中，我们看到所谓“自焚者”刘春
玲，在烈火灼身中挣扎着跑出生命的最后几步之际，明
显遭到了重物击打，然后猛然跌倒在地，其景凄惨无
比！
我们也看到：所谓练了五年多法轮功的“王进东”
坐在广场上以初学者的散盘姿势进行表演，旁边的警察
拿着防火毯，悠闲地配合著，等着“王进东”喊完让人
们误解法轮功的口号后才把防火毯盖在他头上。
我们更看到，就在这个似乎浑身上下被烧得体无完
肤的“王进东”身上，两个据说是用来装汽油的雪碧瓶
子依然象模象样地搁在“王进东”腿上。请想一想，高
温下装满汽油的雪碧瓶怎能完好无缺呢？
我们还看到更多的与大陆官方宣传不一致的事实。
如果您细看录像慢镜头，您也会有许多发现。
纵观中国的50年历史，历次运动都是以欺骗，煽动
仇恨和残酷迫害为标志的。为了与最高领导者的思想保
持一致，媒体可以随意诬陷造谣，颠倒黑白；执法人员
可以肆意妄为，草菅人命，酷刑乃至肉体上消灭敢于讲
真话的人，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江泽民把这套手法发
挥到极点，指示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拖
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算自杀”。
大跃进中浮夸亩产万斤，随后饿死上千万人却归咎
于自然灾害；文革中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

人民日报煽动起红卫兵对地主，富农，走资派的仇
视，干出很多伤害同胞、甚至杀人害命的事；六.四天
安门事件中咬定没死一个人，在所谓的平暴纪实中利
用烧焦的尸体引发对“暴徒”的仇恨从而转移对学生
的同情，而且强迫人人表态过关。
近日又有把江西芳林村小学鞭炮爆炸说成为癫人
所为等等，难怪人说中共政权说谎成性。
在今天，正进行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欺骗和煽动
仇恨，试图欺骗所有人和把仇恨装入所有人的心中，
为的是压垮20个月来不屈不挠和平讲真相的法轮功学
员。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
更详细，更多的真相请看6分钟的“自焚事件真
象”(见
http://www.minghui.ca/mh/
articles/2001/3/9/8851.html）的 慢镜头和重 复播
放，所有“自焚”镜头取自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希望有助于您做出自己的判断。

自焚真相大曝光:
自焚真相大曝光:
天安门前导“自焚”，
录象自爆凶杀情。
重物击头倒地死，
铁证如山观者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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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评论：

再访“4
再访“4．25”
撰文/华夏史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极 其特殊
的日子。
这一天，一万多名普通的中国人民不约而同地来到北
京国务院信访局，严肃地行使了一个中国公民拥有的宪法
权益，从容地尽了一个中国公民的义务：平和有序 地表达
自己的意见。
这一天，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面对普通民 众的诉
求，表现了一个现代政治家应 有的风范和 人民公仆的 本
色，亲自接见了群众代表，听取他们的诉求，及时妥善地
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这一天，所发生的一切，被世人赞 誉为中国百姓对自
身宪法权益和义务的觉醒，中国政府对现代民主与法制的
尊重。这一切标志着中国正在进入现代文明大国之列。
然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一切，彻底打碎 了世人对中 国政府
短暂的梦幻。
这一天，成为一场恶梦的开始。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两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4．25事件发
生、发展及其引发的后果有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对
这一事件进行一个详尽的剖析将有助于世人了解中 国特殊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唤醒国人的觉悟和良知。

一、江集团的独裁本质决定了它
不 能 容 忍民 间的 独 立思 想 和 活
动。
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征是小政府，大社会，民间团体是
社会的主要力量。而在中国，大部分所谓民间团体，如青
联，妇联，以及各种宗教团体实际却为官办或为政府控
制。例如，寺庙里挂有“本寺党支部”的牌子。而国 际社
会 则 将 中 国 的 民 间 团 体 戏 称 为“公 公”(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既政府办的非政府组织。
与广播体操和全民健身运动等等由政府组织的 活动不
同，法轮功是一个由民间发起，在民间流传的祛病健身、
修心养性为主要宗旨的民间活动。
法轮功与其他气功的显著区别，如以修心 为主，免费
教功，不追求功能等，使其得以迅速传播。法轮功在中国

的传播还得益于92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
经济建设再次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问题。所以面对 美国新
闻周刊记者的发问：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一不同于 共产主
义意识形态精神运动为何能够容忍时，中国政府官 员毫无
掩饰地回答：因为法轮功给政府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在1992年到1995年之间，法轮功受到中国气功协会、
公安部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央电台电视台、地方电台电视
台大量的褒奖和赞誉。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的各级领导干部
修炼法轮功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由此可见，面对一个兴起民间运动，中国政府首先采
取的对策是为我所用。但当法轮功发展壮大到数千万人之
众，政府采取的对策就转变为由我所控。
中国气功协会领导 就曾提出要成立 法轮功科学研究
所，建立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并要派遣领导干部参与管
理，甚至要建立基层党支部等等。这表 面上看是政府重视
和支持，但本质上则是要把这一民办活动变为官办性质，
从而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
对 许多气功师讲，与政府“挂靠”是求之不得的机
会。“政府评定的气功师”称号意味著名利双收。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却不以为然，坚持法轮功不
同 于其他气功活动，乃个人 修炼行为，无 须建立组织结
构，否则其纯洁性难保，他在给法轮功北京老学员的信中
说：“我们没有组织形式，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不存
钱，不存物，不给官当， 没有职务。”“如果能够独立注
册最好，由北京统一 向国家注册登记，各地不要单独注册
登记或申报。如果不能够独立注册，那就还象原来一样，
群众自发地学法、炼功，没有组织，自愿参加晨炼，保持
其特点和纯洁。”
李先生不仅 不接受“招安”，还退出了中国气功协会
并批判其“向钱看”的不良倾向。“搞什么评定气功师，
那是几十年修出来的，不是评出来的，评这些东西是对社
会不负责任的，对社会有害的。”
至此，一个中央极权的政府和一个希望保持独立品格
的民间运动之间 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了。因此，对法轮功
的秘密监视 和调查；地方公安对 法轮功学员 的骚扰与勒
索；一些人利用职权发动政府喉舌 对法轮功进行批判；禁
止《转法轮》继续出版，直到天津公安拘捕法轮功学员等
一系列4.25事件的前奏，都只不过是这一根本性冲突的表
面反映。
从本质上讲，江集团与法轮功的冲突是极权统治制度
与民众的独立精神追求的冲突；是中国走入现代社会所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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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痛苦的代价。在这场冲突中，法轮功从一个以不参与
政治为原则的松散修炼群体，成为自89学潮之后，当代中
国冲击腐朽政治的更顽强，更具理想和信念，更具广泛社
会基础的民间力量。
中国要想文明，要想进步，就必须有更多的象法轮功
这样具有独立品格的，敢于兑现自己的宪法权益，敢于成
为社会的良心，并敢于为公正牺牲的和平而有理性的民间
团体。

二、江泽民对权力的贪恋和偏执
导致其对一切民间运动的恐惧
回顾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对民间思想家和民间 运动的
戮杀，无一不是当权者出于对自己的大权旁落的担忧。最
近披露的“天安门文件”，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对 学生运
动的镇压，对党内人士的清洗是政治老人对自身大 权旁落
的偏执心理所致。对他们来讲，世上所有的人都和 他们一
样，把权力视作生命，不惜杀人害命也要保住权力。拥有
无上权力和专政工具的他们自然毫不留情。江泽民 也不例
外。
4.25事件在江的眼里并不是什么老百姓上访喊冤，而
是在太岁头上动土，江多疑的秉性决定了他对4.25 事件近
似偏执狂的判断。4.25事件在朱`基总理举重若轻地善意化
解之后，江更加忧虑，彻夜难眠，模仿先人，写起了九十
年代版的“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他在当晚给政治局委员
的信中写到：这一事件引起我深深的思考，这么大的事，
这么有组织是否有西方势力的参与和高手的操纵。他还惊
慌地写到：这些人中有党政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甚至军
人 。
“西方势力”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编造所谓的“西方
势力”是哄骗中国老百姓的惯用伎俩；而怀疑有“高手”
操纵才是江的心病所在。
朱镕基总理一直对法轮功持宽容态度，又在四.二五
事件受到法轮功学员的赞扬，令人想起当年天安门广场上
的赵紫阳，倘若江有邓小平的资历，恐怕朱`基总理一职难
保。最近的事实表明，朱也不得不违心地表态支持江对法
轮功的镇压，不再是党内的“良心”。乔石，李瑞环等对
法轮功的嗳昧支持，更使江寝食难安。
江虽然才智 平庸，附庸风雅，但他心狠手辣。在同一
封信中，他再次强调了他的一句名言“要把一切不稳定因
素 消灭在萌芽状态”。两年来的事实证明，法轮功越顽
强，他就越恐慌，手段也就越残酷，完全失去了理智。
江对一切“不稳定”因素之所以更加多疑和敏感，和
他自身上台的时机和合法性也有关。“天安门文件”清楚
地表明，他的上台是八位政治老人发动的宫廷政变的产

物，也非党内合法选举的结果。一个政绩平庸，对学生和
民主人士毫不留情的他一夜之间登上皇位，可以讲，如今
党内任何“高手”都可挑战江 的地位，他的 非常“震惊”
和“担心”不足为奇。对 江 来说，四 月，太 敏感了，六
月，太可怕了。江在国内 掀起抓捕美籍华裔学者的高潮则
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注意到，在江与华莱士的采访发表之前，法轮功
一直给江下台阶的机会，要求他纠正他手下人犯的错误，
但在采访中，他对法轮功更加离谱的攻击与中伤再次把他
推到了反法轮功的前台。其实，由于他是最担心“大权旁
落”的人，他必然是站 在反法轮功的最前沿。如4．25当
夜给政治局委员和有关领导同志写信；亲手向外国元首们
散发反法轮功的宣传手册；在法国接受采访时，首先定法
轮功为邪教，再逼人大立法使其观点法律化。聪明的立法
委员们迫于压力虽然立了“反邪教法”，但却始终没有说
法轮功是邪教。如今历经多次运动磨砺的中国人，自然知
道新中国历次灭绝人性的镇压运动之后便是平反，要给自
己留条后路。
江则不同，如今195条法轮功修炼 人的人命，已使他
成为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千古罪人。 作为中国的米洛舍维
奇，他深知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死 在台上，要么死在监狱
里。这就是他为什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要做邓二世，
当太上皇的原因之一。他与法轮功的斗争是生死之战。他
个人的疯狂使中国政府倍受国际社会的谴责，处境十分尴
尬。而海内外一些鼠 目寸光之徒，利欲薰心，竟愿替他陪
葬，实在令人痛心。
要想留在权力的中心，绝招 之一就是制 造所谓的危
机，有危机就需要有“经验”的人（就是制造危机的他自
己）来领导，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危机”四起，江不怕危
机，就怕没有危机。4.25事件，江正好借题发挥。如果有
一天，江不惜发动台海战争，制造 更大的危机，大 家不必
感到意外。台海情势自江登基后日趋紧张，如何走向全凭
他个人政治上的需要。试想，如果他真是关心民族大业之
人，就不会把相当110个台湾的大片 国土 主动割让给俄国
人。
镇压法轮功还是江将巩固其权力的需要。首先，他压
过了朱镕基反其道而行之，显示了核心地位。其次，利用
反法轮功测试大家对其追随、忠心的态度，若有暧昧者，
正好铲除。再次，反法轮功转移社会矛盾和大众注意力；
所以他把法轮功列为中国政府头号问题，而中央党校的民
意测验显示头号问题是党 内 的腐败，法轮功只在十位之
后。最后，杀一儆百，利用镇压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
信众，向各类对其统治不满者 示以颜色，“红色恐怖”由
此而来。
江的对外政策也突出地反映 了这一点。他千方百计地
讨好西方国家，不顾尊严礼仪，吹拉弹唱自塑开明形象。
面对使馆被炸，领空被侵，同胞冤死，他利用老百姓的民
族情绪和军方的强硬立场给美国施压，自己则频送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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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碰车了应该互相说一声对不起”。他一面让自己在
军队的心腹放硬话，一面放了美国人。在国内则以 篡改美
方答复愚弄百姓。他成功地让西方认为他是一个开明人，
受强硬派和保守派的压力，才不得不作一些得罪 人的事。
对第三世界，他不惜重金收买见利忘义之徒，独裁专权之
辈，再次逃脱了国际人权的审判。他还不惜挥霍人民血汗
组织司马X等不学无术之徒500人的活动团为其令人发指的
人权记录辩护。
如果我们相信江残酷镇压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违反
“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官
办的“道教”、“基 督教”、西藏 的官授的“喇嘛”、
“活佛”、“转世灵童”不都是江给的俸禄吗？如果我们
相信江残酷镇压法轮功是因为“小腹部位有一个旋转的法
轮”是“迷信”，那就又错了。江本人十分相信 气功，他
不仅享受“气功大师”的保健治疗，还常请江湖术士掐算
自己的皇运与天寿。
由此可见，江镇压法轮功的初始动机，江镇压法轮功
的升级，江镇压法轮功的最后疯狂，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原因：个人与家族的权力！一个独裁者存在的唯一理由！

出一个“反党集团”来。 反腐败，太危险，弄不好大水冲
了龙王庙，还会引 火烧身。政治改革，更危险，连总书记
都能改掉乌纱帽，何 况小小政法委书记。还是连襟何兄有
办法，整气功。
何先生是以捍卫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著称的科学家，
长期在文革“红旗”杂志 编辑部工作，以毕生精力从事反
“伪科学”事业。气功也的确太玄乎，什么特异功能，发
功治病，以何先生的渊博学 识也解释 不清，必是“伪科
学”无疑。
说实在话，中国的气功界真是 很乱，本来一个好好的
老百姓自己炼炼，修身养性，祛病健身的事，一下冒出一
大把“气 功师”来，又是表演特 异功能，又是开气 功门
诊，甚至教人气功治病之道，真假难辨。许多人炼了神神
叨叨，疯疯颠颠，的确有抓一抓的必要。
无奈，这些门派都太小，抓谁也搞不出惊天动地的事
业来；突然发现，新出现的法轮功 竟有七千万之众，不仅
人数超过了共产党员，而且修炼者中有许多共产党员，革
命老干部，军人，国家党政机关干部。真是难得的“运动
对象”。只是法轮功与其他气功不同，不追求也不显示特
异功能，不允许开门 诊搞治病，不允许神神叨叨，恍恍惚
惚，也不允许参与政治， 且要求遵纪守法，所以秘密调查
了两三年也找不出碴来，好不 容易找了几个 提供“黑材
料”的“前法轮功修炼者”也很快被大量事实所否定。
既然 从政治、司法 角度下不了 手，只有请何先生 从
“科学”角度出发，“科学”选用其他气功或气功师的各
类问题，“科学”地套在法轮功头上。这样一来，一个规
有了昏君就有了暴政，有了暴政便有了佞臣。
模庞大，“问题众多”的“迷信”组织被刻画出来了。先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政治运动从来就是“几家 欢乐几 上报纸，再上电视，再上杂志，不怕你来反映 情况，就怕
家愁”，有人得势，有人失宠。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中 你不来，人来得越多越好，小刺激不够，就 抓人、打人，
国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靠吃“政治饭”起家 来点大刺激，最后乾脆自己走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中间招
的各类人士便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仕途的升迁 也变得 摇过市，真心希望哪一位“真善忍”没忍住的法轮功推搡
渺茫。要想“再造辉煌”，重登权力高位，唯有一 条路： 我何混混一把，“暴力集团”就应运而生了。没想到法轮
搞运动。(还记得那个时代一些人表现出的亢奋和对政治 功那么老实，对“老鼠过街”连喊打的都没有。不过既然
运动的信念吗？) 他们深谙独裁者的精神弱点，和中共制 把这群人引到了中南海，再给江总递上“黑 材料”，重点
度的反动性。制造运动便是既合圣意， 又谋私利的两得之 强调法轮功人数众多，渗及党政军干部，知识 分子，又受
举。
到党内“高手”乔石、朱 `基的支持，不怕这生性多疑的
罗干、何柞庥这对连襟便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罗 “核心”不买帐。果然，一件世纪冤案就此产生了。
干乃李鹏心腹，曾任国务院秘书长，后任政法 委书记，由
从此何老领衔“反邪教科学委员会”，罗干成江总离
于镇压法轮功有功，有望入围政治局常委。对罗干 这样没 不开的得力干将，哥 俩终于又回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
有经济工作经验，也无突出才干的人 (据说是李鹏用人的 俩从此走到哪里 (术语叫蹲点) 哪里就多一份血案，多几个
必备条件之一)；要想“更上一层楼”实属 不易。况且李 冤魂。江总也就一步一步地随着他们走向深渊。中共与中
鹏大势将去，没有新主子更难有所作为。捷径只 有一条， 国政府因他们背上了残害百姓的罪名。
证明有人威胁江的地位，证明自己的忠心并不遗余力地保
如今最高兴的大概是XX了。江泽民手上的血使他们成
卫新主人而表尽忠心。
了同病相伶的弟兄。 昔日的对手成了今日的盟友，罗干真
6.4之后的中国，“哀莫大于心死”，老百姓对政治 是既赢得了新主子的欢心，又解了老主子的后顾之忧。
“敬而远之”，对金钱“追而求之”，号称“十亿人民九
由此可见，一旦 有了昏君和暴君，奸人佞臣便会应运
亿倒 (倒买倒卖)，还有一亿在寻找”。有数的几位异见人 而生，世间邪恶暴虐之徒便兴风作浪，人间便灾难无尽。
士，流亡的流亡，坐牢的坐牢，招安的招安。花钱也买不

三、卑鄙的投机政客为追逐名利
不惜制造冤案。

